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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陈少远

斑驳的三轮车停在新风南里小区的一座
楼旁， 脚边堆满枯叶， 已经月余。 自从黄济
2014年末住院后， 它就再也没有挪动过。

曾经， 它由这个九旬老者蹬着， 不疾不
徐地往返于家、 校园和医院之间。 它载过先
生一指厚的手稿、 新面世的著作， 以及为病
床上的夫人细烹的暖口羹汤。 新生入学时，
黄济还踩着它帮学生搬过家。

这辆不起眼的三轮车经常陪伴着这个教
育大家进入人们的视野。 一个老人， 一辆老
车， 构成校园里朴拙低调的别致一景。

穿行校园， 这对老友不时收到四面来自
师生的瞩目致意或问好行礼。

时间停止在2015年1月8日20点， 黄济
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再也见不到蹬三轮的
那个慈祥的老先生了。” 网上灵堂有学生留
言。 老车默泪， 故人去矣， 满地离殇。

“一生两投任评说”
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黄济， 他的前30

年， 都是在时代大潮中颠沛， 在彷徨中寻求
出路。

黄济1921年7月生于山东即墨的一个殷
实的封建家庭。 少年时， 因家道败落， 开始
备尝就学之难与失学之苦。

他小时兼受私塾教育和现代小学教育，
兼有传统文化素养和现代科学知识的濡养。
在考院小学就读时， 因受爱国进步老师的影
响， 萌生了反抗封建家庭的念头。

1939年春， 黄济进入青岛著名的礼贤
中学就读。 这所由德国人创办的学校借助德
日轴心国关系的掩护， 在日军暴政下成为一
所汇聚进步力量的净土。 受此影响， 黄济心
中挣脱枷锁、 出走旧社会的愿望越发强烈。

1943年7月， 黄济终于和几位志同道合
的同学， 越过敌伪封锁线， 从沦陷区奔向国
民党统治区。

在国统区的安徽阜阳， 黄济进入由山东
省流亡政府成立的第一临时中学， 加入进步
学生社团“尖兵社”， 并在毕业时响应当时
国民党政府“青年从军” 的号召， 参加青年
军， 意欲投入抗日。

但现实予他的是又一层彷徨， 军中所
见， 尽皆腐败。 从军队复员后， 黄济毅然选
择以教育为志业， 进入当时的北平师范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前身） 教育系学习。

在北平师范学院学习期间， 黄济的思想
愈加进步， 对国民党暴虐统治的义愤日益见
涨， 终于催生了他人生中又一个转折点———
1948年7月， 他从北师大肄业， 改名黄济，
奔赴华北解放区， 开始了在华北大学的学习
和工作。

日后， 黄济将抗战时期从旧式家庭出走
投向国民党统治区， 解放战争时期又从国民
党统治区奔赴解放区的经历， 形容为一个寻
求“别样的路” 和“理想的路” 的过程。 正
是动荡岁月中的出走复出走、 彷徨复彷徨，
将他引向了教育事业的大门， 也在颠沛行旅
中塑造了他性格中经忧患而沉稳、 历沧桑而
宽厚的一面。

但是， 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 正
是因为“一生两投”， 黄济蒙受了种种怀疑
与批判， 屡次披风沥雨， 黄济在晚年却只用
一句“一生两投任评说” 明志， 对过往沉渣
笑而置之。

重建教育哲学学科
在山东省第一临时中学毕业前夕， 黄济

曾写就一篇自传， 初绘自己教育报国的志
向： “余深感教育之落伍与自身之不幸， 故
愿竭力以学教育， 从事教育， 希能予贫寒无
告而失学者以求学之机， 使无感就学之难与
失学之苦。 此余宿志。”

该文出于他对动荡
时世中教育本质失落的
感愤， 其后一生， 他都
在不断寻找教育的本
质。

新中国成立后， 黄
济先在中国人民大学教
研室任教， 后转入北京
师范大学， 负责教育学
教研室的工作。

“文革” 之后， 百废待兴， 黄济又担起了追
寻教育“本质” 的重任： 重建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哲学学科。

