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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

进程中，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

了巨大贡献；我们的民族也因其
文化血脉绵延不绝而获得了鼎
革日新的无尽生机。 

不言而喻，民族文化血脉的
传承，一则在于它的因时日新，
一则在于它有宏博精深的本源

动力和普世智慧，且前者的又依
存于后者之中。因此，民族文化
血脉传承的根本在于，通过教育

的方式，让这种本源动力和普世
智慧瓜瓞绵延，生生不息。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学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
视教育的传统，早在上古时代，
就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官办教

育体系（“庠”、“序”、“校”等）。
但是这时，思想、文化传而不播，教育资源被掌握在特定的社会阶层并被垄断和世袭。 
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日益衰微，诸侯争霸，天下板荡。拥有文化，却不能庇荫于周天子的“王官”、士大夫等知

识阶层，或为生计，或为理想，奔走四方，于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孔子），文化教育资源则随着士人的流动而
流动。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杏坛设教，“有教无类”，正式面向社会大众层面讲授学问，传播思想，开启了中国文化、思想、

教育体系构建与传承的一个重要传统：私人讲学。 
自孔子以降，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思想、教育的发展过程中，私学便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贡献着巨大的力量。 
考察中国思想史的进程，我们会发现，私学无疑是培养大家、孕育思想、传播文化的摇篮。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

局面的形成，正是私人讲学大兴的结果；汉代经师讲学风盛，以古文经为主的私学学生人数已经超过太学；隋唐之际，
官学、私学俱兴，隋朝王通私人讲学，为唐王朝培养了不少开国才杰；许多身在官场的文人往往又是私学的先生。 
及至宋代，私学的发展随着书院的兴起进入了鼎盛时期。   

书院这种教育模式肇源于唐代，原是以藏书为主的民间文化机构，但到了宋代，它的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
理学昌盛，大师云集，学派纷呈，思潮并起，诸如濂学、洛学、关学、临川学、考亭学、湖湘学、永康学、永嘉学、蜀
学、象山学、金华学等，皆以书院为基地，探究学问，讲学传道，接续学统，一时私学隆兴，文化灿烂，盛极古今。 

宋代书院盛行的由“会讲”发展而成的“讲会”制度，是私学的高级表现形式，其中如著名的“鹅湖之会”、“朱张
会讲”等，无论是其内容还是其形式，在我国书院史、教育史乃至思想史上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有明一代，书院发展十分曲折。因教育资源早已流向社会大众层面，私学的兴隆已是大势所趋，而官府出于专权统

治的需要，垄断教育，屡次打击、禁毁私学书院。在这种长期、反复的博弈中，许多书院渐渐带上了官学性质。 
明朝中叶，心学大师王阳明等硕士通儒，以“活泼泼”的学问，设院讲学，传续道统，私学因之得到相当程度的保

持和发展。 

到了清朝，因统治者崇尚理学，支持书院建设，书院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在文字狱的高压下，私人讲学却几乎丧
失了它的生存空间。清末民初，随着西学的侵入，废书院，兴学校，西方教育制度被引进中国，这期间，虽有梁漱溟、
马一浮诸先生为复兴书院、继往开来而作过努力，但作为承续士人精神、引导社会思想的私学毕竟已经一蹶不振，气运

中衰。  
二 

 

追溯中国私学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私学为为民族文化的建设和延续，为社会教育的丰富和落实，都作出过巨大
贡献，而私学这种教育模式所具有的独立性、灵活性、开放性和研究性等特点，在教育亟待改革的今天，更是具有重要
的意义。 

我们知道，当今的学校教育模式，是从西方中世纪后期随着城市化运动和行业协会发展起来的。它本身乃是一个知
识甚或技术传播系统，是可以快速、批量制造“产品”的教育机器，在这里看到的根本是工具理性而不是精神之火，进
行的是知识交易而不是智慧传承。朱熹在千年以前斥责官学教育让“师生相见，漠然如行略之人”的状况，今天依然严

重。时下关于“大学精神”、“素质教育”、“人文教育”的讨论，更为我们面临的社会文化教育危机作了最好的注脚。 
我们须知，教育面对的是活生生的社会的人，教育面对的是人的整体而不是局部。教育所应当和所能够承当的，远

远不止于、也不可能止于知识传输的职能，教育机构所应当发挥的作用也决非是一个交易的场所——它是进行文化积累、

建设和传播的社会平台，它的功能和意义指向，不是静态的，不是过去的，也不是局限于本机构内的。所以，要解决文
化的问题，教育是文化落实的起手处；而要解决教育的问题，则教育体制外的文化需求及空间是教育改革的保障。 
当今时代，政治和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大众的文化自觉和精神需求日渐突出。随着市民社会的逐渐成

型，人们表达自己声音的要求和渠道将越来越多，在这一方面，发生在西方十七、十八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给我们提供
了思想参照系。 
民主与科学是二十世纪的人类文化主题，它在新的时期必然会有新的对应和表现方式。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化，“一

