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日新，从晨读起 
学堂

历来重视读

诵，早在2002

年，就曾在内

部小范围里

进行过经典

读解活动，由

总干事逄飞

主持，主要内

容为《四书》

之《大学》篇；

2003年，学堂

组织义工夜

登香山，翌晨

放声于门头

沟的旷岭上；

2003年秋，学

堂部分成员

游学贵州，每

日清晨习诵

于天地自然

中⋯⋯在更早些时候，即学堂创立之初的2001年

早春，就曾有义工专门负责在北京大学、中央民族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筹建晨读社，发动组织

晨读活动。 

2004年3月，大地春晓。3月29日，学堂正

式面向北大（何正军领读）、清华（杨树新领读）、

人大（唐鼎峰、许鹏领读）、北师大（王翠玉领读）、

北中医（刘雄、岐黄社）等首都部分高校发起并组

织晨读活动。学堂网站同时发布晨读倡议。诵读内

容统一为《四书》之《大学》篇。不久，《人大青

年》对中国人民大学的晨读活动进行了专门报道。 

2004年4月11日，在香山公园的晨读活动

开始。时间为每周四和周日上午，地点一开始在北

山道瞭望台，后移到平台，诵读内容初定为《大学》，

后改为《三字经》和《弟子规》，主要由学堂专职

杨树新、何正军组织。到2005年下半年，坚持一

年多的香山晨读活动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认同与

支持。在周四和周日的香山平台上，一到上午九点

就会有很多人主动参与到晨读活动中来，一起诵读

经典，一起交流感受，并对学堂的晨读活动给予了

积极的肯定和赞扬。香山晨读活动在群众中收到了

很好的效果。 

2004年初，学堂曾准备制订“晨读操”，并参

酌古代养生拳操等草拟了操式说明，但后来在实际

习练时感觉甚繁杂，遂未坚持。2005年，由北大

义工汪笑苏在总干事逄飞所编创的晨读操的基础

上，又根据中国古代的一些健身功法，加以适当的

简化修改而编成，现已在各高校晨读活动中逐步推

广。 

2005年初，总干事逄飞撰写“读解概要”一

文，其谈读诵方法甚为精细，并对各晨读点组织人

员进行了培训和讲解。2005年初，学堂网站开设

晨读活动栏目。 

2005年3月21日，新学期晨读开始。时春寒

仍重，枯草待荣。晨读点情况如下：北大有两个晨

读点：未名湖由何正军领读，万柳由王军丽领读；

人民大学由代超和许鹏领读；清华大学由宋建丁领

读；北京师范大学由张眉和穆西晗领读；香山如旧。

新扩展十余个晨读点，其中首都师范大学由阎斐领

读、中央民族大学由张晓明领读、北京邮电大学由

王宏梅领读、中国矿业大学由寇闯领读。 

2005年下半年，开始有河北（许鹏发起）、重

庆（丁颖发起）等省市的高校响应。 

2005年下半年晨读活动安排如下：北京大学

有两个点：畅春新园由王军丽领读、未名湖石舫由

汪笑苏领读，晨读内容是《论语》；清华大学由宋

建丁领读，晨读内容是《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由

张宇胜领读，晨读内容是《论语》；北京中医药大

学（东区）由夏金秋领读，晨读内容是《论语》；

中央民族大学由玉茂叶和陈飞领读，晨读内容是

《论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由王旭领读，晨读内

容是《论语》；中国人民大学由罗华东领读，晨读

内容是《论语》；北京邮电大学由王宏梅领读，晨

读内容是《论语》；北京建工学院由阎紫烨领读，

晨读内容是《论语》；香山晨读由专职干事王指路

领读，晨读内容是《三字经》、《论语》等。 

读 解 概 要
一、先不看二手的材料 任他怎样地名家 如

何地权威 直是接照圣贤本来面目 感觉自家原始

