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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眼态度

荀子，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
教育家，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法家的
开山鼻祖。荀子教育观取决于他的哲
学观，他的哲学观体现在他的性恶观。

孔子之前，人性的善恶并未成为
人们讨论的论题，孟子、荀子之后，
性善性恶才成为纷争的焦点。孔子不
谈性之善恶，只是说“性相近，习相
远”；孟子直言“人性善”“人皆可以
为尧舜”；而荀子则说：“人之性恶，
其善者，伪也。”不过荀子的性恶观
是针对孟子性善观而言的。

后天教育使人“去恶向善”

“伪”者，人为也。人的本性是
恶的，之所以能成为善，是因为人为
即后天教育。性善，不过是人后天人
为努力而来的。所以荀子强调后天教
育的重要性，人性虽恶，但经过“师
法之化”和“礼仪之道”能够去恶向
善，能够形成善良的品行。

对于人性，孟子认为：“人性之善
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
有不下。” 但孟子也说，人性虽善，而
教养之功仍不可缺，环境的良适仍为
必要。人性善是可然，但不能期望其
必然。正如涂之人可以为禹，但不能
期望涂之人都能成为禹。人性虽善，
但不能期望其行为必归于善。

荀子则认为“人性恶，其善者，
伪也。”对“性”和“伪”之涵义，
不可不慎，不可不审察。荀子所说的

“性”，“性者，本始材朴也”“生之所
以然者谓之性”“不可学，不可事，
而在人者，谓之性”。总之，“性”是
先天的。荀子所说的“伪”，“可学而
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

“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
总之，“伪”是后天的。

我们要格外注意“可”与“不可”。
男女饮食，不学而能；然而男女之欲却
要加之以学，方知男女有别；饮食之欲
可加之以学，方有节制。

人性可以为善，导性向善则有待于
辨别思虑，这两者孟子荀子皆相同。至
于二人一提倡性善，一标榜性恶，全是由
于二人对性之界说不同。孟子所说的

“性善”是就“可以为”而言，荀子所说的
“性恶”是就“不可事”而言，各有所指。
孟子所注重的，是性须扩充；荀子所注重
的，是性须改造。世人大多认为孟、荀人
性善恶之论是对立的，其实不然。这一
点读者不可不明。

荀子说性恶，不学则性无从善，无礼
则学无所据。故学以化性，礼以范学。

“或善或恶，全系于人为，为之则善，不
为则恶。”荀子认为性恶自无所用其存
养，更无所用其扩充。修养之术，全在

力行。有似逆水行舟，懈怠不得，其势
紧张，其情枯塞窘迫。

人性恶，欲离恶而就善，则学不
可以已。学博则知识足，认识明，足
以指导行为而使其无所过失。学博然
后知明，知明然后行正，行正然后性
化为善。所以荀子说，“学不可以
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
为之而寒于水。”

教育应入耳着心“知行一体”

大抵古代圣贤所主张的教育过程
略同。印度佛陀主张教育要闻、思、
修；荀子主张听闻、亲见、晓知、行
动。在学习方式上，先哲们都极为重
视知行且知行合一，孔子主张“学以
致用 ”，荀子主张“学至于行之而
止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
心，布乎四体，行乎动静。”知行工
夫，本是一体，不可分离。

在教学过程中，荀子认为，人们
在学习的过程中容易因片面性而妨碍
认识事物的全貌，因此提出了“补偏
救失”。荀子用“治气、养心之术”
来说明 ：“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
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毅
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
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廊广之以
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
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
僄弃，则炤火以祸灾；愚款端悫，则
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

荀子认为，善学者必通伦类之条
贯为仁义而纯一，以至乎尽之，粹之，
全之而后止。善学之法，则在于诵说
而条贯，思索而通达，身体实行以践
履，排除恶诱以持养。做到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非礼
勿虑。礼，行为之准则。“类不悖，虽久
同理。”准则规矩，古今不变。

人性成于自然，非人力所能施
为，然而可导而化。导而化之，是为
人为，化之而不一其次，则成积习；
积习，化性的方法。积之而不改，习
之而不变，久而久之，自可“习俗移志，
安居移质”。积土成山，积水为渊。人
患无恒，如有恒，则圣可积而成。

荀 子 说 ，圣 人 之 功 在 于 化 性 起
伪。之所以能化性起伪，主要是有两
个条件，人的认知能力和治国之道。
从心理学角度看，求知的心理条件，有
消极与积极之分。荀子极其重视人的
心智，所以对求知的心理条件，我们要
细究探察。对消极的心理条件，荀子
指出：“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
理。私其所积（习），唯恐闻其恶也。
倚其所私以观异术，唯恐闻其美也。
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
在侧而耳不闻，况于蔽者乎！”