阳来复”，正面临着“重新”的生长，传承、过渡、发展、创新的时代趋势所表达的是本土与实证的方法，大众与民间
的立场，返本开新，承续慧命，其实质在私人讲学观念的复兴。 

 

三 
 

学堂以公益的形式发动青年来开创一股社会新风，从而带动社会各界的反思、参与，这是整个民族文化复兴的必要准备。

文化的命脉是绵长的，是需要扶植的，当我们面对先辈用千万年时光和心血积淀与传承过来的精神和智慧时，我们选择 

“游学团”日程一览 
 

9月30日    晚上：乘T87次列车赴贵阳。 

10月2日    上午：赴修文县阳明精舍。 

下午：蒋庆介绍阳明精舍情况。 

晚上：逄飞介绍一耽学堂情况。 

10月3日    白天：问道问学。 

晚上：学唱古代祭圣贤乐歌《宣圣颂》《文成颂》；习

礼。 

10月4日    上午：到修文县阳明洞凭吊圣迹。 

下午：蒋庆讲解阳明精舍楹联。 

晚上：学唱《宣圣颂》《文成颂》；习礼；布置飨堂。 

10月5日    上午：九时，行祭圣贤释菜礼。 

下午：与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张新民座谈。 

10月6日    上午：座谈，讲解阳明精舍楹联。 

下午：远足爬山，探访古驿道。 

10月7日    上午：回贵阳，参观阳明祠。 

下午：前往关岭县讲学。 

10月8日    下午：为关岭县民族中学师生作“传统文化与基础教

育”的报告。 

晚上：与关岭县一中高三学生现场交流。 

10月9日    上午：游览黄果树瀑布。 

晚上：在贵州大学人文学院作题为“儒学思想与现代

生活”的讲座。 

10月10日   上午：与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师生座谈。 

下午：与贵阳海健医药公司职工座谈。 

晚上：离开贵阳，返京。 
 

担当；当我们把个体的生命融入大众，把短暂的生命融进历史，当

我们以驽马、跬步而致于十驾、千里时，我们做的是泥土下面的泥

土，砂石下面的砂石；而当它落实于我们此刻，则是现在时的，进

行时的，是一种永远的现在进行时——虽则我们为之进行的探索，

思考和实践，是在回归中开新，是从形式去接近内容。 

2003年 10月上旬，学堂总干事逄飞率领“一耽学堂游学团”

一行共九人，自费前往贵州省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访学和讲学活动。

这期间，“游学团”先后与贵州修文县龙场镇阳明精舍、关岭县民

族中学、关岭一中、贵州大学等单位进行了文化传习方面的互动。

通过这种活动，我们尝试从形式上去体会文化血脉传承的进行方

式，希望能为我们一切从事文化建设大业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寻找

一条接通古圣先贤与社会大众的途径。 

本期通讯将对游学团贵州之行进行专题报道。 
（本期主编  辑撰） 

参考资料：《中国书院论坛》第一、二、三、四辑。 
（题图说明：10月2日，游学团到达贵州龙场阳明精

舍，蒋庆先生为游学团介绍阳明精舍情况。左起：张凝、
黄梁为、吕庆宜、逄飞、蒋庆、杨汝清、于晓宁、陈玉明。
摄影：郭玉闪。） 

 

◆总干事寄语 

“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明正德三年夏，黔西北。万山丛棘中，一天然溶洞，身为龙

场驿丞的阳明先生静默一隅，澄心安坐；日月交替，已然忘却------ 
五百个春夏秋冬过去了。当我们一行人怀着敬畏、欣喜和一

丝惶恐的心情，沿阶而下，走入洞中，抚着清凉的石壁，慢步缓行，
似可听到微微的呼吸依旧洞中回荡，阳明先生清癯的面颊正逐渐的
浮现出来，略显单薄的躯干是想象中的笔直与挺立------ 万千心绪，
一时无语！ 

《居夷年谱》载，龙场一地 “蛇虺魍魉，蛊毒瘴疠”，其时恶
劣已极，因抗疏被谪此地的阳明先生“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
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以石罅为椁，誓言“吾惟俟命而已”，久后
“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云云，
是年先生三十七岁。 

今日民族复兴，文化大行，我辈可不思比先贤、修身俟命以
利天下？ 

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第2版                              “ 入 黔 游 学 ” 专 版                    

王阳明  静心录节选  
始正德己巳至庚辰 

与辰中诸生  己巳 

  谪居两年，无可与语者。归途乃得诸

友，何幸何幸！方以为喜，又遽尔别去，极怏

怏也。绝学之余，求道者少；一齐众楚，最易

摇夺。自非豪杰，鲜有卓 然不变者。诸友宜

相砥砺夹持，务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

道者，皆因实德未成而先揭标榜，以来世俗之

谤，是以往往隳堕无立，反为斯道之梗。诸友

宜以是为 鉴，刊落声华，务于切己处着实用

力。  

  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盖

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拿，未知为己，欲以此补

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明道云：“才学便须

知有着力处，既 学便须知有着力处。”诸友

宜于此处着力，方有进步，异时始有得力处也。

“学要鞭辟近里着己”、“君子之道暗然而日

章”、“为名与为利，虽清浊不同，在其利 心

则一”、“谦受益”、“不求异于人，而求同

于理”，此数语宜书之壁间，常目在之。举业

不患妨功，惟患夺志。只如前日所约，循循为

之，亦自两无相碍。所谓 知得洒扫应对，便

是精义入神也。 

 