衷肠 着实不倒翁 一心来发露 必定务个承当契

落 相见相逢 

（自注：柔肠——用无声处——囫囵混沌—

—愚痴一些） 

二、未曾失错相携手 肝胆昆仑 真正两难得 

这个目视长久不舍 相惜相念 从前多少少梦影劳

碌 今日灰飞不待舞 可是缓提腿 轻落步 知否 

知否 且慢慢用 

（自注：肝胆——照不待言——约摸意思—

—迟钝一些） 

三、心肺脾肾 骨骼头脑 端的是要好 身板直 

躯干稳 眉目相好 挪出双脚 展放两臂 踅么着 

饶一方田地 腔子里面细观瞧 整整齐齐 行行落

落 一个敬字了得 

（自注：身体——全没话头——装束停当—

—仔细一些） 

四、勤谨供奉 庄重培养 会一时消息 点拨炉

火 周身血涌 跌跌撞撞摇摇晃晃 泛起沉渣无数 

丝丝缕缕点点滴滴 惊动未知十方 或许那个当然 

吞吐却艰难 

（自注：血脉——实不堪言——盘练一番—

—负担一些） 

五、该着隐忍 风不出墙 熔铸冶炼 淬透柔嫩

筋脉 激发由自力 不穷迭相胜 但放手 脱皮又脱

骨 洗髓还洗心 最可贵 说时迟 那时快 挣口气

足 不亏八辈儿孙 

（自注：心髓——涤弄新声——功夫开始—

—耐住一些） 

六、先发刚正 中间冲荡滞糜 铅华退去重抖

擞 雀上云天自遨游 声声相扣扣连环 天籁 天籁 

种种深浅 色色高下 春风尽收 眼底无余漏 而今

后 知天高地厚 

（自注：胸怀——调试音响——自诚而明—

—勇决一些） 

七、分而不断弹皮筋 伸缩总是自在 散长也

佳 凑短亦妙 高亢慨壮 雄浑天罗 连而不粘贯连

珠 一般喷薄 万豆爆炒不紧 滴水穿石不慢 男儿

进取 志在四方 

（自注：志气——随顺和乐——在明明德—

—取用一些） 

八、口脑胸腹身 一气走 通行以坐 以立 以

行 现得可资鉴 看观心意忘 一音响 遍演在净 

在明 在觉 所成化无量 出入根底 金刚钟罩 铁

布围裳 廓然略微模样 

（自注：立功——有些言语——亲民行教—

—厚重一些） 

九、呼吸相得书读百遍 舒手展卷其义自现 

声声入耳 字字贴心 会说会讲信美古人 能思能

想善待来者 常救死扶伤 携挽同好 自是门庭刷

洗 换尽新风貌 

（自注：立德——有个话头——立命生民—

—仁慈一些） 

十、猛觑着 屋瓦柳梢 东墙西墙 俱皆默然 

摆扑衣衫 洗足已 还至本处 至此以往 吾将有心

思 意兴 情调 吾将多体力 行持 动弹 大鹏振翅 

与天乐 万古共长春 

（自注：立言——本分生意——立心天地—

—自在一些） 

（乙酉仲春 总干事逄飞草于承泽园大雅斋） 

 总干事寄语：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这句话，正适合现在的中国，而现在的中国，也正是好读书、

好行路的时节。书，是前人心境的写照，路，是前人行走的遗存；

写照者，实有的发明，遗存者，觉醒的验证。是以读书行路以“通”

为第一义，“通”以“人通”——相见相知为第一事。 

书读通了，会从书里读出人，路走通了，会在路上见到人。有

了人，也可以说话，也可以打听。荒原古道，常见幽兰美好，和风

微雨，多少滋养发育！ 

这样子，书是越读越薄，路是越走越广，读的越发贴己，走的

越发敞亮。读不出人，是书读错了，见不到人，是路走歪了。那情

形，泛漫黄卷无非一堆的烦恼和争吵，秀木美泉总归不去的灰淡和

寥落。和谐的社会，自己不跟自己闹别扭，人和人在一处，人心齐，

人气旺；好好读书，好好行路，生命的华彩正在绽放~~~~~~ 

所以说，善护念，常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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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读活动倡议书 
人文日新，从青年起；青年