北京师范大学顾明远教授回忆说， 当时的
教育哲学学科重建， 不是简单地恢复解放以前
的教育哲学课程， 而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运用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方法， 重新审视教育的理
论问题。 1980年， 黄济在北师大重开教育哲学
课， 边写讲稿边开讲， 开设了新时期全国第一
堂“教育哲学” 课。 当时的学生回忆课堂盛
况， 77、 78、 79级本科生、 研究生、 本系教师
和进修教师围坐一堂。 因为国学功底深厚， 黄
济的讲授不仅可以贯通西方基本教育哲学流
派， 而且闪烁着自己独特的东方智慧。 两年讲
课形成的 《教育哲学初稿》 成为当时全国第一
本“教育哲学” 教材， 内容易懂， 文字朴实，
充满了辩证法精神， 令无数重新迈入课堂的学
子受益。

此后20年， 黄济将著述 《教育哲学初稿》
修订为 《教育哲学》， 再完善至 《教育哲学通
论》， 这些论著受到中国教育界的很高评价， 也
由此奠定了新中国教育理论的开拓者、 中国教
育哲学主要奠基人的地位。

黄济长年随身携带一个小本， 听研讨会和
报告， 甚至和人日常对话， 都要做笔记。 这是
黄济特有的学习法： 择善而从， 孜孜以求， 前
辈、 同辈、 后辈都是他学习的对象， 用他人见
解对照自己的认识， 寻求差异， 增长见闻； 或
由疑生思， 以鉴正误， 去粗取精。

离休后， 黄济过上了离而不休、 自续耕播
的生活。 每年出产八九篇论文， 见于重要学术
期刊和主流媒体， 且不断有新作问世。 他治学
极为勤勉， 在写作 《诗词学步》 一书时， 因为
骨折， 为解痛楚， 竟用左手写出1至2万字的提
纲。

家人称黄济为“老学童”， 他则形容自己花
甲之后的人生是“三黄”： 黄济， 已到了黄昏时
候， 却成了黄金时代。

厚德爱生的“人师”
黄济在 《黄济口述史》 一书中提到对自身

的师道要求： “读了北师大， 就定了做教师的
终身志愿， 深知作‘经师’ 不易， 做‘人师’
更难， 于是在这两方面加强修养。” 从他身后不
同时期学生的追思中， 黄济证明了自己是一位
学业精深的“经师”， 更是一位厚德爱生的“人
师”。

学生石中英回忆说， 他来北师大求学时的
第一个下雪天， 早晨6点多钟， 当学生们还在
酣睡之际， 黄济就叩响了他们的宿舍门。 冒雪
前来， 是因为他担心南方学子被衾薄凉， 不御
北地冬寒。

学生金生鈜认为黄济一生都在以“诚” 立
教。 考博士前夕， 他电话告知黄济他在北师大
地下招待所入住， 没几分钟， 黄济就前来看望。
考完试后， 黄济把参加考试的8名学生请到家
里吃饭， 饭间他说， 他最多能招收两名博士生，
所以感觉歉疚， 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学生郑葳回忆， 他申请去博士后流动站学
习时正值非典。 因为全校戒严， 无法出门去请
黄济在推荐书上签字。 黄济了解情况后， 毫不
犹豫地表示“我过去”！ 在人人自危的非典期
间， 老先生提携、 关爱后辈的情怀更显诚挚。

黄济对学子表现出了极深沉的仁爱和宽容。
在后生的回忆中， 黄济事多亲力， 温文恭谨，
绝无半点盛气。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钱鹤鹏回忆， 这次黄济
住院第二天， 他和教育学部综合办副主任陈强
等老师一起去医院探望。 黄济拉着陈强的手，
说自己的卡里多了一些钱， 他不知道是什么
钱， 是不是给他打错了。 陈强应答， 那是学校
给离退休老师发的取暖补贴。 黄济当时很激
动： “发那么多钱干什么， 我现在都用不了什
么钱了， 能退回去就退回去， 发给年轻老师，
多鼓励他们做研究。” 闻者听罢， 久久不能自
已。