对此近代教育家余家菊解读为，感
情的偏私可以转移认识作用，使其不能
正确，或且大谬绝伦，然而自身不察，反
而自以为是而不肯略加反省。这是求知
的根本大患。此患不去，真知不获。人
喜怙过饰非，亦好是己而非异。

对积极的心理条件，荀子指出
“虚一而静”。人心有藏 （实）、有两
（对立、差别）、有动；然而，人心也
有虚、有一 （统一、互异之两物同时
兼之）、有静。人，生而有认识作
用，认识作用既有实、差别、动的一
方面，也有虚、统一、静的一面 。
虚、一、静也是心可有的自然现象，
也应该成为求知的当然法则。人们在
认识中常知前者而不知后者。

对不知而求知的人，荀子告之
“虚一而静”。求知者，先要虚，不怀
成见。虚则能入，犹如屋子不清空怎
能往里装东西呢。之后是综合两异
端，对立统一，方能尽。求知者还要
静，保持其灵明情状。静则能察，不

因想象烦嚣而错乱其知。
荀子又说，人心譬如一池水，静然

不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微风
过之，湛浊动乎下，清明乱于上。心亦
如是，故导之以理，养之以清，物莫之
倾，则足以定是非，决嫌疑。定是非，
决嫌疑，必须心境清明。心境如何清
明？有待于“导之以理”“养之以清”。
能够导之以理、养之以清，则物诱莫之
能倾矣。所以以理导心，以清养心。

荀子还说，人心忧恐，则口衔刍
豢而不知其味，耳听钟鼓而不知其
声，目视黼黻而不知其状，轻暖平簟
而体不知其安。人的味、声、状、触
如是，而是非之判断，嫌疑之辨别，
则尤为如是。认识而欲正确，必须扫
除情感，秉正理以衡之。摒绝一切主
观的偏向，而衡之以严格的理智，然
后判断可几于正确。

所以说，养之以清，导之以理，
都是求静的方法。虚、一、静，皆求
知的积极的心理条件，而三者又复连
环相生。虚而能一，一而能静。不为
成见所蔽，乃能虚受。能虚受乃能兼
知异端，择善而从，或融合两端，统
括为一，而固执之。取舍既决，趋向
已定，则是知其所止，自然能定能
静，最终获得“大清明”境界。

环境的教育才能“化性为善”

教育的动力，不发自受教育者之
内心，就来自受教育者之外缘。孟子
认为，修养方法特重于自力之发挥，
如“养浩然之心”“善推其所为”“求
放心”。荀子则持外缘。外缘之法即
渐渍，可以说是“境教”，通过环境
感染来转化人。荀子认性为恶，其所
以能化于善，则由于事为。事为之所
以可能者，则缘于渐渍。无渐渍则不
知事为，不事为则无以化性为善。

古有孟母三迁，今有台湾全人学
校的户外教学课程，都是“境教”的
典范。但当下学生被“圈养在校园搞
精耕细作”现象依然顽强存在，学生
远离家庭，远离大自然。光有言教、
身教的教育是不完美的，唯有充分利
用环境的教育才更能化性为善。

荀子提供的渐渍之法一是近人，
二是隆礼。然而两者又有不可分离的
关系。近人是指求贤师而师、择良友
而友。如果毁法谤师，则自堕恶道。
如果蔑礼弃师，而期望获得真知，则
无异于南辕北辙。

人在年幼之时，知识未充之际，
于师于礼，都应当存尊崇之心，力求
了解它，把握它，融受它。所以荀子
格外推崇求学者要尤为隆礼。荀子所
言的“礼”，是行为之准则，凡法制
规例皆属之。礼的功用，客观说，是
在人己之间树立共守的界限，互不相
侵，各得其求。主观说，是使欲不过
度，物不为欲所屈。礼的功用，在养
人之欲，给人之求。

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荀子的“尊
师隆礼”，是就大众教育而言的。大
众，有模仿而无创造，有吸收而无独
思的人。对于尊师，现代人常用希腊
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来驳
辩。试问能为独立思考者，世间能有
几人？能自为判断不失正鹄而又果然
不为他人之暗示所影响者，世间更有
几人？能独立发现真理而有崭新贡献
于文明者，世间又有几人？“独立思
考”“特殊见解”，这是世人所罕能做
到的，但人们又常喜用以自欺自慰。

那 么 ，“ 吾 爱 吾 师 ， 吾 尤 爱 真
理”此说，用于成年人是可以的，如
果用于学校儿童是不可以的；用于秀
杰之士则可，用于多数人众则不可。
这一点也不可不察。