日新，从晨读起！唤醒生命的潜

质，荡涤情绪的尘污。塑造朴厚、

刚健、坦荡、博雅的人格，让我

们从晨读开始⋯⋯ 

参与，即已实现自我；快乐，

本乎生命之诚⋯⋯ 

从传统文化汲取养分，让当

下与历史贯通⋯⋯ 

    以吟哦咏唱涵育德性，让个

体与大众熔融⋯⋯ 

    春和景明，万物生发，学堂

开始组织发动高校青年学生和社

区公园居民游客，于每天早上早

起，定点进行传统文化经典诵读

活动，并带动其他社会人群参与

晨读，以此振作精神，涵养性情，

体会文化，修养身心。 

    欢迎您参与晨读！ 

欢迎您发动和组织身边朋友



未名湖晨读的做法与体会 
汪高武�笑甦 
 

这个学期由我负责北大未名湖石舫的晨读。由于初

期宣传比较仓促，所以来的人比较少。我们于是一则加

大宣传力度，在北大未名 bbs上发布帖子，在北大各教

学楼宿舍楼张贴通知；二则改进宣传海报，自己制作了

仿古风格的招贴，内容是一段《大学》，取得了不错的效

果。后来最多的一天来了二十多位同学，平常主读的时

候都有十几位。我想，有一定的规模才有效应；让更多

的人能来研习、体认传统文化，我们的晨读才更有意义。 

初期天气较为暖和，我们晨读从 6:40到 7:30，流程

大致如下： 

1.晨读操（10分钟）  

2.领读（15分钟）  

3.齐读、轮读（10分钟） 

4.自由读（10分钟）  

5.齐诵《大学》第一章收尾（5分钟） 

其中，晨读操是我们根据中国古代的一些健身功法

简化改造而来，也是在不断改进之中。晨读操的目的是

为了放松身心，调顺呼吸，有益于诵读，附带也有一个

等候迟到同学的作用。领读，开始是由我带读。读的节

奏较慢，讲究一个连绵不断，悠远绵长的风格。随后的

齐读、轮读也是这样的风格。在轮读的时候，每个人诵

读的缺点都会很明显地凸现出来，从而能取得最快的进

步。至于自由读，则随大家自己的习惯，或站立或行走，

或快读或慢咏，自然生发随兴诵读就是。最后，我们会

集合齐诵《大学》首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国

治而后天下平”，有一个收敛心神，励志抒怀的意思。 

有时候，我会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和说明，比如学堂

的情况，晨读操的来历和要领，晨读的目的，晨读的方

式等等。 

比如，晨读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知行合一。我们这边

每周只读《论语》的一篇，反复诵读，是为了争取能够

默会于心并能出口成诵，这样慢慢把论语的章句与自己

的日常生活关联起来，真正把论语融入到生命里。 

目的之二是涵养气质。之所以多花十几分钟时间在

路上、来到视野开阔风景宜人的未名湖石舫，之所以要

做晨读操，之所以读得节奏较慢、讲求悠远绵长，都是

为了开阔心胸、涵养气质，也原是为了“养吾浩然之气”。 

 晨读的进度安排，如前所述，一周一篇。一三五

主读，二四六辅读。辅读主要是复习，还有《论语》里

涉及到的一些《诗经》的篇章，我们也打印出来，大家

一起诵读咏吟。 

未名湖石舫晨读同学在做晨读操 

随着同学们的进步，我们也在不断地改进晨读。 

十月份后天气转冷，我们把晨读时间改为 6:50 到

7:30，这样少了十分钟，时间就紧张了不少，因此晨读

内容也就调整压缩了一些，比如自由读缩减为五分钟。 

至于晨读方式，都有了改进或者附加版： 

领读：除了由负责人带领，还会请读得不错的同学