“作为黄先生的弟子和同事， 与他在一起
常有一种‘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之感。
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师之道吧。 这种化育万物之
效， 源于先生的心性修养， 源于他为学与为人
的统一”， 他的学生劳凯声认为， 中国文人的
德业事功就是在自己的认知和践行、 读书和做
人的过程中得到体现， 而黄济即是一代文人仁
者之典范， “从先生的为学和为人我们似可悟
出这样一个道理， 即真正的学问应从伦理、 德
性的视野去理解， 同时兼顾求知、 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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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郑葳回忆， 他申请去博士后流动站学
习时正值非典。 因为全校戒严， 无法出门去请
黄济在推荐书上签字。 黄济了解情况后， 毫不
犹豫地表示“我过去”！ 在人人自危的非典期
间， 老先生提携、 关爱后辈的情怀更显诚挚。

黄济对学子表现出了极深沉的仁爱和宽容。
在后生的回忆中， 黄济事多亲力， 温文恭谨，
绝无半点盛气。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钱鹤鹏回忆， 这次黄济
住院第二天， 他和教育学部综合办副主任陈强
等老师一起去医院探望。 黄济拉着陈强的手，
说自己的卡里多了一些钱， 他不知道是什么
钱， 是不是给他打错了。 陈强应答， 那是学校
给离退休老师发的取暖补贴。 黄济当时很激
动： “发那么多钱干什么， 我现在都用不了什
么钱了， 能退回去就退回去， 发给年轻老师，
多鼓励他们做研究。” 闻者听罢， 久久不能自
已。

“作为黄先生的弟子和同事， 与他在一起
常有一种‘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之感。
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师之道吧。 这种化育万物之
效， 源于先生的心性修养， 源于他为学与为人
的统一”， 他的学生劳凯声认为， 中国文人的
德业事功就是在自己的认知和践行、 读书和做
人的过程中得到体现， 而黄济即是一代文人仁
者之典范， “从先生的为学和为人我们似可悟
出这样一个道理， 即真正的学问应从伦理、 德
性的视野去理解， 同时兼顾求知、 审美”。

黄济， 原名于鸿德，
1921年7月20日生， 山东即
墨人。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
部教授、 博士生导师， 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 是新中国
教育哲学学科的主要奠基
人。 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第二届教育学、 心理学学科
评议组成员， 《中国大百科
全书·教育卷》 教育科学分
支副主编， 中国教育学会教
育学研究会第二、 三、 四届
副理事长， 国际儒学联合会
顾问， 北京市教育学会第
二、 三届副理事长， 北京师
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

庞朴， 1928年10月生于
江苏淮阴， 是我国著名哲学
家、 中国哲学史专家、 文化
史专家。 历任山东大学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中国社会科学》 副总编辑、
《历史研究》 主编、 中国社会
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联合
国科教文组织 《人类科学文
化发展史》 国际编委会中国
代表、 国际简帛研究中心主
任、 北京大学儒藏研究中心
总编纂、 山东大学儒学研究
中心主任、 山东大学终身教
授、 儒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
员会主任。

■通讯员 法帅

“炼汞烧铅四十年， 至今犹在药炉前。
不知子晋缘何事， 只学吹箫便得仙。” 虽然
这一幅字仍然悬挂在客厅墙的正中， 但手写
这首诗的主人已经远去。

1月9日20时49分， 山东大学终身教授
庞朴先生因病医治无效， 在山东济南去世。
先生虽然驾鹤西去， 但他在中华文化的诸多
研究领域都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仍在熠
熠生辉。

发现上古历法“火历”
熟知庞朴的人都知道， 他是一个能够为

了真理而无所畏惧的人。 1949年， 年仅20
出头的庞朴， 就做了一件置生死于度外的事
情： 从蒋管区投奔到解放区。 到了解放区，
庞朴就留在了华东大学。 后来， 华东大学与
青岛的山东大学合校， 从此庞朴成为了山东
大学的一员。

