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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书 点 亮 智 慧 阅 读 陪 伴 成 长

读书周刊

最新书事

在我国西汉，小孩子要读《论语》
和《孝经》两本书，后来《孝经》的地
位有些跌落，但《论语》一直是古人的
主要读物。有学者说，若问哪本书对
中国人影响最大，当数《论语》。有很
长时间中国人是不读《论语》的，因为
人们要建立所谓“新道德”。可是当
今老百姓还是想读《论语》。

《论语》与人格培育

《论语》看似简单，其实有许多
的难题。有一些难题属于语言层面
的，有些属于义理层面的理解问题。

属于语言层面的问题，如《卫灵
公》篇：“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
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这段
文字看不懂什么意思，可能是上下
文缺失，或者是有文字记录上的错
误。这类问题还有一些。

属于义理层面的理解问题，如
《颜渊》篇：“颜渊问仁。子曰：‘克己
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
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
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其中
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看
字面没有问题，可是若从意思上理
解，就很困难。颜渊问老师怎样做才
是仁者，孔子答以“一日克己复礼”云
云。其实，这句话放在任何一个人身
上，都是不通的。颜渊是贫寒之人，
他一个人在家里“克己复礼”，如何就
可以令“天下归仁”？要真正讲通顺，
就得给这段话加些条件句。孔子办
学，是想造就君子，然后再由这些君
子去改造社会。据此，要加的条件句
是：倘若将来你做了领导者，做了单
位一把手，你一日克己复礼，在你领
导的世界，人们都跟你走。

又如《宪问》篇：“子曰：君子而
不 仁 者 有 矣 夫 ，未 有 小 人 而 仁 者
也。”“君子”和“小人”两个词的意
思，在春秋后期正在发生变化。之
前，“小人”指小民、芸芸众生；“君
子”则是指有身份的，统治者、贵族
称君子，女子称自己的男人，也就是
家长，也称“君子”。可是，到了春秋
即孔子生活的时代，“君子”有了新
的意思，即有德者称“君子”，无德、
没出息的称“小人”。

假如把“君子”“小人”理解为有
德、无德之别，这句话的意思是：“有
德行的人已经有不仁的了，从没有
无德、没出息的人可以行仁道。”简
直逻辑混乱，难以成立。那么，只有
一种可能——“君子”“小人”指身份
地位而言。如此，这句话的意思是：

“有尊贵身份的人已经不行仁道了，
从未有无权无位的人可以推行仁
道。”这句话弄清楚，对理解《论语》
中的“仁”至为关键。孔子对谁谈

“仁”？这与孔子当时所面对的问题
有关，世界大乱谁造成的？孔子认
为，是“君子”，即那些贵族、有身份
地位的人，他们放弃仁道，才是大乱
之源。于是孔子一生的努力，也就
清楚了，他要用最经济的方式改善
社会状况，他想给老贵族注入仁道

的强心剂，让他们“仁”起来，率领天
下人“归仁”。这涉及解答一个思想
家在思什么的大问题。要了解一个
思想家想什么，得顺着他的眼光去
看，例如孔子对当时世界的理解，即
他看到社会问题的根源是“君子不
仁”，所以他一辈子的努力，也很大部
分放在改造“君子”品格上。另外，孔
子在《论语》中从来没有把“仁”“义”
两个并谈过，谈“仁”，如“人而不仁如
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是将“仁”
与“礼、乐”对着谈的。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就是
《论语》不简单的地方。

有趣的《论语》

《论语》中有个人与孔子关系特
殊，总挨老师的骂。这个人就是子
路。《论语·先进》篇：“闵子侍侧，訚
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
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
其死然。’”“訚訚如也”是谨慎、有礼
节、有尺度。“行行如也”是刚强的样
子。《论语》说孔子非常高兴，却突然
冒了一句：子路将来不得好死。这
话说得多重！

