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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飞，生于 1938 年，原籍河北高
阳，党员，大专学历。农业气象工程
师，中国气象学会会员。先后任河北
涿县气象站站长、涿州市委组织部
副部长、市政协委员、常委等职。

1998 年退休后致力于传统文化
的学习和面向社区适龄儿童的义务
普及工作，同时义务开办中老年养
生保健知识宣传壁报。 2004 年 6 月

被学堂授予“蒙学塾师”称号，2006
年 10 月成为学堂首个义塾“文昌祠
义塾”的首任塾师。

长征第一步
（摘自 2002 年总结）

2001 年我去了一耽学堂，和逄飞交

流过，其理念和方法我都是接受和认同
的。回涿州后，我决定在家办班讲授传
统文化。我到处贴广告进行招生，免费
教授传统文化，可结果没有一个报名
的，大家都觉得“免费”不可思议，不收

费是骗人的，现在都为钱，不能理解。
我多方听取了反馈消息，就把招生

范围缩小到本小区，组织本小区的家属

让他们的孩子来学习。我买了一本书，
出去复印了几套，当作教材，最后有 16
个孩子（3—10 岁）报名。这样第一个班

就办起来了，教他们《三字经》，选了 800
字，没全选，只背不讲，效果非常好，通
过大声读、背加强了孩子的记忆力，时

间一长里面的道理也多少懂得了几分，
家长们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也反映非
常好，孩子们则更努力了。2002 年，我又
办了一个暑假班，每天晚上上课，主讲

《论语》、《孟子》。我提前了 2 个月做准
备，因为我并不熟悉这些经典，也是从
头学习，要讲就要认真讲。确定教材也
要很认真，除《论语》、《孟子》外，又从
《大学》、《中庸》、《荀子》、《诸葛亮诫子

书》等经典著作中选出 70 则做补充。没
想到暑期班一开始就有 33 人报名，开课
后来参加人更多了，达到 70 多人，但坚
持学下来的只有 20 几人。为了鼓励坚
持下来的同学，我自己出钱给他们发了

奖状。我说：“你们是长征走过来的，能
够坚持到底就值得奖励，20、30 年后，你
们就会知道今天学的这些东西对人的
成长是多么有意义！这可比社会上其他

证书更有价值”。

互相鼓励与支持
（摘自 2003 年 7 月 20 日给学堂来信）

逄飞、志华及一耽学堂全体同志：

你们好！寄来的学堂通讯三、四期收
到了。看到同志们不懈的奋斗精神和学
堂事业的发展、进步，感到欣慰和高兴。

唯盼我们的事业进展得更快些！
7 月 18 日涿州市市直小区第三期

国学启蒙学习班（《三字经》班）举行了
开学典礼，有 40 名儿童和 40 名家长参
加了典礼。会上向家长们讲了当今儿童

启蒙教育问题。（题目是《儿童启蒙教育
与 < 三字经 >》，过几天打印成文字材
料再给你们寄去。）总而言之，作为一耽
学堂理念的追随者和弘扬中华传统文

化的农村城镇宣传员，我要一直坚持下
去。三年来学习国学和传统文化的人数
越来越多，对传统文化认可的人越来越
多，传统文化对人们的熏陶和影响也逐
渐显露。这就算成果吧。

现在天热，也正值办班，所以暂不能
去北京看望你们。等暑假过后，定去一
耽学堂看你们。望你们团结精进，互相
照顾，把工作和休息、动脑和健身结合

起来，把身体和生活安排好。

正心育德 人初性善
（摘自 2003 年 9 月 29 日《三字经》学习
班开班讲话）

当今，儿童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大课题，它既关系到儿童的前途和命
运，又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
运。今天的儿童都是独生子女，物质生
活条件优越，生长发育良好，大脑极度
聪明，只要教育得法，都能成才成器。