 

 

 

 

 

2003年10月2日至6日，“一耽学堂游学团”在贵州修文

县阳明精舍进行了为期5天的访学活动。活动期间，游学团成

员与阳明精舍山长蒋庆先生就书院的历史、现状与复兴书院的

文化意义以及儒家学术、人生与文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经过精心准备，一耽学堂游学团还与阳明精舍方面在精舍的复

夏堂举行了精简典重的祭圣贤释菜礼。 

阳明精舍是游学团贵州之行的第一站。10月2日，游学团

抵达贵阳，由姜万云老师接站，至贵阳海健医药公司贾正懿经

理处会合吕庆宜（从广西来），随后前往位于修文县的阳明精舍。

精舍山长蒋庆先生，亦是有志于复兴私学，承续道统的笃

行之士。1996年，蒋先生开始在阳明子悟道的龙场驿（今修文

县龙场镇）兴建精舍，历时7年始成。 

2日上午，游学团到达精舍，安顿已毕，下午即由蒋庆先

生组织大家对阳明精舍的建筑及环境、缘起及发展历程作了了

解。大家并就中国书院之兴废及现状，复兴书院的文化意义与

时代意义进行了交流。晚上，在奉元楼幡经阁，逄飞向大家陈

述了一耽学堂的发展情况及心路历程。 

3日，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游学团成员就自己关

心的世界与人生问题，历史文化问题，社会政治问题

以及文化比较、儒家学术和儒学的复兴等问题请益于

蒋庆先生。通过这种问学活动，大家开始去思考学问、

智慧与文化道统传承的微妙关系，从形式上尝试接近

和体会古贤问学弘道的风范、境界。 

翌日，游学团一行前往修文龙场阳明洞、玩易窝

等地凭吊了圣迹遗址。 

10月5日，学堂与阳明精舍在奉元楼复夏堂对古 

圣先贤进行了祭祀。 

上午九点，祭礼开始，伴随着凝重肃穆的祭乐，主祭蒋庆，

副祭逄飞，参祭吕庆宜、黄梁为、张凝、刘震海、于晓宁、陈玉

明、范必萱、王太平、郭玉闪、杨汝清，按照祭仪次第祭拜。蒋

庆先生和学堂总干事逄飞在祭礼中分别代表阳明精舍和一耽学

堂诵读了祝文。祭毕，所有与祭人员列队颂唱了元代祭孔乐歌《宣

圣颂》和蒋庆先生为学堂游学团祭阳明先生所作之祝词《文成

颂》。 

本次祭祀，杨汝清协助祭仪，负担了斟酒、燃香烛、接送爵、

送馔等役，郭玉闪负担了主要摄像工作。 

5日下午，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张新民一行前来阳明

精舍，就“静坐功夫与儒家悟道”与大家进行了座谈。 

次日，蒋庆先生与游学团成员一起远足爬山，探访了修文县

的古驿道并采花献祭古圣先贤。五百年前，阳明先生谪迁龙场，

便是踩着这条路走进蛮夷之野、烟瘴之荒，也踩着这条路走进历

史，跻登圣域。 

当晚，大家在性天园圆丘赏月，听蒋先生讲述人生经历，谈

生命的感动、理想的追寻和抉择，并聆听了他的箫乐和歌声，是

为临别之情。 

10月7日,游学团结束在阳明精舍的活动，前往贵阳阳明祠。

修文访学纪事 

 
  蒋庆先生与学堂部分游学人员远足爬山登顶留影。 

 

蒋 庆 简 介  
 

蒋庆，一九五三年生，字勿恤，
号盘山叟。贵阳人，祖籍沛丰。曾
为兵卒、工人。后入西南政法学院
求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移教深
圳行政学院。现提前退居林下，壹
意经营书院，为山长。以承续光大
儒教为己任，为今世儒哲。 
长久以来，蒋先生痛感今世大

学无力胜宏道之任，未可培植学行
兼备之儒士，乃发大愿，仍前儒旧
贯，创办民间书院。苦心孤诣，奔
走筹谋十年，所创阳明精舍卒告其
成。精舍地处贵州龙场，即为明代
大儒阳明子成道之所在。精舍屋宇
翼然，清肃雅洁，俨然儒教道场，
实为求学问道者之良栖——此皆蒋
先生赤心鸿举、义胆伟功也。 
——据王瑞昌〈蒋庆先生小传〉 

供奉在行祭圣贤释菜礼的奉元楼复夏堂（飨

堂）内的孔子像及先贤牌位。 

 

蒋庆先生为游学人员 

介绍阳明洞附近的景物。 

在修文县“王学圣地”牌坊前。 

 

 