还有，也是《先进》篇：“子曰：由
之瑟，奚为于丘之门？”意思是：子路
的瑟怎么跑到我孔丘家来弹呢？于
是，“门人不敬子路”。但是孔子却
说：“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意
思 是 ，子 路 的 学 问 已 经 很 有 程 度
了。言外之意：我揶揄他可以，你们
却不行。实际子路的修行，孔子是
赞美的，说他：“衣敝缊袍，与衣狐貉
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说穿着
个破棉袄，跟穿着裘皮大衣的站在
一起，不觉得惭愧，这就是子路啊！
不是假装不惭愧，是内心真觉得自
己穿得差没什么。子路为人，能做
到这一点很不易。这叫什么？这叫
作脱俗！我们在红尘中滚的人，脱
俗，太不易了。人能脱俗，是需要教
育、启发，需要趣味培育的；一个人
趣味高了，人格才能高。我们做老
师的，教人家小孩子，应在趣味培育
上下大功夫，趣味高了，品格才高。

孔子总骂子路，还爱跟他开玩
笑。《公冶长》篇：“子曰：道不行，乘
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说我这
个人在大陆上行不了道了，我要到
海上去，能跟从我的，只有子路吧？
子路听了以后特别高兴，但是孔子
接着来了一句：“由也，好勇过我，无
所取材。”说我好勇，子路比我还好
勇 。 所 以 ，我 从 他 那 里 得 不 到 帮
助。言外之意，我可不带他去。这
是玩笑话，然而“好勇过我”几个字，
却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孔
子与子路两个人在气性上的相通。

《论 语》中 孔 子 承 认 自 己“ 好
勇”。勇，最朴素的说法是胆子大，有
勇气、敢承担。经过修炼，可以有

“勇”，但“勇”，也可以是生命气质本
有的。孔子说子路“好勇”，是说他天
生的天不怕、地不怕。像孔子这样的
人，一个“吾少也贱”的人，却要以

“仁”道解救昏乱世界，若是天生懦弱
的人，又怎么可能？所以，孔子看子

路，总会有莫名的亲切劲儿，可孔夫
子毕竟是有大修为的人，对子路身上
的一些恶习，又是希望他改掉的，所
以才爱跟子路开玩笑，甚至老是骂
他。俗话说，“打是亲，骂是爱”，正可
以形容孔夫子与子路的特殊关系。

还有，像颜渊与孔子的关系，则
是另一副模样。《论语·雍也》篇：“子
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
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
乐。贤哉！回也。”在《述而》篇，孔
子说自己：“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
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很明显，孔子与颜渊
两个人，是志趣上的相通。志趣上
相通，叫作志同道合，这样的人会互
相尊重。这是《论语》中另一种师生
关系，是另一种情调。

还有一位子贡。“子曰：回也其庶
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
则屡中。”（《论语·先进》）孔门中出了
一个很奇特的人，就是子贡。用今天
的话讲，他可以上福布斯富人榜。春
秋战国时期的巨商，家有上亿的财
富。大概孔子活着的时候，子贡就表
现出了超群的经济天才。所以，孔子
感慨：颜回这个人学道学得差不多
了，可老是受穷，生活拮据，但是子
贡，却是“不受命而货殖”。“不受命”
有两种解释，一是不甘穷困，一是没
有经过政府任命，就去经商。“亿”就
是揣测、猜测。他猜什么赚钱，什么
就赚钱。颜渊就不行。有一个笑话
说，一个人做买卖，卖羊，猪贵；卖猪，
羊贵；全卖，骆驼贵。这大概就是颜
渊在经济方面的苦命吧。这些，都是

