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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阅读与大学人生成长

履枣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谢狂飞

韩愈在其经典名篇《师说》中这样写道：“古之

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

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

解矣。” 人生其实有看得见的老师和看不见的老

师，看得见的老师是我们熟悉的，而看不见的老师

就是那些默默守望着我们安身立命的精神故乡

并一直在等待着我们去走进他们心灵的好书。

“A good book is the best of friends”，一

本真正的好书，就是一个人一生中可以始终陪

伴着自己的良师益友。因此，读一本好书，就是

和一个高尚的灵魂对话，经由这样的一种心灵

深度的对话，我们不断让自己的人生境界从冯

友兰先生所说的“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超越到

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有学者指出，读书和做人其实是无法分开

的， 换言之，读书和做人二者的关系就是生命的

学问和学问的生命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

读一本好书，就是读出其中让人心向往之

的生命与生命境界，而只有融入自己生命真诚

真挚的情感，才能体会好书中所承载的高尚灵

魂。

读书是可以变化生命气质和提升生命境界

的。 越是在日益匆忙而碎片化的时代，越是需

要一种沉浸于其中的对于好书的生命的阅读，

才能守望精神的乡愁和心灵的家园。

改变并影响人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就是：你所

遇到过的人（the people you meet）和你所读过的

书（the books you read），因此，自己作为一名老

师，感觉最幸福的事情当中有两件：一是自己热

爱读好书，二是帮助学生从年轻的时候爱上读

好书。因为，即使是最好的课堂也终将成为学生

心中的美好的记忆，而这些好书和这些好书在

周敦颐“文所以载道也”意义上所承载的生命的

智慧却可以因为学生的阅读而时刻陪伴在他们

的身边，并且时时刻刻照亮和温暖他们的人生。

经典阅读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人文化成

意义的心灵境界的升华和超越。《易经·贲卦·彖

传》上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

份沉浸式的浸润于心的好书阅读的心路历程的

本身就能起到一种如杜甫在其名作《春夜喜雨》

中所说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

夜，润物细无声”的不言之教的最好的修身养性

与育人树德的教育效果。

读好书或读各种人文经典， 其最终指向就

是：阅读生命，学以成人。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当中，马克思

说过：“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845年春， 马克

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又进一步强调：“人

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

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读书，从来就不是为了读书本身，读书的本

质是一种凝聚智慧的学习方式， 尽管读书本身

不是唯一的学习的方式，因为，我们除了读万卷

书，还要行万里路乃至于还要阅人无数，但毋庸

置疑，读书，读好书，是一种重要的学以成人和

学以成德的方式。

读书是为了使人作为一个人而成为一个真

正的完整的人，通常来说，就是“学以成人”，而

成人的前提和根本是成德， 因此我们常说立德

树人。

读《论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大家非常熟

悉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

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在儒家伦理的视野中，

“学”的本质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生活方式或

道德实践方式。因此，孔子感概：“德之不修，学

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论语·述而篇》）

学，首先要成就自身意义上的好的美德，因

此，孔子强调“古之学者为己”（《论语·宪问》）。

儒学经典《大学》开篇第一句也特别强调，在追

寻美德的路上，要做到“止于至善”。在做到了个

体意义上的美德完善后， 要将这种美德做到扩

而充之，推而广之，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

王上》），乃至于要经由一种“不怨天，不尤人，下

学而上达”。（《论语·宪问》） 的美德之超越路径

达到如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生命境界和仁

者担当。基于生命学问的持之以恒的“学”是实

现人从现实意义上的实然状态向道德境界意义

上的应然状态的超越的关键之一。

与我们非常熟悉的韩愈所说的“书山有路

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相反，儒家之学指向

的是一种生命深层次的幸福和喜悦。 孔子说：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

语·雍也》），同时孔子还告诉我们如何保持生命

的年轻的方法，“其为人也， 发愤忘食， 乐以忘

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王艮则

以一种相对直抒胸臆的方式表达了儒家伦理视

野下的“学”与“乐”的关系：“乐是乐此学，学是

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

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呜呼！天下之乐，

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

读书，读好书，读经典的书，是一种非常好

的涵养美德和君子人格的方法。王阳明在《尊经

阁记》 对于何谓经典有这样一个脍炙人口的说

法：“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

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

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

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经典中承载着带有永恒启示意义的生命与生活

的智慧，常读常新，是人生中时刻可以依靠的良

师益友。

意大利文学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

一书中说：一、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

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

二、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

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

Let us remember. One great book， can

change your life for better. 一本相见恨晚的好

书，也许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加美好。最后，以

朱熹著名的一首诗《观书有感》 作为本文的结

尾：“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

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司马光论“德”