编者按：游

学团此行的第

一站——贵州

修文县龙场镇，

是 明 代 大 儒 、

“陆王心学”的

致大成者王阳

明（王守仁）学

术思想完成根 

本飞跃（世称“龙场悟道”）的地方。 

阳明先生一生文武兼资，于哲学、

教育、军事、文学、书法诸方面无不卓

然成家，对传统儒学之建树，贡献尤著。

其学远承孟子，近接陆象山，以“知行

合一”、“致良知”为标帜，世称“阳明

心学”，对明中叶以后思想界有巨大影

响，且播及日本、朝鲜等国，为日本“明

治维新”的重要指导思想。 

阳明事略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

伯安，生于浙江余姚，自号阳明子，世

称阳明先生。 

童年即善思考，有大志，少暇好言兵家

武事，善射。 

明孝宗弘治次年归姚途中于广信

（今江西上饶）拜见娄谅，听其讲授朱

熹“格物致知”论。 

弘治十八年，于北京与湛若水结为

好友，同倡“圣人之学（儒学）”。 

武宗正德元年（1506），南京给事中

戴铣等 20余人上疏，要求削除宦官刘谨

权柄，谨矫诏逮捕戴铣等。阳明时任兵

部主事，抗疏引救，触犯刘瑾，被廷杖

四十，贬为贵州龙场（今修文）驿丞。 

正德三年春，至龙场，自筑草棚栖

身，因穷荒无书，日绎旧闻，悟“格物

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又

创龙岗书院，为开化西南之首举。次年，

应聘主府城文明书院讲席，开始宣讲“知

行合一”，学问转承陆九渊，渐自成体系。

正德五年三月，任江西庐陵知县，

决积案，清邮驿；杜苛捐杂税，禁迷信

神会。正德八年，便道省亲，途中向徐

爱阐述《大学》新说与“知行合一”思

想。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宁王朱

宸濠在江西起兵谋反，阳明即于安吉起

义兵，水陆并进捣南昌，平叛擒宸濠。 

正德十六年初，于南昌论“致良知”

学说，终于完成“心学”体系。六月升

南京兵部尚书，九月归姚，会七十四弟

子于龙泉山中天阁，讲示“良知”之说。

此后 6 年许，专事讲学。嘉靖六年

（1527）五月，受命总督两广军务，镇压

思恩、田州、八寨、仙台、花相等地瑶族、

僮族起义，剿抚并用，翌年秋平息事态。

时肺病剧发，十月上疏乞归。十一月卒于

归途舟中，年五十七岁。葬绍兴兰亭洪溪。

谥“文成”。 

生平著作由门人编辑成《王文成公全

书》38卷传世。 

 

 

 

明武宗正德四年，先生始论知行合

一。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

辩。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

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

《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

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

同，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

明也。”遂与毛宪副修茸书院，身率贵阳

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 

后徐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决

于先生。先生曰：“试举看。”爱曰：“如

今人已知父当孝，兄当弟矣，乃不能孝弟，

知与行分明是两事。”先生曰：“此被私欲

隔断耳，非本体也。圣贤教人知行，正是

要人复本体。故《大学》指出真知行以示

人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夫见好色

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色时已是好矣，

非见后而始立心去好也。闻恶臭属知，恶

恶臭属行；只闻臭时，已是恶矣，非闻后

而始立心去恶也。又如称某人知孝。某人

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

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体。”爱曰：“古

人分知行为二，恐是要人用工有分晓

否？”先生曰：“此正失却古人宗旨。某

尝说知是行之主意，行实知之功夫；知是

行之始，行实知之成；已可理会矣。古人

立言所以分知行为二者，缘世间有一种

人，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

是之为冥行妄作，所以必说知而后行无

缪。又有一种人，茫茫然悬空去思索，全

不肯着实躬行，是之为揣摸影响，所以必

说行而后知始真。此是古人不得已之教，

若见得时，一言足矣。今人却以为必先知

然后能行，且讲习讨论以求知，俟知得真

时方去行，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

某今说知行合一，使学者自求本体，庶无

支离决裂之病。” 

——据《居夷年谱》

录入：王翠玉

王阳明论 

   “知行合一” 

按：以下为学堂总干事逄飞于2003年10月5日，

在贵州修文阳明精舍行释菜礼时，为祭祀所作祝文。 

祭祀文  

（农历）癸未年九月初十日 

时维孔元两千五百五十五年九月吉日。吾等

后学。致祭于孔圣先师及历代贤德之前曰 

呜呼！大哉先师。 

巍巍泰山。清清长河。人间正气。千载一贯。

今  一阳来复。中华正兴。讲求道德。文教滋萌。我

辈中人。直道担当。做事第一。静默为主。愿竭微力。

弘扬圣教。俾补人心。故祷之曰 

虽风虽雨。曰仁曰义。 

且行且思。惟中惟时。 

斯道斯德。致乎良知。 

圣也贤也。典奉有祀。 

  尚飨。 

                            一耽学堂 全体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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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 ◇论 ◇书 ◇院  