《论语》有趣的地方，简洁的言语之
中，有着特定的生命情调。讲《论
语》，就应该先讲这些情调。

有益人生的《论语》

《论语》有益人生，自不待言。
以下是我粗浅的理解。

其一，消除我们身上的戾气。最
近流行一句笑谈：“不是老人变坏
了，而是坏人变老了。”例如中央电
视台报道，郑州一个老人上了公交
车以后，见小青年不给他让座，上来
就开打，一共扇了四个耳光，扇得小
青年落荒而逃。逃了也就对了，因
为老人还有下一步：心脏病突发，没
了。你要说这些老人真是“坏人”，
我不相信。那他们的表现是什么？
回答是：戾气。戾气，其实就是由坏
脾气导致的不好的行为，例如扇人
家耳光等。其实，《论语》中早有言
论涉及戾气的消除。请看《论语·颜
渊》篇：“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

‘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
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
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
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这
段对话中与“戾气”相关的，就是“一
朝之忿”那几句。一言不合，又骂又
打，其实就是戾气作怪，是不修身的
恶果。这就是《论语》在今天的价值。

其二，学习恕道可以强大我们
的内心。《论语·里仁》篇：“子曰：‘参
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
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一
次是孔子说自己一生坚守的情操，
是“忠恕”并提的。还有一次，见于

《卫灵公》篇：“子贡问曰：‘有一言而
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
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次
是单说一个“恕”字，可见其重要了。

大家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是讲“仁”的，孔子在对子贡谈

“恕”时，居然说了“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这意味着“恕”道与“仁”道
有密切关联。就是说，一个人能不
能在生活中显示“仁者”的风范，要
看你是否能做到“恕”。那么“恕”是
什么？所谓“恕”，就是宽容别人，遇
事能替对方想想，当别人做了对不
起你的事时，先不要动气发怒，先替

对方找找理由。这方面古代生动的
例子就是《史记·管晏列传》中的管
仲与鲍叔牙的故事：管仲年轻时与
鲍叔牙一起做买卖，分钱时管仲悄
悄往自己兜里多拿，鲍叔牙不以为
意，说这是因为管仲家里穷。两人
一起去打仗，一开打，管仲自己先跑
了，鲍叔牙仍然不以为意，说这是因
管仲家里有老母要养，等等。总之，
管仲有一百个错，鲍叔牙有一百零
一个原谅。所以，管仲说，生我者，
父母也，知我者，鲍叔也。司马迁又
说：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
知人也。过去看《史记》管仲与鲍叔
牙的事，认为是突出友谊，我倒觉得
鲍叔牙之德，正是儒家“恕”的好例
子。鲍叔牙原谅管仲，不就是替管
仲的一些做法找理由吗？

其三，《论语》的一些智慧，需要
在生活中慢慢体会。《论语·雍也》篇
有一句话：“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
而免。”人活着靠正派，歪着活，也可
以活下去，但那只是侥幸逃脱。这句
话，过去自以为懂了，若干年前有个
三鹿奶粉厂出了问题，就我个人而
言，才真正对这句话有了切实的理
解。当时往奶粉里放三聚氰胺的不
止三鹿一家，但别人是往奶粉里放三
聚氰胺，它是往三聚氰胺里放奶粉。
出了事以后，有一些朋友就说，没事，
大家都放。可是，这实在不是三鹿奶
粉厂不受法律惩治的理由，“人之生
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世界上的许
多事就是这样，你放了三聚氰胺没
有？放了，就抓你，你罪有应得。这
时候，你攀扯不了别人，世界上总会
有人“罔之生也幸而免”，糟糕的是，

“幸而免”的不是你。这话，实际教育
人们，做人踏实，才是最稳妥的。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本文根
据作者在本报与商务印书馆联合举
办的 2017 阅读论坛上的主旨演讲
整理）

经典阅读与人格成长
——以读《论语》为例

李山

读家讲堂

本报讯 （记者 王珺）
日前，新京报书评周刊举办

“有时”论坛，以“陪孩子在爱
中成长”为主题探讨亲子共
读。论坛将这个时代我们能
给孩子的“爱”具体化为不同
的问题，邀请童书作家、独立
教师、童书出版人、创新教育
实践者给予回应。如，在教育
内容与产品层面，如何为孩子
甄选最有价值的书？在这个
多元媒体盛产娱乐化内容的
时代，今天的孩子从手机、网
络电台中是否能得到专属于
儿童的优质内容？在亲子教

