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个体精神的健全发展。

经典教育渗透在个体成长的教育历程之中，其

中最重要的阶段是大学，大学必须越过现实的功利

而怀抱一种古典情怀。大学教育的古典情怀意味着

大学要悉心守护经典，亲近古代经典。世俗生活往往

是急功近利的，而大学就应该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

来观照时代与社会，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以古典情怀

来守护我们生命的家园，而不是简单以现实需要为

依据。在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学派所倡导的细读经

典，可谓开启了一种用古典资源滋养精神血气的重

要的大学教育方式，这对于越来越心浮气躁的现代

人之心智历练，无疑大有裨益。大学应该切实加强经

典教育，增加经典阅读与解释的课程，大力扶持经典

阐释方面的研究与教学。

正如沈从文对“希腊小庙”的悉心守护：“我想造

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

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

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经典阅读的意义

不在经典本身，而在以经典激活优良的人性，人的健

全发展才是经典阅读的根本目的。这意味着我们既

要重视经典阅读，但又不能把经典阅读反过来变成

个体生命的负担，而是要变成生命积极成长的精神

滋养。最好的东西也不能强加于人，我们不能动辄摆

出非经典不可的态势，以经典压人①。经典教育也需

因材施教，因人而异，而非以标准化的方式强加给每

一个人。不仅如此，强调经典教育的重要性，决不意

味着经典教育就是一切，经典教育本身不应该成为

个体成长的圈隅，而是要成为个体积极面对时代和

社会的精神滋养。换言之，我们需要倡导个体在经典

阅读的过程中直面时代与社会，以全面孕育个体理

性，人格的健全发展需要理性的操持与时代生活的

历练。

经典阅读绝非固守经典，而是在回望中甄定人

类生活的方向，滋养时代的精神底蕴，为当下个体生

命的发展重新寻找到内在的起点，不断地回归人之

为人的原点。倡导经典阅读，并不是为了寻求精神的

蜗居，而恰恰是为了精神的独立，为了健全生命的孕

育，为了现代文明围裹中的个体生命的质朴与丰盈。

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言，“上升与下降之路是同一条

路”，看似回归、下降的路，难道不是向前、上升的路?

注释：

①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中小学里慎提国学经典教育，儿童接

近中国古代经典，可以更多地以游戏的形式进行，一旦上

升到“国学”的高度，就很可能导致对学生选择性地抑制，

增加儿童在“国学”面前的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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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教育三题

董云川1，周宏2

(1．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讲师，博士)

一、经典教育之应当

工具，从刀耕火种的“刀”、结绳记事的“绳”，一

直到4核6核乃至N核(N)的计算机，无一不是人

之器官功能的延伸。随着“装备”的不断升级，人改造

自然、创造世界的活动和成果也不断升级。然而，人

的器官外化延伸也不可避免地催生着人的分化与异

化。渐渐地，现代入在工具的泛滥与失控中积重难

返，只得不断饮鸩止渴，直至完全迷惑自我、迷失在

人一手造就的纷扰与喧嚣中。

传统经典文本的诞生及其魅力恰恰位于人类

“迷思”而未“迷失”之际，彼时人们沉浸在人与世界

关系的迷思中不能自拔，虽然世界对于人来说是未

知的，但那未知的世界尚以相对原初的样态存续着，

并未遭受过人类无节制的鲁莽异动而面目全非，人

的世界与自然世界之间还没有如今这样过多的阻隔

和遮蔽，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反思和追问能够得以在

朴素、简单的基础上开展；而人一旦迷失于自设的困

局，反而无法更透彻地反观自身以及与世界的关系。

现代人并不曾停止和放弃对意义的反思和追

问，但终不得自拔于虚无与迷惘的困扰，这些困扰源

于表象相对于真相的片面一致或似是而非。人们在

对“伪真相”和“现象真实”的追求中更加深陷于迷醉

和无助。在这个意义上，来自古典世界的经典文本堪

称为人类守候着暗夜里照亮回归精神家园之路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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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为现代人放飞失重的灵魂点燃归途的发动机。

二、经典教育之误区

经典教育的价值为教育家所洞悉，这是教育之

幸，也是学子与社会之幸；但经典教育的形式，一旦

被教育事功地利用起来，也就难免会滑向它的反面。

教育是育人的事业，“成人”是教育的宗旨。但

“成人”如若沦为事功的靶子，那么这种急于求“成”