（作者单位:天津中学）

荀子：化性为善 青胜于蓝
吴奇

对话大师系列

教师核心素养是教育发展的软实
力，培训是改善教师素养的重要路
径。当下不少培训虽然把“枪”发给
了教师，但并没有把“瞄准”方法告
诉他们。如果能在培训中引领教师读
书，虽一时半会儿难见效，但终究能
改变教师的素养。读书是教师从内心
出发的自我培训，是涵养理论、内化
行为、提振底气的必然选择，也是修
补精神构造最强大的力量。因此，笔
者以为，读书就是教师最好的培训。

当下不少教师依旧被绑架在应试
“战车”上，致使他们忙应试而缺失
读书意识和能力，不读书成了常态，
而读书的教师反而成了“另类”且稀
缺；可悲的是这些不读书的教师，还
禁止学生读与应试无关的“闲书”。
因而他们终究跳不出应试窠臼。

读书是教师提升实践智慧的必由
之路。互联网虽然增加了学习通道，
但课堂依旧是当下学生主要的学习渠
道。为了丰富课程，向学生输出有光
亮的智慧，教师必须具备解构、扩
展、整合教材以及拓展文本等能力。
为此，教师要向蜜蜂学习，要在书山
丛林里不停地采集，输入思想，去粗
取精、去伪存真，吸收、加工、建
构、提炼，产生新的认知和见解，这
样才能源源不断输出创新的智慧。因
此，读书是教师“输入思想”和“输
出智慧”的桥梁。

因为被应试裹挟，不少教师依旧
围着教材、教参和教辅书转；有的为
读而读，漫无边际，缺失读书目标；
有的教师读和做依旧“两张皮”。在
信息大爆炸时代，教师穷其一生也难
以读完浩如烟海的书籍，所以，教师
要有选择、有计划地阅读经典。其
实，教师读书与电脑要装一定数量的
程序一样，如果没有足够程序，电脑
无法运作或者功能不强；如果装了太
多程序，电脑就会死机。教师只有读
了一定数量的书，才能左右逢源驾驭
教学。“不为教书而读书”，就是指教
师要跳出学科的限制，跨界和自由地
阅读，不要用“专业”阅读来拒绝其
他阅读。教师要把读、思、做、写嵌
入实践。尽信书，不如无书。作为实
践者，教师更需要批判性思维和独立
思考能力。因此，要读懂社会、人生
和学生，边读边思边做边写边跟进，
以读促思、以思促做，把书读活、读
透，做出特色，写出风采；发现不
足，回头再读，循环往复，从理论消
费者蜕变为草根理论创造者。

教师要做“互联网+”教育阅读
的促进者。互联网是 20 世纪末上帝
送给人们的最佳礼物，也是打破垄断
思想、加快教育转型的利器。为此，
教师要与时俱进，既保持纸质传统阅
读好习惯，又接纳丰富多彩的互联网
立体化阅读。虽然读视频、读图和听
书等碎片化阅读，可能零碎和间断，
但只要坚持不懈，照样能积聚跨界成
长正能量。为此，教师要跳出因循守
旧的“深井”，打开心门，敞开脑
门，建好自己的博客、微信、微博和
QQ 群等，建设资源库，扩大朋友
圈，发布读书心得和课堂视频等，利
用圈子的力量推动读书，辐射并分享
读书的智慧，优化并叠加小环境的合
力，从而改变教育大环境。

校长要重视建构教师的读书文
化。教师不读书，责任虽然在本人，
但是，要改变教师读书的生态环境，
校长必须改变观念且要带头读书。因
为校长就是教师的精神领袖，只有校
长当好阅读“领头羊”，才能去影响
并推动教师的阅读；为了保证教师的
读书时间，校长应该淡化应试，规范
办学行为；为了改变发书后就完事的
陋习，校长不但要请专家把脉问诊开
良方，还要请优秀教师现身说法，使
大家感受到读书的力量。

让读书真正成为教师的自我培
训。书籍是没有围墙的大学，如果教
师能手不释卷，就是终身“读大学”；读
书不但是教师最好的备课，是改善核
心素养成本最低的自我成长，而且更
是教师觉醒和增加良知的阳光大道。
期盼校长能用好手中权力，推动教师
读书；更期盼培训部门在学分认可、
改变培训方式和优化内容等多想办
法，促进教师读书“落地生根”。

（作者单位：浙江省奉化市教育
服务管理中心）

读书是教师
最好的培训

周建国

书海观潮

“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经典，是中
华文明的文字凝结，包含着民族文化
的基因和古代圣哲的大智慧，引领着
中华民族的精神方向。现在最缺的是
质量合格、数量可观的国学教师，以及
适于教师参阅、学生修习的中华经典
读本。”在日前举行的“中华传统文化
经典读本”出版座谈会上，该书审读委
员会主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
的一番话道出了国学教育的现状，同
时也显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读本”
出版的恰逢其时和大中小学一体化推
进国学经典教育的当务之急。