育实践层面，家长如何在亲
子共读中尊重孩子，并与孩
子一起认识这个世界？

在现场两场圆桌会议
上，郝景芳、李一诺、蔡朝阳、
粲然、王凯、陈赛等，围绕“做
真正好的创造力教育”“孩子
教给我的那些事儿”“在童书
中和孩子聊生死”“儿童阅读
的阶梯与共读方法”等主题
与听者分享自己的实践和思
考。论坛主办方表示，无论
是孩子的明天，还是我们正
在创造的当下，都是我们所
期待的“有时”。

“有时”论坛探讨亲子共读

国学发热，谈国学者更热，不过
何为国学，谈国学者自己都未必清晰。

国学，一国故有之学问，这个学
问当然是中国的，但国学这个词自
身是舶来品。国学是在西学强势冲
击下，晚清维新人士开始检点中国
旧学家底，力图再造新的富有活力
的文化样式的尝试，以期增强中华
民族更广泛的认同和凝聚力。没有
西学，谈不上国学。早期谈国学者
多数是留日的维新人士，多数对西
学是有一定了解的。例如我们绕不
开的国学宗师章太炎、梁启超、王国
维、陈寅恪。章太炎学日语、梵文，
梁启超学日语、英语，王国维学日
语、英语、德语，陈寅恪通多少外语
已经成为传说。

谈国学不可以直接从《弟子规》
《千字文》等明清封建专制最酷时代
的蒙学开始。我们必须对晚清民国
诸国学宗师们既有成就接着讲，必
须正面回答鲁迅、陈独秀、胡适们的
批评性意见，否则难以除去国学的
妖气和投机性质。国学要解决的问

题仍是眼下的现实问题，并不是钻
故纸堆，返回那种不阴不阳的所谓
跪拜大礼和诵读大会。所以没有现
代的问题意识和传统士人的担当精
神，谈不上国学。

国学是有传承的，有脉络的，所
谓“大家”就是处于这个文脉上的大
学者，所以要讲话有根据，学术出成
果，必须看看一百年来的国学业绩。
这是我们必须读大家作品的原因。

当然诸位谈国学者有些为难
了，读章太炎读王国维，未必比读柏
拉图读福柯更为容易。文言文比英
文也未必更容易理解。我们若真的
坐不下来读那些浩瀚的大著，那些
大家的小书，起码还是要读读的。
所以我推荐“大家小书”。

“大家小书”编委瞿林东说，大
家小书的价值，可以从三个方面去
认识它：第一，很多大家是已经过世
的前辈学者，通过读大家小书，在一
定的意义上就可以和前辈那些杰出
的学者对话（大家小书的导读多是
今天的专业人士专门写就，既是为

读者提撕一些阅读的向度，也体现
了当代学人和老一辈学人的对话）；
第二，“大家小书”可以让我们用比
较短的时间就了解那些大家的学
养、知识和见解，这对我们自身的提
高是非常重要的，从文化的遗产和
创造来看，也非常重要；第三，这些
小书仍然是大家写的，对今天学界
过分地追求“大”是一个很好的补
充，甚至于是一种调剂，看过“大家
小书”就能认识到，真正的学问，用
小书也是可以表现出来的，甚至于
小书会有更强的生命力，这对端正
学风是很重要的。

大家小书，顾名思义，就是从章
太炎、梁启超以降等大家写给普通
读者阅读的小册子，强调知识性、趣
味性和方便阅读的特性。在袁行
霈、白化文、楼宇烈、王宁、瞿林东等
先 生 们 的 支 持 下 ，北 京 出 版 社 自
2002 年首辑出版以来 15 年了，至今
品种达到120余种，是目前国学普及
类体量最大的丛书。这是一套开放
性的丛书，过去偏重文史，今天包含