今天的儿童家长对自己的孩子一是
过爱———爱如掌上明珠；二是心切———
望子成龙心切。但是对孩子如何进行初
期的启蒙教育，却是心急火燎，不知如

何做。于是互相观望、互相攀比、乱开
发。从幼儿班到一年级，让孩子学外语、
学绘画、学书法、学音乐、学球、学棋，不
一而足。你问家长这样做心里有底吗？

他们说没有底，只是看到人家学，怕自
己的孩子落了后，也就跟着学。

针对家长们心中无底和心急火燎的
实际需要，我对儿童启蒙教育问题进行

了一番思考，并对古人的启蒙教育思想
进行了学习和研究。发现古人的一些启
蒙教育思想好像就是针对今天的实际

情况讲的，拿来指导今天儿童的启蒙教
育，非常合适。

古人将儿童称作童蒙，童蒙就是不

懂事的孩子。《易经》有蒙卦，就是讲启
蒙教育。蒙卦是（ ），上卦（ ）为
山，下卦（ ）为水，称为山下有泉。

就是说，童蒙好像安静的青山下一个清
澈的渊泉。山静、泉清，象征着儿童未被
开发的天然善性。静山、清泉和善良的

童蒙，都是极为宝贵的资源。应如何去
开发呢？宋代大哲学家周敦颐说：“慎

哉！其惟时中乎！”意思是说：要慎重呀，
教育一定要得当啊！那么，古人如何正
确地进行启蒙教育呢？最根本、最精要

的有两点：一是正心、育德。《易经》说：
“蒙以养正。”“君子以果形育德。”就是
说，首先要给儿童以正心教育，用最好
的思想培育儿童的德性。《通书》说：“童

蒙求我，我正果行。”意思是说：儿童等
待我去教育，我要将他引上正道。二是
要谨防渎、汩、乱。就是说开发儿童这个
静深、美好的渊泉，要防渎、防汩、防乱，
严防乱开发。《易经》说：“渎则不告。”

渎，就是乱开沟渠，对儿童来说就是乱
开发。乱开发就容易使儿童变成不可教
（渎则不告）。《通书》说：“山下出泉，静
而清也，汩则乱，乱不决也。”汩，就是受
干扰而散漫。乱就是混乱，对静而清的

泉水干扰、搅乱，泉水就被搅混了；对清
白、聪明的儿童乱干扰、乱诱导，就把童
心搅乱了。童心一乱，就难以进行正确
教育和引导了（乱则不决）。

古人关于儿童启蒙教育的两条基本
原则———正心育德和防止渎、汩、乱，好
像是针对我们今天的情况讲的。正心育
德是决定整个人生的基础，也是以后上

学求知的基础。把心端正了，把做人的
基本道德树立了，就算走上了正轨，就
算有了一个好的基础，他以后无论是求
学还是为人处世、干事业，就比较平稳

顺当了。如果用渎、汩、乱来对孩子乱干
扰、乱诱导、乱开发，使孩子难上正轨，
难从正业、难于管教，就等于把聪明健
康的孩子耽误了。

用什么内容对儿童进行正确的启

蒙教育，用什么来正心育德，来防渎、
汩、乱？我选来选去还是《三字经》为最
好。《三字经》所以称为经，主要是它集
中概括了中华文化的基本道德精神，

对四 书五 经天 文 历史 等 有 基本 的 介
绍，另一方面，它言简意赅，确实适合
儿童启蒙教育，800 年来一直成为首选
童蒙读物。
《三字经》开头就讲“人之初，性本

善”，这就概括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立场
和中华文化“仁”的核心。将人和天地万
物看作是善的，决定了这个民族的努力

在追求至善。所以《大学》开篇就说：“大

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
善。”

《三字经》是宋代大学问家王应麟所
作，理论深厚，讲的是普遍适用、百世不
易的真理。它的基本内容，基本思想是

仁义、忠孝，做人常理，

重视知识、鼓励求学。
真正是正心育德的好
教材。《三字经》还是中
国历史纲目和经典大

全。儿童记住这些，对
以后的学习，无论是中
学、大学，都大有用处。
而且《三字经》顺口押
韵，琅琅上口，非常适

合于儿童诵读。
以上这些，就是儿

童启蒙要首开 《三字
经》的因由。我给孩子

们开《三字经》课，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真正是帮助家长们对儿童进行正确的
启蒙教育。

义教不辍 培植根本
（摘自 2003 年《三年总结》）

我 1998 年退休后，决定踏下心来
读点书，同时对中老年保健和儿童道
德启蒙教育两个课题进行学习研究。
在中老年保健方面，从 2001 年 5 月在

社区办了一块《保健壁报》，至今已出
44 期。在儿童道德启蒙教育方面，从
2001 年开始，利用学生假日，开办《三
字经》、《论语》、《孟子》等学习班四期。

教材自编自印，义务授课，不收任何费
用，社会效果不错。

1、2001 年暑假在社区办《三字经》
学习班，有 16 名 3— 11 岁儿童参加，每
天晚上 7：50— 8：30 在露天地上课，共学

习 40 天。多数孩子学过后能背诵。
2、2002 年暑假，在社区办国学启蒙

学习班，所学内容有《论语》49 则，《孟
子》18 则，其他古典 20 则。仍为每天晚

上露天上课 40 分钟，5—13 岁儿童 60
余人参加，学习 40 天，所学内容大部分

人能背诵，少部分人能知义。
3、2002 年 9 月至 2003 年春节，应部

分小学四年级至初中三年级学生之请，
于每周六晚上一个小时，在我家中讲
课。学习内容仍为《论语》、《孟子》等内
容。共有 8 人参加，学习 24 个课时。多数
学生能了解意义。