的教育仍然无法脱离“制器”的命运，只不过这一次

“制器”的模子是按“成人”来打造的，是更隐秘的“制

器”而已。须知，成“功”不可教，成“人”尤未可。

教育欲“成人”，需要启发教育对象“为人的自

觉”，这一自觉至少包括对“人”的追问与“作为人活

着”的强烈意愿。树立“为人”的意识、了解“为人”的

意义、明确“为人”之道、持守“为人”之志⋯⋯在以上

“身为人”、“作为人”、“如同人”的各个环节中，个体

对自身为人的价值觉悟尤其关键，对人及人生的意

义追问十分可贵，觉悟和追问一方面离不开社会成

员身体力行的反思活动，另一方面经典阅读对主体

而言无疑是需要的和必要的。经典文本跳过意识形

态的“主义”和社会发展的“阶段”，贯穿于全部人类

社会历史、覆盖所有具体社会形态的“共同”中，去拯

救、发掘、传递和支撑着人类文明生生不息一路走来

的精神力量。

教育能否“成人”，依赖于在社会成员那里是否

发生了“为人”的自觉及其觉悟程度，“自觉”和“觉

悟”都是无法教的，而经典恰恰蕴含着这种无形的力

量，同时具备发人深省的客观作用。在经典阅读中，

读者作为主体存在，经典成为有而不在的干预要素，

使得读者在自主的选择和自愿的认同中接受文本所

承载的人类思想的结晶和文化的精髓。在形式上，这

是一个读者自我教育的过程，究其实质，同时也是一

场来自杰出心灵的教化演讲。

这样一来，采取经典教育形式就无法不面对一

个现实：“觉悟”这个东西跟“潇洒”一样，越故作越远

离。如若被形式绑架，那么经典教育的效果至少是大

打折扣的。既然经典教育的效果需要在潜移默化中

达成，大张旗鼓地推行经典教育并不妥当，那么经典

教育中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在恰当氛围中的融和就显

得极为重要。反过来，那个恰当的氛围更为重要：教

育活动双方关系的氛围、教育组织的氛围，乃至社会

的氛围⋯⋯比如，在一所学校中创设恰当的气场，校

长、教师、学生具有自觉追求觉悟的价值共识，那么

就容易形成经典教育共同体，学生对追随经典文本

中的“大道”乐此不疲；反之，经典文本非常容易沦为

灌输“大道理”的工具和幌子，学生由于排斥这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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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了的说教，反而与经典所揭示的真理和正义的

内容擦肩而过或从此心生罅隙。

三、经典教育之难题

经典发自伟大心灵，更源于杰出先进们所处的

伟大时代和适宜的社会发展状态——而伟大的时代

和适宜的社会无疑体现着人类历史中孕育宏才大略

的可能；所以，经典标志着人类思想可能的高度和已

达到的水平。经典凝结着人类思想的最高智慧，经典

文本和经典阅读可以作为教育的元素为教育所用，

经典教育体现着教育价值自觉和教育行动智慧；同

时，经典经由伟大心灵的折射而展现人类思想的高

度和大成，其价值和意义无疑又高于和广于任何具

体教育活动本身。经典教育的意义不仅止于选择性

地在社会成员思想中建立特定观念和认知，经典阅

读对于个体的意义也绝不仅止于成全自我，至少要

超脱个体的肉身及其感受、心灵及其状况而达至人

性的层面和高度。

鉴于以上原因，经典教育的难题至少有三：

难题一：方式和形式。因为对自我的意识、对自

我的认知以及自我一致性的保持，可以在不同境界、

不同水准下实现，而经典教育期许的“自在”是以“自

觉”为基础的，“自觉”又显然以觉悟为指向。为实现

使命，经典教育无法绕过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以

恰当的方式引导教育对象对生命和生活的自觉，激

发他们追问和反思的热情，促成自觉觉悟的主动。不

恰当的方式则很容易使“引导”、“激发”和“促成”转

向自身的对立面。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教育行政决策

作为推动，还是在恰当氛围下教育组织各主体平等

自主地参与和开展?是以考试考核的方式加以检测

和督促，还是在兴趣和自主意愿的原则下将阅读经

典内化为主体的学习和生活方式选择?

难题二：内容的甄别。经典教育一旦以正式的形

式出现在教育中，其操作必然涉及经典书目厘定的

问题。即使对“何为经典”、“古、今、中、外是否都应有

作品在经典书目之内占有一席之地”的问题存而不

论，仅就中国古代经典而言，梁启超先生和胡适之先

生两位国学大儒之间就发生过《国学入门书要目及

其读法》、《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之于《一个最低限

度的国学书目》、《实在的最低限度书目》的笔墨官

司。对于广大学者和普通读者而言，经典评定和遴选

更是莫衷一是的难题。

难题三：师资的遴选。经典教育虽与单纯“说

教”、“讲授”不可同日而语，但执行中始终离不开具

有一定视野和高度的师者加以点拨。俗话说“经师易

得，人师难求”，经典教育不是读经教学，它要求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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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经师”的技艺，又要有“人师”的资格，所以经典