出来带读。后来，在读《论语》五六篇的时候，我们还

采取了领选读，就是大家不看书本，领读的人挑选论语

中最精华的章句，带领大家背诵着齐读。 

齐读：除了平常的慢速读，还尝试着加快读。 

轮读：除了正常轮读，还有唱和读。就是说某人轮

读某一章的时候，其他同学除了心中默念、细细揣摩之

外，还可以随兴之所发，诵而和之。 

后来应同学要求，从第三篇《八佾》开始，我们都

作一些简单的讲解和疏通。参加晨读的同学还提出了不

少建议，使我感觉到，晨读一方面是研修，需要有一种

反复琢磨的拙诚精神，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形式的多样化，

让大家体会到晨读的乐趣，这样才能做到文质彬彬，相

得益彰。 

后来，随着我们读过内容的增多，我们采取了不少

新的形式。比如游戏“随口诵”：大家围成一圈，轮流随

口背诵论语里的一段话，可以要求跟“仁”、“义”、“礼”

等某个字有关，不能拖延太久、不能有错误、不能重复

前人，否则就要受罚，比如头顶《论语》之类的。大家

玩得都很开心，不知不觉中寓学于乐。 

    晨读几个月下来，我感触比较深的就是： 

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管怎样，只要不

断地加以改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晨读最终都会

做得更好。 

二、有教无类。参加晨读的同学来源很广，有本科

生、硕士生、博士生、留学生、自考生、工作人士等等，

年纪悬殊也较大，性情各个不同，学识积累也有多有少，

也各有所长和各有所短，开始在晨读上未必能磨合得很

顺利。但只要大家抱着一颗认同晨读、认同传统文化的

心，就能逐渐做到不同而和。负责人也应该多方面考虑，

做到来者安之。 

三、教学相长。学堂的晨读活动开展一年多了，我

以前也只是陆陆续续参加过一些，这次我来负责北大未

名湖石舫上的晨读，除了组织活动，还要领读、讲解，

这样，或多或少掺有了老师的身份，要求也就提高了。

在做事的过程中，在与同学相处、共同学习的过程中，

使我的心性得到了锻炼，十分感激！ 

晨读还在进行，“德不孤，必有邻。”我希望大家能

够多多交流，共同进步。并祝学堂的晨读越办越好！ 
  

与圣贤交谈 
 

张宇胜  穆西晗 
 

自从每天晨读以来，感想颇多，由于思路很杂乱，

今天得以整理以资后用。 

在准备读书时，首先一个问题是书籍的选择：当今社会我们每天接受大量的信

息，但有哪些是对我们的做人和生活是有用的呢？或者对我们的精神的提升有所帮

助？我们选择古文中历代以来公认的经典。因为她包含有丰富的内涵，是古人智慧和

阅历的结晶，并且是经过大家反复读诵检验过的。相反现代的一些文章由于白话文的

原因，字词很多，但有用的信息含量不大，而且没有经过千百年的筛拣，可靠性和普

适性不大，还有，相对冗长的篇幅在早上短暂的时间内不太宜诵读。所以我们选择了

四书五经（如《大学》）以及道家的《道德经》和其他经典。 

再来说说读书过程中的一点点体会。每天早上起来，迎着朝阳，感受清新的空气，

听着鸟儿的欢叫。走在去读经的路上，自然感觉无比爽意，一幅美丽的画迎来了每天

的开始，使我充满舒畅愉悦的心情过好每一天。现代人的烦恼越来越多，很多时候是

逐渐远离大自然，远离心灵的清澈所造成的，虽然学校环境难以比上野外的自然，但

是也让我感到一种生命的欢聚——我不是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我是自然的一部分，也