4、2003 年暑假（因“非典”假期缩短
为 34 天），应多数家长要求，重开《三字
经》学习班。3—9 岁儿童 70 多人报名参
加，仍为每晚露天授课 40 分钟。 7 月 20

日开课，8 月 22 日结束。其间 8 月 1 日，
北京一耽学堂 4 人来涿州观摩、赠书；
本市关工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主任张恩同志、教育局党委办公室主任
魏绍武同志及居委会主任张宗泽同志

参加了观摩会。
5、《健康壁报》为儿童家长出版儿童

道德素质教育内容专刊共 6 期。
三年来，试办对儿童进行传统文化

道德启蒙教育，已初见成效：
一是儿童学到了不少传统文化和美

德知识。参加学习的儿童大多能背诵《三
字经》一部分或全文，能背诵《论语》、《孟
子》若干则。有几个二至三岁的孩子能背

半本《三字经》，有几个刚学说话的孩子
还会说：“人之初，性本善”。参加过学习
的儿童，他们到了幼儿园或小学校，有时
给老师和同学背诵一段，得到老师和同
学们的赞扬。回到家中，能说出“四书”、

“五经”包括哪些书，连爷爷奶奶都不知
道，引起全家人的惊奇和高兴。孩子们学
的这些传统文化和道德知识，比许多
20—60 岁的人知道的还多。

二是参加过二至三次学习班的儿
童，与未参加过学习班的儿童相比较，
显得言行文雅、有礼貌、遵守公德较好；
没参加过的儿童显得粗俗，公德观念较
差。现在我在小区内走路到处能听到

“彭爷爷好”的问候。参加过两期以上学
习的儿童，心地比较
踏实，克制能力比较
强，学习比较专注，对

于 在 校 学 习 很 有 帮
助。

三是通过三年来
的办班学习，文昌祠
小区内几乎家家有古

典启蒙书籍。《三、百、
千》《正蒙宝典》《论
语》《弟子规》等这些

书已很多，除了学习
班发的 200 多本讲义
和一耽学堂赠的 100
多本书之外，儿童家
长到书店自买的也很多。相信在这些古

典启蒙书籍的熏陶下，社区的文明礼
貌，学生的道德素质将有更大的提高。

四是三年来的办班授课，受到了社

会舆论的好评，关注和认同者越来越
多，引起家长们的思考和讨论，都说为

孩子们办了一件好事，使孩子们终身收
益，成人也有所启发。

我拿出时间、精

力义务开办社区儿童
传统文化道德启蒙教
育的想法是什么呢？

一是：中国的传
统文化不能丢。我的

认识是：中华传统文
化是世界上优秀合理
的文化之一。中华文
化会为未来人类各民

族文化的融合提供基
础性的因素。目前，
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
在学习、研究中华文

化，而我们更应当把
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为迎接中华文化的
复兴和人类新文化的诞生，作为中华民
族的一分子，有责任为此做些工作，而

更重要的是从娃娃抓起，从培养“种子”
做起。

二是：我国近年来不少人（包括青少
年）行为失范，犯罪率上升，社会风气不
好。根本原因是丢掉了优秀的传统道

德。改善社会风气的根本办法是继承和
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重建道德，
而这也要从娃娃抓起。

三是：在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
对青少年加强素质教育非常必要，这是
培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精尖人才
的需要。现在的儿童虽然聪明，但较浮
躁、任性。不正其心，难上正轨，难学正