履枣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卫婷

《资治通鉴》是北宋时期司马光主编的我国

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并称

为中国古代史学两大巨擘，彪炳千秋。它以时间为

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

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

征淮南止，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其内容以政

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

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

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于叙事外，还选

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

写了史论118篇，本文即选取其中一论，来说明司

马光的人才观和对道德的认识。

《资治通鉴》首先就写了韩赵魏三家分晋，以

显示礼仪制度的崩坏。但三家分晋之前，晋国

之中最强的大夫是智伯（瑶）。司马光就是通过

智伯的灭亡来阐释德与才的关系的。

智宣子打算以智瑶为继承人， 族人智果

说：“不如选智宵。智瑶虽然才智超群，高大英

俊，文武双全，能言善辩又坚毅果敢，但心性却

很不仁厚。如果他以才智来制服别人而做不仁

不义的恶事，谁会让他继续在高位？要是真的

立智瑶为继承人，那么智氏宗族一定会灭亡。”

智宣子置之不理。智果便向太史请求脱离智族

姓氏，另立为辅氏。

等到智宣子去世，智襄子（智瑶）当政，他

与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饮宴，席间智伯戏弄

韩康子，又侮辱他的家相段规。智瑶的家臣智

国听说此事， 就告诫说：“主公您不谨慎提防，

灾祸就会来了！” 智瑶说：“人的生死灾祸都取

决于我。 我不给他们降临灾祸， 谁敢兴风作

浪！”智国又说：“这话可不妥。《夏书》中说：‘一

个人屡次三番犯错误， 结下的仇怨岂在明处，

应该在它没有表现时就提防。’ 贤德的人能够

谨慎地处理小事，所以不会招致大祸。现在主

公一次宴会就开罪了人家的主君和臣相，又不

戒备，认为他们不敢兴风作浪。蚊子、蚂蚁、蜜

蜂、蝎子，都能害人，何况是国君、国相呢！”智

瑶不听。

智伯向韩康子要地，韩康子想不给。段规

说：“智伯贪财好利，又刚愎自用，如果不给，一

定讨伐我们，不如先给他。他拿到地更加狂妄，

一定又会向别人索要，别人不给，他必定向人

动武用兵，这样我们就可以免于祸患而伺机行

动了。”韩康子说：“好主意。”便派了使臣去送

上有万户居民的领地。智伯大喜，果然又向魏

桓子提出索地要求，魏桓子想不给。家相任章

问：“为什么不给呢？” 魏桓子说：“无缘无故来

要地，所以不给。”任章说：“无缘无故强索他人

领地，一定会引起其他大夫的警惧；我们给智伯

土地，他一定会骄傲。他骄傲而轻敌，我们警惧

而互相亲善； 用精诚团结之兵来对付狂妄轻敌

之人，智氏命运一定不会长久了。《周书》说：‘要

打败敌人，必须暂时听从他；要夺取敌人利益，

必须先给他一些好处。’主公不如先答应智伯的

要求，让他骄傲自大，然后我们可以选择盟友共

同图谋， 又何必单独把我们作智氏的靶子呢！”

魏桓子说：“对。” 也交给智伯一个有万户的封

地。

智伯又向赵襄子要蔡和皋狼两个地方。赵

襄子拒绝。智伯勃然大怒，率领韩、魏两家甲兵

前去攻打赵家。赵襄子逃到晋阳。智瑶、韩康子、

魏桓子三家围住晋阳，引水灌城。城墙只差六尺

没有被淹没，城内锅灶都被泡塌，青蛙孳生，但

人民仍是没有背叛之意。智伯巡视水势，魏桓子

为他驾车，韩康子骖乘护卫，智伯得意地说：“我

现在才知道水可以让人亡国啊！”魏桓子用胳膊

肘碰了一下韩康子， 韩康子也踩了一下魏桓子

的脚，因为汾水可以灌魏国都城安邑，绛水也可

以灌韩国都城平阳。谋士絺疵对智伯说：“韩、魏

两家肯定会反叛。”智伯问：“你怎么知道的？”絺

疵说：“以人之常情而论。我们调集韩、魏两家的

军队来围攻赵家，赵家覆亡，下次灾难一定是连

及韩、魏两家了。现在我们约定灭掉赵家后三分

其地，晋阳城仅差六尺就被水淹没，城内宰马为

食，破城已是指日可待。然而韩康子、魏桓子没

有高兴的心情，反倒面有忧色，这不是必反又是

什么？”第二天，智伯把絺疵的话告诉了韩、魏二

人，二人说：“这一定是离间小人想为赵家游说，

让主公您怀疑我们韩、 魏两家而放松对赵家的

进攻。 我们两家干嘛放着马上就分到手的赵家

田土不要， 而要去干那危险必不可成的事呢？”

两人出去， 絺疵进来说：“主公为什么把臣下的

话告诉他们呢？”智伯惊奇地反问：“你怎么知道

的？”絺疵说：“我见他们很凝重地看我并小步匆

忙离去， 因为他们知道我看穿了他们的心思。”