是构成环境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其乐也融融。读书也是在读自己。 

每天早上读书，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身体锻炼，读书可以锻炼我们的呼吸。人的

生命在呼吸之间，呼吸的缓慢、平急和深长对我们的身体影响很大。由于坚持晨读，

可以使我们的污浊之气通过读书进入大自然得以净化，从而神清气爽。不但身体更加

健康，而且我们更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完整的不再是被分割的人。我们从经典

中知道我们文化的根，也惊讶地发现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其实古人也碰见过，只是

形式和外表发生变化，实质还是一个，从而得到处理同类事情的智慧。而且每天都读

的话，相当于每天我们都与圣贤们交谈，聆听教诲。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无

形中我们的气质和身心以及思维方式都在发生变化。 

长期坚持读书，本身就是一个意志的磨炼过程，对自己的毅力是一个很好的培养。

一个人成就一段人生或者事业，没有坚强的意志是不行的。所谓滴水石穿，就是讲的

像水一样的韧性和持久性，方能成就大业。除此外还可以使白天的时间变得更长，从

而完成更多事情。还可以督促我们早睡早起，改变大学生熬夜的不良习惯，有利于健

康。另外从我们地理学、资源学者方面来说，一清早就开始做事可以少用很多的电，

节约能源，减轻环境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早上坚持读书真是一件有趣又有意义的事情，希望大家都能在清晨读

一会书，我保证它会带给你一种新的体验。 

“为什么要晨读？” 

“没有什么可问的，早起去读就是了。” 
 

罗容海 

记得从前看迪斯尼动画片《狮子王》里有一句很感人的话，旷野上，星空下，辛

巴的父亲对辛巴说：“你看那些星星，过去那些伟大的君王，从上面的星星上看着我们，

所以每当你寂寞的时候，要记得那些君王永远在那里指引着你，还有我也是。” 

当时我情愫一阵震动，随即又回到了现实的平乏之中。然后我浑浑噩噩地过了大

学四年。没有一点火花和激动，学业也是差得可以。 

如今，我真地看到了那些星星，那些在我孤独的时候指引我的先王们，那些在五

千年的岁月中指引着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圣贤们，在这没有星星的北京城，在这只有

朝阳的清晨中，他们让这喧闹污浊的都市离我远去。 

清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在晨光中打开了书，大声地朗读，“子曰：学而时习之，

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暴虎

冯河，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不

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暮春者，春服即成，冠者

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乐

以天下，忧以天下。”“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得道多助，失

道寡助。” 

每一次的朗读，都是和古人的一次长久而亲切的对话，尤其是读到忘情处，不由

得手舞足蹈，真是觉得自己犹如身着轻衫宽袍，素冠麈尾，与圣贤坐而论道，而孔孟

犹如就在眼前，那种感觉真是“如沐春风”。 

“如沐春风”的感觉并不易达到，在更多的时候我以“同情默会”的精神去体贴

古人之言：言之合乎古今者，大哉其言，无得而称焉；言之合古不合今者，亦会其精

神，感其务实；言之不合古今者，亦推其本心，究其本源。有些话语，在当时不是很

重要，但却是现在的警世之言，如《论语》里“不时，不食。”“厩焚。子退朝，曰‘伤

人乎？’不问马。”《孟子》里“数楛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

材木不可胜用也。”“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等等，正是现在极力提倡的自然

主义、环境保护、人道主义等的最基本奥义。与这些原创的伟大的圣贤之言对话，怎

能不让我们豁然开朗，怎能不让我们欢欣鼓舞。 

当然也有很多时候，我还停留在字词句的表面层次，根本还谈不上“如沐春风”

或者“同情默会”，每每一个生僻字的音形义就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记熟。这时我们

是在付出，是在跋涉，是在摸索，这种过程是痛又快乐着的。痛在自己的朗读断断续

续，磕磕绊绊，意思半懂不懂；快乐在想着自己再念一会就要到达那种行云流水，风

卷云舒的豁朗状态。而经过一两次甚至三四次的生涩，到达那种一泻千里了无挂碍的

状态时，那种如释块垒的感觉让人如饮美酒。 

至于早上起来感受天地的浑厚气息，感受万物的盎然生机，与朋友共同体会身心

的自在与畅达，这些点点滴滴“润物无声”的快乐更是难以言说。 

与圣人言，底气日足，内涵逾深；于晨时读，神采日好，自信逾强；与朋友共，

其乐融融，清明在躬。 

谢谢北师大一耽同仁。 

向着孔子读 



 