业。古人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因

此，要给我们的孩子奠定一个底蕴，创
造一个好的学习氛围和环境，贴近实

际，贴近生活。

总结更进
（摘自 2004 年 9 月 5 日给学堂来信）

今年暑假期间，我在涿州文昌祠小
区开办的《论语》、《弟子规》两个学习

班，从 7 月 11 日开始，于 8 月 26 日结
束，历时 45 天，每周一三五讲 《弟子
规》，二四六讲《论语》；两班报名人数 72

人。到结业时，《弟子规》班只剩 12 人；
《论语》班剩 22 人。《弟子规》全书讲完，

《论语》（接平日所学 1－4 篇）学了“公
冶长第五”篇，共 28 则。

从情况看，《弟子规》班办得差些：

开始人多，后来人少；约有一半人未能
全部背诵；课堂秩序不太好。《论语》班
办得较好：人员稳定，家长重视，纪律
好，学生学习认真，多数人都作了笔记，
百分之百的人会背，80％的学生会讲意

思。通过今年的《论语》班，似乎得到两
条经验：一是讲解并使学生懂得含义，

对鼓舞学生的学习兴趣有较大作用。
3－6 年级小学生，都能听懂，然后能讲，
比纯背诵要好。二是结合实际给学生讲
些学习和做人方面的方法和故事，使学
生和陪读的家长学到了一些学校没有

学过的新鲜而有用的东西，促进了他们
学习经典的积极性。例如，我给孩子们
编的《儿童自省歌》，家长说很对孩子们

的“症”。又如，每次上课开始，给孩子们
讲一则《圣者仪范》的小故事，学生和家
长既感兴趣，又受教益。

有些《论语》班的家长，要求开学后
利用双休日再给孩子们开日班。我正着

手准备，近期即可开课。

去五蠹 发良知
（摘自 2004 年暑假《论语》学习班结语）

我们利用暑假为大家开办《论语》学
习班，今天正好学完“公冶长第五”篇，

28 章，也正赶上学习班结束。我就以最
后这一章的内容，做个结语，供孩子们
认真思考、领会。
《论语》“公冶长”篇，主要内容是孔

子论人物和如何做人。最后一章总括了
做人最重要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人要
有忠厚、诚信的本质；二是好学。而且孔
子认为，具有忠信美质的人并不少见，
但必须经学习而后有成。正所谓“玉不

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孔子再次
强调了学习的重要。因此，我们学《论
语》，学圣人，最紧要的，一是学其“仁者
爱人，爱天下万物”的思想；二是学其好

学不倦的精神。学到了圣人之教，就为
以后的学习和成才打下了基础。

人的本性本来就具有良知良能，由
于心中有灰尘、污垢，把天性掩盖了，
所以良知良能不能充分发挥。就像镜

子照物一样，由于镜子上有一层灰尘、

污垢，就照不见物了。只有将镜子上的
灰尘、污垢擦掉，镜子照物的本性才能

发挥出来，学习就是用心这面镜子来
照物，来接收知识。如果心里有许多杂
念、杂欲（这就是灰尘、污垢）在学习时
心就接收不到知识了。因此，要将心中
的杂物擦掉，然后天性良知良能就显

露出来了。
心里的“灰尘、污垢”是什么呢？主

要就是浮躁、多欲、懒惰、贪玩、任性。只
有将这“五蠹”去掉，才能“明心见性”，

豁然开朗。
现在的儿童，身体健康，头脑聪明，

然而学习成绩并不理想。究其因，乃由

于有几大心理蔽障：浮躁、多欲、懒惰、
贪玩、任性等。故简编《儿童自省歌》，以

配合国学启蒙教育，希望孩子们天天背
诵，天天自省，日久天长，心性自然开
朗，学习自然轻松省力，效率高。

附：《儿童自省歌》（2004 年 6 月）
儿童个个在上进，家庭国家都盼好；
成才兴国有希望，心理建设最重要。
浮躁之心要平息，贪玩之心要减弱；
任性毛病要改过，不当要求要取消。

不良嗜好不可有，懒惰习气不可要；
大人之言要听从，老师教导要做到。
八条每日要反省，不良习染全去掉；
明心见性通事理，轻轻松松学习好。

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摘自 2005 年 8 月 22 日年暑假国

学启蒙班总结）

今年的国学启蒙班，分《论语》、《三
字经》两个班，总人数 60 人，办得很成

功。一方面得到了领导重视，市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张恩主任和小区居委
会都给了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选场
地、安灯、照像、发奖，都是居委会提供；
同时也有媒体界的采访和报道。（《燕赵