哲学、艺术、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
等更为广泛的学科。2015年全品种
入选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首
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
及图书名单”，其中《苏辛词说》荣膺
中 国 图 书 评 论 学 会“2015 中 国 好
书”；2016年大家小书系列获誉中国
出版协会“2016 年度中国 30 本好
书 ”。《中 国 古 代 建 筑 概 说》荣 膺

“2016中国好书”。
“大家小书”编委之一、北大哲

学系教授楼宇烈先生说：“大道至
简，真理平凡，要能够至简地把大道
理说出来。这一百多本小书很有意
义，是百年来的学术成果，有一些是
总结性的、阶段性的，也有一些是开
创性的，开创一个新的领域，而且也
体现了我们文化的样式。”“大家小
书”编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先
生说：“这套书不仅仅追求一个大家
和追求一个小书，同时有很多非常
适应现代的追求。今天是知识爆炸
的时代，很多的知识是零散、碎片式
的，时下很多文章和图书在模仿、传

抄、改编那些源于大家的东西、经典
的东西，与其花很多时间读那些‘二
手’资料，我们急需知识，何妨来读
读大家原作呢？”王宁先生还特别强
调“大家小书”的语言运用。她说：

“几乎每一本书语言运用都非常好，
这是对华而不实的文风、对生搬硬
套西方那些让人看不懂的文风的挑
战。”

读一些“大家小书”，再回头谈
国学，一定会更有底气；至少你会知
道哪些是假国学名义的投机和顺口
胡说。国学教育，是以国学为资源
的现代人性化的素质教育。其支柱
是汉字、汉语，门径是版本目录学和
版本辨伪等学问，方法仍然是影响
和接受研究与平行和阐发研究的比
较的方法。国学，首先是学。学，而
后有国学。多读多想，求实践中的
证道。学是人在学，当代人在学，学
的目的是让当代人负起当代人应尽
的责任来，让当代人有处理当代事
务的智慧。所以，不针对当代问题，
谈不上国学。

大家小书，传统文化血脉之书
高立志

报眼态度

不久前，同事邵老师做
了题为《回归教育传统，建设
本色语文》的讲座。两个小时，
邵老师引经据典，妙语连珠，
把听讲的教师都给征服了。
有教师感叹：句句有出处，字
字有来历。

平常时候，总喜欢和邵
老师坐在一起叙话，天南海
北任意西东。如果正好有安
老师的加入，那就热闹了，三
个男人一台戏，肯定是精彩
纷呈，高潮跌宕。记得有次
在演艺学院，我们就这样，从
早到晚，聊了一天，临下班，
依然是情味无尽，流连忘返。

何以至此，那是因为我
们仨都算是读书人，而对于
真正的读书人来说，阅读本
就有大致相同的趋向。我们
聊得欢，正是因为我们彼此
接近的阅读里，藏着共有的

“灵魂密码”。
邵老师在朋友圈晒自己

的阅读，有人说他的阅读“冷
而避俗”，可在这次讲座中，
我们看他引述的这些书和
文，应该是一个文史爱好者
或者说是一个教育者基本的
阅读内容吧，不信你看看他
征引的这些材料来源：《论
语》《孟子》《礼记·学记》《荀
子》《汉书·艺文志》《诫子书》

《颜氏家训》《朱子语类辑略》
《焚书·童心说》⋯⋯

作为一名文科教师，或
者说学过教育史的人，这些书
应该不算陌生，理论上都是应
该读读，不夸张地说，这些都
算得上教育学上的经典论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
偏好，有自己的学科专攻，这
是不错的，但现在很多人以
此作为不能和别人分享的理
由，其中的原因，要么是他们
根本不读书，要么是他们没
有真正的经典阅读。

钱钟书参观美国国会图
书馆，管理员因其藏书丰富
而骄傲，同去参观的人也无
不为之惊叹，只有钱钟书一
个人默不作声。问及钱先生
有何观感，他说：“我也充满
了惊奇，惊奇世界上有那么
多我所不要看的书！”