晨读做法与体会 
 

□北京大学  王军丽 

 

时间：早晨 6：40——7：30（还可

以提早一些） 

地点：视野开阔，相对安静，同时最

好是多植草木之所 

人数：10人以内；若超过 10人，便

分成两个小组 

队列：领读与轮读时，围作一圈；齐

诵时，可围作一圈也可整齐排列 

读诵之始：由晨读负责人领做晨读操

（七八分钟时间），放松身心，调匀呼吸 

对于新加入读书活动的同学，晨读负

责人简单告以注意事项：站立要挺胸拔

背，读书要字正腔圆，语速缓慢 

读诵方式： 

①领读：领读人以句读为界先读一

句，其余人跟读一句。 

领读这种方式在晨读活动开展之初

多用，在跟读过程中大家会渐渐谙习学堂

诵读之法。 

②轮读：第一人读第一段，第二人读

第二段，依此类推。因为围作一圈，既可

以以顺时针方向也可以以逆时针方向 

轮次。 

轮读也可以伴随领读：第一人读

第一段，其余人跟读第一段；第二人读

第二段，其余人跟读第二段：依此类推。 

轮读还可以加入唱和的方式：一

人读诵，读至某处，若听读的人兴起即

可与之唱和。此种方式已用于多次诵

读，对文本相当熟悉之后。（汪笑苏在

未名湖领读《论语》始用此法） 

③齐读：用于大家都熟悉文本，

并且诵读语调与语速较为一致时，也多

用于一次晨读活动之结尾。 

另外，还有一些量化指标作参考：

每天晨读的内容控制在 1000字以内，

可采用不同的诵读方式反复读两三遍；

语速缓慢，诵读相同内容，我们所需时

间是大家习见的读书方式所需时间的

三到四倍；在一周内诵读相同内容，例

如：在一周内每天读《论语》的同一章。

不求快求全，求“我之喉舌即为古人之

喉舌”，求浃洽于胸。 

 