◇私◇学 ◇与 ◇教 ◇育 ◇问 ◇题  

◆毛泽东： 

     “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

有其可誉。”“它坏的总根，在使学

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减掉性灵，

庸孺的随俗浮沉，高才的相与衰退”。 

“它（学校）坏的总根，在使学

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减掉性灵，

庸孺的随俗浮沉，高才的相与衰退。” 

“从‘研究的形式’一点来说，书院

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一来是师

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是没有教授管理，

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是课

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

有得。”  

——《自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  

◆梁漱溟：  

照我的意思是要如宋明人那样再

创讲学之风，以孔颜的人生为现在的

青年解决他烦闷的人生问题，一个个 

替他开出一条路来去走。 

至于我心目中所谓讲学，自也有好多

与从前不同处；最好不要成为少数人

的高深学业，应当多致力于普及而不

力求提高。 

⋯⋯我们只去领导大家走一种相

当的态度而已⋯⋯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梅贻琦：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

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

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

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

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

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  

——《大学一解》 

◆钱穆：  

“我们的大学教育是有其历史传

统的，不能随便抄袭别人家的制度。

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最好的莫过于书

院制度。私人讲学，培养通才，这是

我们传统中最值得保存的先例。” 

——《新亚遗铎》  

“中国宋代的书院制度是人物中心

的，现代的大学教育是课程中心的，

我们的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

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

门课程的。” 

——《新亚学规》 

“新学校兴起，则皆承西化而来。

皆重知识传授，大学更然。一校之师，

不下数百人。师不亲，亦不尊，则在

校学生自亦不见尊。所尊仅在知识，

不在人。”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季羡林： 

 

在中国流行了千余年的书院这种

古老的办学形式，在今天还有其意义： 

1可以成为当前教育制度的补充。 

2可以协助解决老年教育问题。 

3可以发挥老专家的作用。 

4可以团结海内外学者。 

5可以宣扬中国文化于海外。 

6可以保存历史资料。 

——《论书院》 

 

 

 

 

 

 

 

编者按：阳明精舍是此行游学的重点，实际上也是游

学团成员获益良深的地方。这里选刊了部分游学人员在精

舍活动后所写的感想文字，大家从个人切身收获出发，或

直抒胸臆，或细解学理，或文采斐然，或朴实自然，情动

于中而形于言，所以记述者，亦各得其所，真切而已，仅

供有趣者评鉴。（标题为编者所加，选文的完篇，参见学堂

网站专题报道。 

             “感 动”       〇黄梁为 
（在祭奠时）当蒋庆老师手持酒尊至廊前，随着一声“先

圣先贤尚飨”，双眼含泪的蒋老师缓缓地把酒洒在石阶之上。这

感动蒋庆老师的，也感动了我，她深深印在我们的心中；这种

感动也随我们这些被感动者的心留存下来，这感动也会随书籍，

礼仪，游学⋯⋯等其他任何的方式流传下去，道统，会因此不

断。 

⋯这道是生命，不是任何语言文字可写出，我们被这道所

感动，她也就留在我们心中，她有生命力，她会由我们这些被

感动者承续下去，也可能传给我们家人，朋友——先人以此方

式永不被遗忘。只要生命在，她就在生命中传播，因她就是生

命本来之道，是真生命，永不磨灭。这道统在中华民族之中由

孔子隆兴，并得以存续至今，是民族之大幸。 

阳明先生在龙场悟道，这道与他的生命已融合一体，对于

我们这些感到道的存在而未悟道者来说，释奠礼是最好的一种

与道接触的方式，让我们体会到先贤先圣道之存在，那就是感

动。 

让这感动与我们同在且要传续到我们的子子孙孙。 

            先生情怀        〇杨汝清 
临别前夜，在性天园朦胧的月色和斑驳的树影下，我们有

幸亲聆了（蒋庆）先生的箫声和歌声，并听先生谈到了一生中

的三次大感动——首次是在南开大学筹建法学院时醉心基督文

化，为耶稣基督的行迹所感动；再次是登临华山，为华山之巅

的无边风月，万千气象所感动；三次是在贵阳王阳明国际学术

讨论会上，从一位来自日本的女大学生的发言中悟到“良知即

在此”而感动，当这位学生谈到她在贵阳街头上衣衫褴褛的孩

子的眼中看到了纯洁的光芒时，先生情动于中，泪流满面。闻

言至此，益感先生之心胸如光风霁月，空谷幽兰。 

       政治儒学前景的商榷    〇陈玉明 
说实话，儒家的王道理想只是传统社会中人民和知识分子

的一种期望而已。在现代社会，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在可

以预见的将来，我也想象不出可以替代民主制度的更好的制度

安排。我对政治儒学的前景并不看好；儒学的发展恐怕还得依

赖心性一脉。 

         “醍醐灌顶”     〇刘震海 
在书院的日子是美好纯洁的，有一天晚上将睡觉的时候，

我忽然想起唐代诗人刘禹锡《陋室铭》中的名句：谈笑有鸿儒，

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

劳形。书院的生活，或许可以使终日混沌于尔虞我诈的城市生

活的人们，有机会释放掉所有的虚伪和贪欲，反省自己内心真

正想要的是什么?生活中最有价值的应该是什么？ 

 