庞朴是以研究中国文化而成为名家的，
殊不知， 他今天治学的成就最初都是在私塾
中打下的基础。 在庞朴11岁的时候， 日本
占领了他的家乡， 办了一些“新民小学”，
实行奴化教育。 庞朴及其家人坚决不去这种
奴化学校， 遂转入一个私塾中继续学习。

“这或许是国家不幸诗人幸吧。” 庞朴说。
《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四书、
五经 （五经只读了 《诗经》）， 等等， 就是在
那时背得滚瓜烂熟的， 由此启发了他对中国
文化的兴趣和感性。

庞朴真正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是从
1952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哲学开始的。
两年后， 庞朴毕业回到山东大学教马克思主
义哲学。 庞朴认为， 要研究毛泽东哲学思
想， 首先应该了解中国哲学思想， 遂决定转
到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 但后来这却成为庞
朴被批判的重要原因。

1971年， 庞朴被下放到了曲阜。 他的
书都被贴上了封条。 到曲阜后， 庞朴发现了
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那就是天上的星星特别
多。 地上没有书可念， 他就念这个天书。 于
是， 夏天的晚上， 庞朴就搬把椅子， 在操场
上看星空。 花了两年的时间， 把漫天的星空
都搞清楚了。 没想到， 庞朴看星星， 却直接
引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发现———火历。

庞朴的发现引起了天文学界的极大兴
趣。 中国天文史学界权威席泽宗就曾公开高
度评价过庞朴的这一发现， 并认为庞朴的这
种做法， 才是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正确方
法。 因为在他看来， 现在许多研究中国天文
史的学者用的都是西方的科学体系， 这样中
国很多天文史料都通通被削掉了， 如此一
来， 中国天文史的研究就没法发展了。

掀起1980年代“文化热”
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 的出现， 与

庞朴对文化研究的重视和推动有莫大关系。
1981年， 庞朴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聘，
担任 《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史》 国际编委会
中国代表。 出于职业的敏感性， 庞朴发现中
国当时极端缺乏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

1982年， 庞朴在 《人民日报》 发表了
《应该注意文化史的研究》 一文， 率先发出
重视文化史研究的时代呼声， 引起学界的强
烈反响， 从而掀起了上世纪80年代“文化
热” 的序幕。

文化是什么？ 庞朴为此曾去拜访钱钟书
先生。 钱钟书说， 你不问我的时候， 我知道
文化是什么， 你一问我， 我倒糊涂了。 事实
上真是这样， 当时谁也搞不清楚文化是什
么。 1949年到1979年， 30年里中国只出版
过一本关于文化的书。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 庞朴曾就文化
学、 文化史、 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诸问题， 数
十次发表演说、 撰写文章， 阐述其对文化的
各种思想认识， 从而推动了文化研究热潮的
前进。 庞朴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可归纳为“一
二三”： “一” 就是一个定义， 文化就是人
化； “二” 就是认为文化有民族性和时代性
两个属性； “三” 就是文化有物质的、 精神
的和制度的三个层面。 庞朴对于文化的定
义、 两个属性和三层结构的阐述， 引起了学
界的极大重视， 成为探讨中华文化问题的重
要理论指导。

庞朴特别强调文化的民族性， 并认为文化
是民族的根， 文化的最基本属性是它的民族性。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 这个民族最后
就会蒸发掉。 满族就是一个例子。 满族统治了
全国， 最后满族自己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它
的文化和它的民族分离了， 满族文化失去了民
族性， 最后这个民族就没有凝聚力了。

“一分为三”探究中华文化
“他是一个很杰出、 很有创见的学者。” 北

京大学教授汤一介曾这样评价他。 庞朴是中华
文化研究的大家， 不仅仅指其知识之渊博、 见
解之深刻， 更是指他富有创新精神， 往往能够
独辟蹊径获得新解。

在庞朴诸多创见中， 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对
中华文化密码“一分为三” 的探究。 进入上世
纪90年代后， 庞朴开始从文化现象入手， 致力
于中国辩证思想的研究， 以解读中华文化密码。
比如说， 他从黄帝的传说开始， 用黄帝的故事
说混沌， 用“伯乐相马” 来谈认识论， 从“庖
丁解牛” 谈实践论， 通过一批出土文物 （纺锤）
来谈“玄”， 运用几个上古文字来说“无”， 如
此等等， 最后当然都要归结到中国辩证思维。