一耽学堂大学讲座总览（六） 
序号 时间 地点 主讲人 讲座题目 

68 4月 2日 北京师范大学 陈瑛 谈孝道 

69 4月 10日 北京大学 秦序 传统在召唤 

70 4月 15日 清华大学 周桂钿 儒学批判以后的反思 

71 4月 22日 北京大学 汤翠英 陶行知的人生历程及教育思想 

72 4月 23日 北京师范大学 秦序 传统在召唤 

73 4月 24日 北京师范大学 张天彤 中国民歌欣赏 

74 4月 24日 北京师范大学 汤翠英 陶行知的人生历程及教育思想 

75 5月 29日 北京大学 张维波 经络与中国传统文化 

76 6月 2日 北京师范大学 李宝臣 清末礼仪与京师文化 

77 9月 26日 北京邮电大学 逄飞 国学与青年 

78 9月 28日 北京师范大学 凌孜 成立中华万姓先祖纪念堂的意义 

79 9月 29日 中国人民大学 梁培宽 儒学与生命的学问 

80 10月 26日 北京大学（与耕

读社合办） 

蔡礼旭 走好青春每一步 

81 10月 28日 中央民族大学 任文利 晚明大儒王心斋与泰州学派 

82 11月 2日 中国人民大学 何光沪 生命与信仰 

83 11月 3日 北京师范大学 龚鹏程 晚明大儒黄宗羲 

84 11月 3日 北京邮电大学 杨汝清 传统离我们有多远 

85 11月 4日 北京大学 李宝臣 京师礼仪文化第一讲 

86 11月 5日 清华大学 林中鹏 更新科学思维，光大原创文明 

87 11月 9日 清华大学 董光壁 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与中国古代自然观 

88 11月 10日 北京师范大学 王志远 智慧与人生 

89 11月 11日 北京大学 李宝臣 京师礼仪文化第二讲 

90 11月 16日 北京大学 杨勋 智慧的人生 

91 11月 17日 北京师范大学 何怀宏 时代与永恒 

92 11月 18日 北京大学 李宝臣 京师礼仪文化第三讲 

93 11月 23日 清华大学 杨立华 张横渠四句教 

94 11月 24日 中央民族大学 张践 儒家礼乐文化的社会价值 

95 11月 25日 北京大学 李宝臣 京师礼仪文化第四讲 

96 12月 2日 清华大学 彭国翔 儒家传统身心修炼及其治疗意义 

97 12月 2日 北京大学 李宝臣 京师礼仪文化第五讲 

 

一耽学堂小讲座总览（五） 
序号 时间 地点 主讲人    题目 
32 3月11日 学堂会议室 杨克明 中西文化与哲学思想 

33 3月13日 学堂会议室 柳春蕊 唐诗欣赏系列 

34 3月 19日 北京大学理科 2号

楼七楼 2736房间 

薛钜夫 中医原典学习：《伤寒论》 

35 4月 9日 学堂会议室 张永儒 我的生命历程 

36 5月 14日 学堂会议室 王元五 《诚明录》学习 

37 5月 21日 学堂会议室 张祥龙 中国传统文化衰落原因探讨 

38 5月 28日 学堂会议室 杨汝清 《幼学琼林》学习 

39 5月 29日 学堂会议室 王瑞昌 《孟子》学习体会 

40 9月 4日 一耽学堂柿园 梁培宽 我的父亲对我的影响 

41 9月 11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墨镕 书法艺术欣赏 

42 9月 12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张祥龙 老子之道 

43 9月 19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逄飞 做事的学问 

44 10月 22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凌孜 佛法与人生 

45 10月 29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林中鹏 我的科学观 

46 10月 30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徐晓 漫谈人生 

47 11月 2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彭飞 我的国学教育之路 

48 11月 5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凌孜 如何落实《弟子规》 

49 11月 6日 北京邮电大学 徐晓 我与《半世为人》 

50 11月 12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龚鹏程 漫谈中国文化 

51 11月 19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邹昌林 中国古代礼仪文化 

52 11月 20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梁志学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 

 

一耽学堂师长讲学总览（一） 
序号 时间 地点 主讲人 题目 

1 10月 8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牟钟鉴 《论语》第一讲 

2 10月 15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牟钟鉴 《论语》第二讲 

3 10月 22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牟钟鉴 《论语》第三讲 

4 10月 29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牟钟鉴 《论语》第四讲 

5 11月 5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牟钟鉴 《论语》第五讲 

6 11月 12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牟钟鉴 《论语》第六讲 

7 11月 19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牟钟鉴 《论语》第七讲 

8 11月 26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牟钟鉴 《论语》第八讲 

9 12月 3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牟钟鉴 《论语》第九讲 

10 12月 10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牟钟鉴 《论语》第十讲 

11 12月 17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牟钟鉴 《论语》第十一讲 

12 12月 24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牟钟鉴 《论语》第十二讲 

13 12月 31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牟钟鉴 《论语》第十三讲 

14 10月 15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李景林 《老子》第一讲 

15 11月 19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李景林 《老子》第二讲 

16 10月 14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明影（河

北 赵 县

柏林寺） 

明末四大高僧系列讲学第

一讲：憨山大师（一） 

 