        “万物一体之仁”    〇吕庆宜 

这次到阳明精舍，清晨六点即起，与学堂诸友一同诵

读《大学》、《论语》。我们的诵读声在山间回响，真有超

然物外之感慨，也给自己带来冲击心灵的体验和感悟。正

是这种体验我真正感到了自己发自内心的身心与自然，与

所有生命所具有的一体感。感悟到了阳明先生所说的“万

物一体之仁”的良知，正是这种感悟，给自己源于生活的

体验带来了普遍性的根据。良知也就成为自己在今后日常

生活中判断一切事物的普遍准则，而立足于知行合一之上

的，每日每时的事上磨炼，则成为今后自己追求的生

活⋯⋯ 

         “依清不依理”     〇郭玉闪 

    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我却数年来困于“未知死，

焉知生？”这样的问题。死生事大，如果一切都要灭寂，

生之义何在？若无生死问题，世上何来宗教？为信仰之安

身立命计，几年来我求索于佛，于基督，于伊斯兰教，始

终茫茫然不知所归。基督教、伊斯兰教的解决之道，在于

一个“信”字。诸不知于我，正难在此“信”上。佛有大智慧，

他的破“我”和“我执”，他的“无我我所”之辩，我均折服于

心。比之西方哲学史还要精妙。大哉佛之理性！唯怪也，

于佛，我服而不信，生命信仰的困惑孤悬于理性之外，佛

也奈若何。 

    请教于师（蒋庆）。师于繙经阁言之。忽大感动。无情

天地，有情众生。若不动情，信仰何至。圣人入世依情不依

理。有情，生命方有力，方能屡仆屡起，方能不与鸟兽群，

方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情生，则信仰存焉。则能杀身取仁，

则能见滔滔乱世而奋起，则力不足而为之不变色，则心安于

道矣。 

求仁得仁，斯谓也。 

 

□书院学规 

白 鹿 洞 书 院 揭 示      

    ◆朱  熹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

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为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

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录自《中国书院学规》

教 条 示 龙 场 诸 生                                                          

◆王守仁 

诸生相从于此，甚盛。恐无能为助也，以四事相规，聊

以答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

其慎听，勿忽！ 

立  志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

者。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

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下转第四

版） 

关岭、贵阳讲学纪事  

10月 7日上午，“一耽学堂游学团”去贵阳参观阳明

祠。下午，应邀前往关岭县讲学。 

8 日下午，在关岭县民族中学大操场上，由逄飞作题

为“传统文化与基础教育”的报告。此次开讲，观众逾千，

民族中学学生倾巢而出，盛况非常。值报告会尾声，逄飞

起立领唱游学团在阳明精舍祭孔时所作祝词，报告会达到

高潮，现场诸生踊跃，群情激越。文化之功，民风之淳，

一时和合交胜。 

晚上 7点，游学团到关岭县一中与高三学子就学问、

人生诸多问题进行现场交流，三百余人相聚于阶梯教室，

几至水泄不通，至夜深方散。 

 

10月8日，关岭县民族中学“传统文化与基础教
育”报

告会现场。 

10月 9日下午，游学团折回贵阳，前往贵州大学访学。

当晚，贵州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王剑安排游学团为贵大人

文学院学生作讲座，仍由逄飞主讲，题为“儒家思想与现

代生活”。因地利人和，游学团成员们虽连日来转“战”

不息，依然精神百倍。 

翌日晨，游学团与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师生座谈。

下午，逄飞受贵阳海健医药公司贾正懿经理之邀，与海健

公司员工进行了交流。 

是日晚，游学团踏上返程列车。至此，“一耽学堂游

学团”贵州之行全部活动圆满结束。 

此次出行，游学团所到之处，莫不被视为上宾而得到

当地主人 

的热情接待， 

游学活动因之 

得以圆满成功 

——此实多承 

惠于阳明先生 

遗德，且亦可 

知文化涵化， 

“天之未丧斯 

文”也。 

 

 
  部分游学人员与贵州从事传统
文化业余推广工作的姜万云（左

三）、贵大人文学院教师王剑（左

四）在一起。 

结语： 
“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阳明先生这一惊雷宏声，穿过五百年的沧桑，

后学一旦受闻，依然振聋发聩、响彻心宇。 

“道在山林，学在民间。”先贤去远，我们是以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实态度，把青年应当

担当的和正在担当的文化传承、建设使命，一点点

地落实，一点点地受用，一点点地奉献。发明良知，

知行合一，圣哲的垂训，正是我们切身笃行，进学

修德的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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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20日，