智瑶不以为意。 于是絺疵为避祸请求让他出使

齐国。

赵襄子派张孟谈秘密出城来见韩、魏二人，

说：“我听说唇亡齿寒，现在智伯率领韩、魏两家

来围攻赵家，赵家灭亡就该轮到韩、魏了。”韩康

子、魏桓子也说：“我们心里也知道会这样，只怕

事情还未办好而计谋先泄露出去， 就会马上大

祸临头。” 张孟谈又说：“计谋出自二位主公之

口，进入我一人耳朵，有何妨碍呢？”于是两人秘

密地与张孟谈商议， 约好起事日期后送他回城

了。夜里，赵襄子派人杀掉智军守堤官吏，使大

水反灌智伯军营。智军为救水淹而大乱，韩、魏

两军乘机从两翼夹击， 赵襄子率士兵从正面迎

头痛击，大败智军，杀死智伯，又将智家族人尽

行诛灭。只有辅果得以幸免。

司马光论曰：“智伯的灭亡， 在于才智胜过

德行。”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

往分不清， 一概而论之曰贤明， 于是就看错了

人。所谓才，是指聪明、明察、坚强、果毅；所谓

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辅助；

德，是才的统帅。云梦的竹子，天下都称为刚劲，

然而如果不矫正揉弯，末端配上羽毛，就不能作

为利箭穿透硬物。棠溪出产的铜材，天下都称为

精利，然而如果不经熔烧铸造，不锻打出锋，就

不能作为兵器击穿硬甲。所以，德才兼备称之为

圣人；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

子；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挑选人才的方法，如

果找不到圣人、君子而委任，与其得到小人，不

如得到愚人。原因何在？因为君子持有才干把它

用到善事上；而小人持有才干用来作恶。持有才

干作善事，能处处行善；而凭借才干作恶，就无

恶不作了。愚人尽管想作恶，因为智慧不济，气

力不胜任，好像小狗扑人，人还能制服它。而小

人既有足够的阴谋诡计来发挥邪恶， 又有足够

的力量来逞凶施暴，就如恶虎生翼，他的危害那

就大得多了！有德的人令人尊敬，有才的人使人

喜爱；对喜爱的人容易宠信专任，对尊敬的人容

易疏远， 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

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

臣奸佞， 家族的败家浪子， 因为才有余而德不

足，导致家国覆亡的多了，又何止智瑶呢！所以

治国治家者如果能审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

准，知道选择的先后，又何必担心失去人才呢！

（改编自北宋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卷一

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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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

说过：“教过我的老

师很多， 至今我都

能记得他们的样

子， 他们教给我知

识、 教给我做人的

道理， 让我受益无

穷。”“一个人遇到好

老师是人生的幸

运， 一个学校拥有

好老师是学校的光

荣， 一个民族源源

不断涌现出一批又

一批好老师则是民

族的希望。”

一堂好课一定

是来自于一个心怀

大爱和教育智慧的

好老师， 而一个好

老师就是习近平总

书记所说的是能够

“塑造学生品格、品

行、品味的大先生”。

何谓大先生之“大”？我认为，它最

深刻的伦理意蕴就是一种大的教育情

怀和使命。何谓先生？范仲淹在《严先生

祠堂记》里是这样来礼赞前贤的：“云山

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孟子说过：“颂其诗，读其书，不知

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读一本

好书， 就是要读出一个鲜活的生命；一

堂好课，是能够唤醒或鼓舞很多年轻的

生命的。因此，《易经·系辞》说：“鼓之舞

之以尽神”；因此，作为“万世师表”的伟

大的教育家孔子会不遗余力地连续赞

叹他年轻的学生颜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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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雍也篇》）

有学者是这样评价庄子的：“眼极

冷， 心肠极热”， 其实， 要上好一堂好

课，也是需要有儒家仁者爱人的道德情

感的人文关怀和基于思辨理性的逻辑

力量的结合的，这也就是《易经·系辞上》

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的教育智慧。”

因此，在我看来，要上好一堂好课，

需要具备“3h”原则。

首先，一堂好课是来自于老师内心

的“heart”， 即一颗满怀大爱之心的爱

“心”，心怀大爱做教育，心怀大爱做好教

书育人的每一个细节。

其次，一堂好课，需要有基于课程

自身规律的严密严谨的逻辑和理性，也

就是英文中的“head”，也就是基于孔子

所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的思考的力量。

最后，就是“hand”，也就是我们通

常说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力量。一个

教师最后打动学生的一定不是他的口

才或其它任何的教学技巧，而是他的人

格，是他将自己的所教转化成生命的实

践的学问的知行合一的力量。这样的一

种教育的力量才能建构起学生“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

德载物”的生命学问实践的力量。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师之所教，师

之所行，正如孔子所说：“其身正，不令而

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篇》)

上好一堂课非常不容易，回首自己

过去近二十年的教学经历， 在不惑之

年，也提醒自己要不断地做到“学而不

厌”和“见贤思齐”，正如《诗经·小雅》中

所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

然心向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