有朋友感叹：真的也读
了不少书，但扪心自省，发现
自己既没有练就阅读的“功
力”，更没有感觉收获满满。
我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在于：无良阅读耗散了我
们的太多时间和精力，我们
没有真正触及阅读的内核。

看老一辈学人的回忆录，心
生无限感慨：那时候的生活
很艰难，得到书也不容易，但
只要想读书，都能受到不错
的阅读引领和指导，其中一
个重要的秘诀就是对“元典”
阅读的重视。

经史子集，古今中外，看
似汗牛充栋，但真正需要阅读
的并不多，也不能多。就中华
传统文化而言，享有“元典”之
尊 的 其 实 很 有 限 ：儒 家 的

“五经”和《论语》《孟子》及《荀
子》，道家的老庄，墨家的《墨
子》，法家的《韩非子》等，史家
的前四史和通鉴⋯⋯如此而
已。这些元典中的任何一部，
注家何止千万，有限的时间和
精力，绝不能遍览，那就读读
这些有限的“元典”吧，毕竟，

《道德经》五千言，《论语》一万
多字，《史记》130 篇，也不过
52万字而已，细细读，也耗不
了多长时间。

外国人的东西，也是这
样。譬如，苏霍姆林斯基的书
很多，如果时间和精力不充
裕，不如就读读《给教师的建
议》，教育科学出版社，杜殿坤
译本，明白如话，流畅易读。

当然，很多中外的“元
典”，阅读起来并不容易，尤
其是起步阶段。有段时间我
和孩子们学习《史记选读》，
孩 子 们 嗷 嗷 直 叫 ，苦 不 堪
言。他们宁愿我搞一家讲
坛，说故事，就是怕自己阅
读。其实何止是孩子，我们
教育者自身也没有跨过这道
坎儿。这些年，给各地制定
高考模拟试题，如果文言文
阅读文本没有配给译文，就
会遭到很多教师的谴责。这
种现象难道不令人担忧吗？

作为教育者，真的需要
“啃”点难懂的元典。要知
道，如果没有阅读元典的经
历，我们的阅读永远只能停
留在一个极低的层次，只能
看别人翻译、改写甚至戏说
的东西。这样的阅读就像鸠
摩罗什所说：“嚼饭与人，非
徒失味，乃令人呕哕也。”

元典的意义就在于，其
直指宇宙生命、人世百态等
根本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既立足现实又能超越时代，
具有永恒和普遍的价值。因
此，唯有元典阅读，我们的交
流才能寻求到更多的“灵魂
密码”。

（作者系蒲公英评论特
约评论员）

“啃”点元典
吴贤友

书海观潮

本报讯 （伊湄）近日，
教育家杨献珍的后代向国
家图书馆无偿捐赠杨献珍
所撰《党与阶级(群众)的关
系》等手稿共计 126 种 126
册叶。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
进接受捐赠并向捐赠者颁发
捐赠证书。

杨献珍，原名杨奎廷，是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家、理论家、教育家，著有《论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
质》《什么是唯物主义》《论党
性》《我的哲学“罪案”》等。
本次捐赠的杨献珍手稿包括
其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
稿、札记，与党校教学有关的

讲稿、资料等。其中包括大
量从未公开发表的珍贵手
稿。这批珍贵文献集中反映
了作者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思想体系和坚持真理、实事
求是的共产主义信念，也折
射了作者的坎坷命运与当代
中国哲学的发展曲折，兼具
史料价值与文献价值。

韩永进表示，国家图书
馆名家手稿文库自1954年正
式创立以来，收藏了马克思、恩
格斯、詹天佑、梁启超、王国维、
胡适、茅盾、巴金、闻一多等众
多名家手稿，国图将进一步
挖掘其内在价值，服务社会，
同时保护传承好这些文献。

教育家杨献珍手稿入藏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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