时值《中国公民道德建设

实施纲要》颁布两周年纪

念日，学堂组织了来自北

大、人大、北师大、首师

大、中医药大学、民族大

学、矿业大学、北广等 8

所高校的新老义工、朋友

共 53人，一起参观访问

了北京第一道观、全真派

祖庭之一的白云观。 

白云观是北京最大

的道教宫观，道教全真派

三大祖庭之一。唐代敕

建，历经沧桑变迁，已有

1200多年的历史。自元代

以降，白云观久为全真道

派“第一丛林”。 新中

国成立后，中 

国道教协会、中国道教学院及中国道教文化研究所等

全国性道教组织、院校和研究机构都先后设在这里，

在全国颇有盛誉。现在白云观乃是道教全国重点宫

观，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日上午9：00，参访队员从学堂出发，乘公交

到达木樨地，然后步行，于 10：30分到达位于宣武

区白云路，掩映在苍松青柏之中，红墙碧瓦的“洞天

圣境”——白云观。 

在郭道长的带领下，队员们集体参观了从容坐落

于鳞次栉比的高楼广厦之间的白云观。观中雕梁画

栋，气势恢弘，不仅完整展现了传统建筑的高超技艺，

也体现了道家文化的独特风貌。作为全国重要的道教

活动场所，白云观保留了完整的堂阁殿宇。据介绍，

观内殿阁布局及所祀神仙：三清阁及其供奉的“三

清”，玉皇殿及其供奉“玉皇大帝”，老律堂及其供

奉的邱祖（全真七子之一的长春子邱处机）,充分展

示了其教派思想与祀神文化，以“道”为宇宙元绪，  

以“帝”为天地尊高，以“仙”

为信仰宗祖的三个神系之混一规范与大致定制

除了雄伟的古建筑群外，观内技

艺高超的塑、雕神像，精美的道

教水陆画，奇伟瑰丽的锦幡宝

幛，琳琅满目的楹联、匾额，古

老的钟鼎，文人墨客所留下的字

画与诗词，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下午，在白云观老律堂客

堂，由学堂和白云观联合举办了

“道教思想、传统文化与公民道

德建设”的专题座谈会。在座谈

会上，殷道长、余道长、崔道长、

林道长等出家师父详尽解答了

队员们关于道教思想与文化方

面的疑问，并就部分学 

术上的问题作了阐释。 

学堂义工还就道教修行传统、养生、人生意义等话题与

观内道长和中国道教学院的研究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座谈

期间，冯道长、陈道长还为大家进行了古琴演奏和太极拳表

演。来自矿业大学的队员寇闯和来自中医药大学的队员张军

伟也作了太极拳表演。 

根据安排，下午4：30，队员们全程观摩了白云观的诵

经晚课。通过身临其境的感性体认，队员们对道教的法事、

音乐、祭祀礼仪等有了初步的了解。 

参访活动结束后，全体队员与道长们合影留念，学堂义

工郭玉闪代表学堂将活动剩余经费捐献给了白云观管理委

员会。 

此次参访是学堂实施在体认传统方面的经常性活动之

一，通过一天的参与，队员们进一步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了

解和认识，充分感受到在喧嚣骚动的现代都市生活中，文化

给心灵带来的丰沛充盈、平和宁静。 

（杨树新  撰稿） 

◇简   ◇报 
在河北涿州义务开展传统文化授课已近三年的彭飞老先生，随

着开班经验的成熟和数年传统文化义务讲习的辛劳付出，其在涿州

的工作已经稳步发展起来。影响也渐广渐大。 

今年 8月 1日，学堂总干事逄飞一行前往涿州为彭飞先生在文

昌祠小区开设的传统文化学习班学员赠送学习材料后，彭飞先生更

于 9月 24日亲赴学堂请回“先师孔子行教像”一桢，悬之明堂，

垂范后学。老先生精诚直行之精神，实堪为后来者钦敬、崇效。 

 “人文日新，从青年起。”青年不是年龄，而是心态。——

这是去年 12月学堂第二期《通讯》上彭飞先生访谈的编者结语，

也是我们做事、进学所当一贯的精神。 

 

 

 

 

 

 

 

 

 

 

 

 

2003年 8月 17日 “第二届中国经典文化导读交流会”在长

沙市召开，应会议组委会邀请，学堂派宣传项目负责人杨汝清参加

了此次会议。 

    根据清华大学跳水队与一耽学堂协议的《关于在清华跳水

队实施文化建设的方案》，从2003年10月2日起，学堂正式开始

在清华跳水队实施文化建设的具体项目。学堂义工、清华自动化系

李天庆和清华计算机系李响分别担任本项目实施小组的组长副组

长。 

项目实施的第一阶段以教授传统经典为主，授课老师由学堂义

工组成专门小组，轮流诵习讲授。每天早上6：40开始，利用跳水

队早操的时间间隙，授课老师带领大家诵读经典，培养学员的学习

兴趣，改良部分学员的学习习惯，为进一步提高学员综合素质奠定

基础。 

由于芬教练带队的这支跳水队，组建于1996年，现在共有30

来名运动员。由于跳水队培养的是学生运动员，不同于传统的专业

模式，而是在完成同年龄阶段学生正常学业的基础上，再进行专项

技能训练，因此，授课方式和内容都是根据跳水队和运动员实际情

况专门定制的。在教学双方的通力合作下，目前实施效果良好。 

 