作为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系列丛
书之一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读本”包
括《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教师读本》和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诵读》两个系列，
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国家教育行政学
院国学教育研究中心组织编写，济南
出版社出版，现已推出第一辑。

在国学教育师资匮乏、教师队伍
国学素养整体不高的背景下，《中华传
统文化经典教师读本》的出版显示出
特殊的意义。牟钟鉴认为，这套书的
学术质量较高，总主编钱逊教授、执行
总主编于建福教授都是研究中华文化
的专家，研究态度认真扎实，具有浓厚
的人文情怀和综合创新能力。在写作
上，各分册的作者充分掌握了历史上
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注释，如朱熹的《四
书集注》、张居正的《大学直解》，以及
近代以来经典研究的大家名著，如钱
穆的《论语新解》、陈大齐的《孟子待解

录》等，作者紧密联系当代实际，把经
典精神融入社会生活，使读者感到经
典就“活”在身边。

作为全国首套传统文化教师读
本，为方便教师使用，《中华传统文化
经典教师读本》设置了“怎么学”和“怎
么教”栏目，如“教学引导”“释疑解惑”

“成语探源”“思考辨析”“知识扩展”
“生活实践”等。这套书出版后，受到
各地学校的欢迎。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诵读》是与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教师读本》配套使
用的学生用书。图书市场上，传统文
化类的学生读本众多，为什么还要出
版这套丛书？济南出版社总编辑孙凤
文说：“确实如此，但这类出版物有平
原没有高峰的现象凸显，为孩子选哪
个读本好成了老师和家长的难题。为
此，我社传统文化教育推广中心在出
版了《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教师读本》
后 ，又 推 出《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经 典 诵
读》。”据介绍，这套丛书的最大特点是
大字本，加注汉语拼音，这为孩子们诵
读带来了很大方便。

出版座谈会后，还举行了“大中小
学一体化推进国学经典教育论坛”，就
如何准确把握中华经典文化的教化之
道，以及大中小学推进国学经典教育
的可行性进行了研讨，分享了“济宁经
验”“汉阴模式”“河东方案”“劲松嘉禾
四时课程”等来自不同地区的推行国
学经典教育经验。国学教育要回归常
识、回到经典成为与会者的共识。

国学教育：回归常识 回到经典
本报记者 王珺

“我的书又重又厚/书页对于
我/像一张张面孔/沉思时，神情
严肃/读着它们，时光便在我身
边/淤积、滞留⋯⋯”（里尔克
《阅读者》）

时间如书页翻过，走到一年
的结尾就像读到一本书的最后一
页，不忍掩卷，不忍说再见。那
就写一篇读后感，作为与一本书
的告别；然后，用读过的好书写
一份年终总结，盘点一年来自己

精神的长进，思想的丰盈。
“中国教育报2016年度教师

喜爱的 100 本书评选”即日启
动，请您制作一份自己的书单与
我们分享，参与我们的好书评
选。

“教师喜爱的 100 本书评
选”是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的品
牌活动，在读者中具有良好的口
碑，评选出的好书榜单已成为读
者选书、出版社出书的重要参
考。

本评选凸显教师视角，旨在
通过教育工作者、专家、读书版
编辑参与的评选，对2016年出
版的图书进行检阅，遴选出真正
受教师读者欢迎的优秀图书。

现请您选出10种您在2016
年读到的好书（限2015年10月
至2016年12月出版的图书），注
明：书名、作者、出版社，每本
书可附 200 字内推荐语，发至
dushuzhoukan@163.com，邮件主
题请标明“我的2016书单”，截
止日期：2016年12月16日。

为增强互动性，我们的微信
公众号同期开启“我的2016书
单”栏目，您在将书单发送指定
邮箱的同时，还可以扫描以下二

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中教文化
乐读”，填写您想分享的书单，
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通讯地
址、邮编、电话），我们将为前
100名参与者赠送优秀图书作为
奖励。

“教师喜爱的 100 本书评
选”由本报文化副刊中心主办，
已成功举办四届。依据教育理
论、教师专业成长、教育管理、
教育心理、文史哲经、家庭教
育、青少年读物的分类，由教师
代表、专家、书评人、读书版编
辑组成评委，评出教师喜爱的
100 本书；之后，参考读者推
荐，由评委投票评出TOP10。为
鼓励出版社出版更多优秀的少儿
读物，自2013年开始，本评选
增设“教师推荐的十大童书”奖
项。本届评选结果将于2016年
12月底揭晓。

本报读书周刊启

“中国教育报2016年度教师喜爱的100本书评选”启动

用读过的好书写一份年终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