庞朴深深相信， 中国文化体系有个密码，
就是“三”。 于是便用这个密码去开中国文化宝
藏之锁， 也用开了锁的宝藏文化来反证密码之
存在。 如 《解牛之解》、 《相马之相》 等。 古稀
之后， 庞朴开始对“一分为三” 给出理论上的
说明， 于是有了 《中庸与三分》 等尝试。 2001
年， 他开始撰写 《一分为三论》， 2003年出版，
给“一分为三” 研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庞朴认为： “世界在本质上是统一的， 同
时又是三分的； 统一是三分的统一， 三分是统
一的三分。 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其密码也正是一个‘三’ 字。”

融所学与生活于一体
“庞先生是一位真正能够将所学与生活融于

一体的人， 他的生活看似平常， 实则不然。” 庞
朴的学生、 山东大学教授冯建国说。 作为蜚声
国际的学者、 中华文化研究领域的大家， 庞朴
的学术成就令人仰止， 哲思高明令人莫测。 然
而， 在生活中他却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普通老先
生， 不过这可不是平常所理解的普通， 而是经
高明而后返回到中庸的普通。

在外人看来， 庞朴的生活似乎很简朴， 生
活中的饭菜也是朴素得很， 吃的都是市场上最
普通的蔬菜水果、 鸡鸭鱼肉什么的。 庞朴自己
曾有过这样的规定： 每一两个星期才打一次牙
祭。 这给庞朴的身体带来了莫大的好处， 老年
人整天担心惧怕的“三高” 问题， 从来没有发
生在庞朴的身上。 可以说简朴的后面却不简单。

有一天， 他递给来访的学生一张报纸 ，
说： “你看一下报纸中这些美术作品有什么问
题没有？” 这位学生接过来左看右看， 始终没
看出什么问题来。 于是， 庞朴指着其中的一幅
画说： “你看这幅 《荀子祭酒图》， 画面上的
几个人在举杯畅饮， 根本不像荀子在讲学， 祭
酒可是今天所说的老师。 这幅画本应展现的是
荀子作为当时稷下学宫的学术领袖的风范， 然
而却被画者理解为一种喝酒畅饮的活动， 实在
不应该！”

有一次， 庞朴在住院打吊瓶的时候， 突然
对来看望的学生说道： “闲来无事， 我给你们
上堂课吧， 教你们怎么阅读古文。” 学生们愣住
了， 没想到穿着病号服、 躺在床上挂吊瓶的先
生要现场开课。 庞朴说： “你们知道 《论语》
中‘礼之用， 和为贵； 先王之道， 斯为美’ 这
段话吧？ ……” 学生们围在旁边认真听起来。
没见过这场面的医护人员及其他人纷纷驻足观
看， 一时成为病房里的一景。

庞朴还曾因身体乏力等问题住过几次医院。
同医院打交道多了， 庞朴发现中西医在治疗方
法上有着根本的不同， 于是， 他给医院也下了
个诊断： “中医是治病的人， 西医是治人的
病。” 用简单的一句话， 将中
西医的本质区别指了出来。
在同老中医交流自己的病情
时， 庞朴说自己的感觉是
“麻而不木， 肿而不胀”。 大
家知道， 麻过了就是木， 肿
大了就是胀， 庞朴对自己病
情的描述真可谓精准。

极高明而道中庸， 正是
庞朴其人其学的最大特色。

“余深感教育
之落伍与自身之不
幸， 故愿竭力以学
教育， 从事教育，
希能予贫寒无告而
失学者以求学之
机， 使无感就学之
难与失学之苦。 此
余宿志。”

“世界在本质
上是统一的， 同时
又是三分的； 统一
是三分的统一， 三
分是统一的三分。
源远流长、 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化， 其
密码也正是一个
‘三’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