 

 

 

 

 

 

 

 

 

学堂从11月3日起，组织杨汝清、郭玉闪、陈玉明负责实施

的“儒学修习小组”开始在学堂会议室举行儒学修习活动。 

此项活动面向有兴趣于传统文化学习的对象，注重内在修习体

悟。活动由“专题讨论”、“感想交流”、“经典诵读”三部分组

成，时间为每周一、三、五晚上7点至9点。活动期间，学堂还邀

请相关专家学者前来座谈。 

由学堂优秀义工、中央财经大学的李惠琼同学担任首届社长，

北京大学刘昊同学担任顾问的“一耽学堂风雅颂唱诗社”于11月

8日正式成立。 

“风雅颂”唱诗社是由爱好古诗词的义工创办的学堂下属活动

团体。唱诗社通过自愿报名的方式，组织爱好古诗词的义工和朋友，

聘请一些音乐艺术方面的专家进行指导，带领大家从音乐识谱开始

直到用咏唱的方式来学习和传播古代诗词艺术。 

 

（上接第三版）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飘荡奔逸，

终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

贱恶之，如此而不为善可也；为善则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

敬信之，何苦而不为善为君子？使为恶而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

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何苦而必为恶为小人？诸生念此，亦可以知

所立志矣。 

勤  学 

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

从吾游者，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诸生试观侪辈之

中，苟有虚而为盈，无而为有，讳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衿自是，

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资禀虽甚超迈，侪辈之中，有弗疾恶之者乎？有

弗鄙贱之者乎？彼固将以欺人，人果遂为所欺，有弗窃笑之者乎？苟

有谦默自持，无能自处，笃志力行，勤学好问，称人之善，而咎己之

失，从人之长，而明己之短，忠信乐易，表里一致者，使其人资禀虽

甚鲁钝，侪辈之中，有弗称慕之者乎？彼固以无能自处，而不求上人，

人果遂以彼为无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诸生观此，亦可以知所从事于

学矣。 

改  过 

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

不责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于廉耻忠信之行者

乎？亦有薄于孝友之道，陷于狡诈偷刻之习者乎？诸生殆不至于此。

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误蹈，素无师友之讲习规饬也。诸生试内省，

万一有近于是者，固亦不可不痛自悔咎，然亦不当以此自歉遂馁于改

过从善之心。但能一旦脱然洗涤旧染，虽昔为寇盗，今日不害为君子

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虽改过而从善，将人不信我，且无赎于前过，

反怀羞涩凝沮，而甘心于污浊终焉，责吾亦绝望尔矣。 

责  善 

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爱，致其婉曲，使

彼闻之而可从，绎之而可改，有所感而无所怒，乃为善耳。若先暴白

其过恶，痛毁极诋，使无所容，彼将发其愧耻愤恨之心，虽欲降以相

从，而势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为恶矣。故凡讦人之短攻发人之阴私

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责善。虽然，我以是而施于人不可也；人以是

而加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某

于道未有所得，其学卤莽耳，谬为诸生相从于此，每终夜以思，恶且

未免，况于过乎？人谓事师无犯无隐，而遂谓师无可谏，非也。谏师

之道，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

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盖教学相长也。诸生责善，当自吾始。 

——录自《千古龙岗漫有名—圣地史存》“居夷文” 

 

 一耽学堂公告栏  

征集徽标 

为进一步树立学堂形象，现公开征集

“一耽学堂徽标”设计图或方案。要求如下： 

1、以能充分体现学堂“文化+公益+青

年”的理念为首要标准，格调古雅，款式大

方。 

2、构图简约，以既能作大型图标，又

能体现于方寸之间为宜。 

3、设计不限形式，可以是完整的作品，

也可是局部构图，甚至是一个设想、方案，

均可提出。 

4、截止日期：2004年3月1日 

征集歌词  

现面向社会长期征集一耽学堂活动歌

词。要求如下： 

1、歌词内容与学堂的文化理念或学堂

所开展的公益活动相应，能展现学堂风貌。 

2、歌词形式可以采用古诗文句，也可

使用白话文句，以精当为宜。 

说明：征集作品提交方式： 

(1)学堂办公室;北京大学承泽园17号   

邮编：100871 

(2)学堂信箱： 

yidanxuetang@yahoo.com.cn 

(3)学堂电话：62758431 

学堂2003年7月至11月份接受捐款简报 

邓源、李昕昱  壹仟元整； 任勇滨  壹仟元整；    紫薇 贰仟柒佰元整； 于晓宁  叁佰元整； 

凌  孜  壹仟元整；       张连喜  壹佰元整；  徐广明  贰佰元整；  刘震海  壹佰叁拾伍元零柒分；  

隆观法师 贰仟伍佰元整；   张利民  壹仟元整；   贾正懿  伍仟元整；   曾女士  伍佰元整；   

韩  凯  伍拾元整；        张  莉  贰佰元整；   李家振  壹仟元整；   于  芬 伍佰元整（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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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深处道德生 
—— 一耽学堂参访白云观活动纪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