教育教师的遴选又成为实施经典教育的又一难题。
而当下“经师”的介入，完全有可能诱发不同的价值

取向，将“本经”念成“歪经”，把“庄子新解”变成“庄

子曲解”，一番“戏说”之后，真经难免“悲剧”了。

回到经典回到“我”
林少敏

(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

在各种时新的出版物乃至电子读物、视频充斥

书店和网络的时代，经典教育似乎意味着“不识时

务”。熟读《西游记》不如脱口而出《大话西游》的台词

显得时尚，《伊利亚特》、《奥德赛》相对《哈利波特》来

说显然out，于丹《论语心得》的普及取代了对《论语》

本身的阅读⋯⋯的确，经典总是和“过时”相联，它总

是在物理时间的“过去”领受着自己的灯火阑珊。《理

想国》倡议的等级秩序与现代大众的平等诉求完全

不是一个理想；亚里士多德“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早已被“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经济动物”所取代，

不仅如此，现代人还相信人是天生的各种动物；莎士

比亚笔下形象猥琐、贪婪悭吝的高利贷者早已华丽

转身为令人艳羡的“成功人士”；康德的道德律令充

满着18世纪的陈腐气息，卢梭的《论科学艺术是否

有伤风化》在N次科技革命后一看标题就荒唐得令

人捧腹，而作为古代中国人金科玉律的孔孟之道更

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和君主专制的帮凶⋯⋯

时潮裹挟着大众马不停蹄地奔向那些看起来确

定无疑、简单明白的目标，在这样的奔竞之途上有许

多“成功”的榜样和指导人们“成功”的教义在实施着

现代教育，并倡导着各种“创新”。人们往而不返，少

有人还愿意聆听“过去”的教诲。诚如黑格尔在《哲学

史讲演录》的开讲辞所言：“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

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

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

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

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些较高

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因为世界精神

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

身。”[1]然而，一个浅薄的时代无法提供足够的脚力，

于是“发展”就显得步履蹒跚甚至形迹可疑，有时，在

某种意义上，更像倒退。它常常以背弃“过去”的方式

印证了经典的教诲并没有成为过去。

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正是由于它是过去的产

物——时间的产物。生命是绵延，人是时间存在物。

作为时间刻度的不是钟表和日历，而是以各种样式

经典化了的人类存在，标识着人类成长历程的关键

步履，绵亘于时间中，勾勒出我们的来路，暗示着我

们的去处。如果人在时间中的存在是指“可以无限完

善”的存在，那么，经典的首要意义就在于为尚不完

善的人类提出问题。这些问题重要到没有哪一代人

无须面对和回答，这些问题又困难到没有哪一种回

答是一劳永逸的答案。

柏拉图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他设想了一个等级结

构的城邦，而是围绕何谓正义问题对人类洞穴状态

的提醒。直到今天，尽管人类一再地陷人一个又一个

洞穴，尽管光亮从未照彻洞穴，但是借助柏拉图的提

醒，我们尽力地辨认着洞壁上的幻影。

亚里士多德“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实际上提出

的是：在安于自然动物和成为自由的人之间、在通过

暴力还是通过言说(说服)之间，“何为属于人的政治

(城邦)生活?”尽管何谓自由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聚讼

纷纭，尽管人的自然与人的自由如何取得平衡一直

是个难题，通过暴力的政治与通过言说的政治至今

也未能完全相互说服，但是，人类的政治生活正是沿

着这份接连不断的问题的清单，日益远离政治的动

物性。

处于现代性之初的《威尼斯商人》直到今天仍然

无比犀利地逼问着金钱与人性、货利与人道之间的

关系。它既是人世间爱恨交加的古老剧目，更是以市

场为轴心的当代生活的焦点话题。利益追求的正当

性(ri91lt)与利益分配的道义性(justice)之间难解的

纠结，从一开始就贯穿于资本时代的主要争执，贯穿

于同样经典的斯密、马克思、哈耶克、罗尔斯、诺齐克

的著述中。

同时，尽管莎翁明显厌恶夏洛克的贪婪和卑鄙，

但经典作家“理智的诚实”使他不得不面对构成夏洛

克悲剧背后的种族和宗教歧视问题：“难道犹太人没

有眼睛、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

性?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能受同样的武器伤害，

同样需要医药治疗，冬天会觉得冷，夏天会觉得热，

跟基督徒一样吗?”(《威尼斯商人》第三幕，第一场)。

这个多少也污染了莎翁本人的问题最后恶化为令人

发指的当代反犹惨剧，对它的反省不仅推动了犹太

复国运动，而且在广义上启发和推动了种族平等运

动的进程。

莎士比亚时代就开始的德福两难问题，突出地

成为康德道德哲学的问题意识所在，康德为了弥合

二者间的鸿沟作出了最为卓越因而也是最为经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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