都市报》和《保定日报》）。
今年的办班场地选得好，宽敞、平

坦，在大门口，对小区内外的社会影响
较大，来观看听课的人很多，扩大了国

学的影响面，也扩大了小区文明之风的
影响，他们都深表赞同。可以说，社会上
对国学班表示赞同的人比四年前大大

增多了。初办班时的那些蜚语和嘲讽，
现在几乎绝迹了。

今年的学生表现好，教学成绩大，收

获多，具体如下：
1、原有（平日星期六学习《论语》）

的好学生有 9 人，他们是：王晨，舒怡，
运乃聪，王大元，徐家轩，张泽斌，商砚
博，李岩，王赫，窦梦涵。

2、新发现的好学生 9 人，他们是：何
思成，曹梦彤，刘灿，刘思明，陈国栋，王

玉婷，丁丁，索今，王松。
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有 9 个好学

生已经是很不简单了，今年又新增 9
个。现在已经有 18 个好学生。这支队伍

很可观。“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
很值得自豪。

3、有 5 个学生大大向前跨进了一

步，他们是：刘一琨（原来浮躁多动，注
意力不集中，现在沉稳多了，而且读得

好，背得好），鲁少峰（去年还在班周围
乱跑干扰，浮躁、多动，今年学《三字经》
较踏实，成绩亦不错），贺凌云（学龄前，

原来无礼貌、不听话，会也不背。现在能
在众人面前背诵和领读，而且背得又多
又好），苑启龙（原来学《论语》，读背较
困难，意思一点也不理解，现在读背较
轻松，能讲一部分含义），李平（原来读

背较困难，而且腼腆，胆子小，今年踊跃
举手背诵和领读，成绩较好，每天下课
都帮着老师拿东西，文明礼貌。）一年之
中转变好一个学生，成绩就很大，何况

今年又 5 个！提高一个孩子的气质，扶
一个孩子上正轨，家长们就高兴极了。
今年改变和提高了 5 个人，这是今年最
重要的收获。

4、有“幼苗”参与了国学班。三岁以

下的有 6 人，坚持较久的有李浩朋、贾
植伟等，（二人获“幼苗奖”），这些幼儿
都能背诵一大段《三字经》。

5、我们的国学启蒙班对社会的影响

扩大了：今年从社区以外来学的学生增
多，已经占总人数的一半。有从开发区
那边来的，有从西关、南关、北关那边来
的。特别是今年有两名农村来学的学生

（王松，张泽斌），每天由家长用摩托车、
自行车带学生来学。我们对这种求学精
神表示敬佩。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农村学
生来求学。

6、除了参加国学班的孩子之外，还
有许多未参加班的小区内外 3－5 岁的
孩子，受国学班的影响，家长们也买了
《三字经》，教孩子读诵。现在，三、五岁
的孩子，几乎都能背几句《三字经》。

开课时间 开课内容 学生人数

暑假班
7.22-8.25

每晚
7：50-8：30

《三字经》
选学

15 人
暑假班

7.20-8.20
每晚

7：50-8：30
经典选学及
《三字经》

66 人

2003 年
暑假班

7.20-8.22
《三字经》 42 人

周六班
10 月— 6 月

1 小时 《论语》选学 12 人

2004 年
暑假

7.10-8.25

周一、三、五

晚 7：50—8：40
《论语》选学

46 章 30 人
周二、四、六

晚 7：50—8：30 《弟子规》 32 人
9 月—寒假 周六 《论语》学习 15 人

2005 年
暑假

7.10-8.22

周一、三、五

晚 7：50—8：40 《论语》选学

60 人
周二、四、六

晚 7：50—8：30 《三字经》

平时周六 周六晚 《论语》 14 人

2006 年
暑假

7.10-8.20

周一、三、五
晚 7：50—8：40 《论语》

52 人
周二、四、六
晚 7：50—8：30 《弟子规》

平时周六 周六晚 《论语》 15 人

2001 年

2002 年

淫 5 年累计免费发放《论语》、《正蒙宝典》、《三字经》、《弟子规》
及自编自印教材等资料 350—400 册。

彭飞塾师在涿州文昌祠小区
开展义教活动 5年情况统计表

彭飞塾师五年来总结文字选编
文昌祠义塾首任塾师彭飞简介

1《揭匾仪式》

2 涿州市副市长刘蕴英讲话

3 义塾的孩子们在背诵《论语》

4 忠勇信义 孝敬谦诚

5 小区壁报

1 2

54

3

夏天，这里是我们的教室

二株“幼苗”获奖

老人、孩子与家长

又一批学生结业啦！

总干事、彭飞与小区家长座谈儿童教育

长征第一步

互相鼓励与支持

正心育德 人初性善

义教不辍 培植根本

总结更进

去五蠹 发良知

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2006年 10月 26日成立仪式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