一耽学堂青年讲学总览（一） 
序号 时间 地点 领学  题目 

1 9月 18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王瑞昌 《孟子句读》第一讲 

2 9月 25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王瑞昌 《孟子句读》第二讲 

3 10月 9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王瑞昌 《孟子句读》第三讲 

4 10月 16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王瑞昌 《孟子句读》第四讲 

5 10月 30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王瑞昌 《孟子句读》第五讲 

6 11月 6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王瑞昌 《孟子句读》第六讲 

7 11月 13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王瑞昌 《孟子句读》第七讲 

8 11月 20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王瑞昌 《孟子句读》第八讲 

9 11月 27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王瑞昌 《孟子句读》第九讲 

10 12月 4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王瑞昌 《孟子句读》第十讲 

11 12月 11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王瑞昌 《孟子句读》第十一讲 

12 12月 18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王瑞昌 《孟子句读》第十二讲 

13 12月 25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王瑞昌 《孟子句读》第十三讲 

14 11月 6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任文利 《大学句读》第一讲 

15 11月 13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任文利 《大学句读》第二讲 

16 11月 6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张佳 《弟子规》修习 

17 11月 13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王军丽 《弟子规》修习 

18 11月 20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李忠明 《弟子规》修习 

19 11月 27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杨汝清 《弟子规》修习 

20 12月 4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穆西晗 《弟子规》修习 

21 12月 11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李海燕 《弟子规》修习 

22 12月 18日 一耽学堂小讲堂 曾汉良 《弟子规》修习 

 



 
2005-1-1至 2005-1-3 

学堂组织义工及社会朋友前往河北赵县

柏林禅寺参加“禅七”活动，体会佛家文化和

修行方式。

 
2005-1-28 

专职干事唐鼎峰从学堂开始经河北至山

西五台山，共行脚八天。 
2005-3-4 

学堂荣获北京市首届十大志愿团体（个

人）提名奖。 
2005-4-16 

学堂组织各校义工北京八大处踏青（参

观、诵读等）。 

2005-4月下旬 

总干事赴天津体育师范学院求实弓道馆

向日本老人内藤敬先生了解日本弓道发展和

具体程式。 
2005-5-20 

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教育学院师生一行二

十人来学堂访问。 
2005-6-5 

总干事受邀出席北京奥组委和北京市委

宣传部等举办的“志愿服务 人文奥运”论坛

并做专题发言《人文奥运、志愿服务与和谐社

会》；《参考消息》引德国《时代周刊》发表《中

国小心翼翼回归儒学传统》对学堂进行了报

道。 

2005-6-8至 2005-6-24 

总干事先后前往河南信阳、湖北武汉、广

东广州三地开展传统文化交流讲学和公益运

做模式推广工作。 
2005-7-14 

学堂邀请余敦康、杨克明、李景林、李宝臣

等顾问、学者以学堂的实践经验为主线，就目

前文化现状和民间主体生发、公益承载落实等

座谈。 
2005-7-27 

台湾王财贵先生、马来西亚钟积成夫妇访

问学堂，与总干事就目前大陆文化教育的宣传

理念和运做模式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和交流。 

2005-8-1 

由徐云飞教授的暑期义务儿童书法小组开

课。 
2005-8-28 

学堂首次在承泽园十号挂匾。 
2005-8-30 

学堂确定三位总干事助理（郝光明、郭

玉闪、杨汝清）辅助学堂日常及部门工作。

 
2005-9-28 

学堂组织义工前往北京孔庙瞻礼孔子。 
2005-10-7 

学堂组织义工前往河北涿州三义庙参学

交流。 
2005-10-23 

学堂组织各校义工四十余人秋游箭扣古

长城。

 
2005年 11月下旬 

由学堂图书室编辑的“王凤仪伦理思想文

从”之二《笃行录》正式出版发行。 

2005-11-27 

由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处与一耽学堂风雅颂唱诗社共同主办的“天地祝福——一耽学堂成

立五周年庆典义演”在国家图书馆音乐厅隆重举行，包括姜嘉锵、邹本初、吴钊、王海涛等著

名艺术家在内的 800余名社会各界朋友相聚一堂，为学堂所从事的文化公益事业表达了真诚的

祝福与积极的支持。 
 

一耽学堂乙酉年优秀义工名单 

（一） 教学义工 

 
（二） 事务义工 

陈于文、于思群、高丹阳、徐云飞、徐群、曾汉良、腾

汉昱、骆申升、李泽、郑继承、郭琪儒、张之峰、曾英、寇

创、代超、张晓明。 

一耽学堂周二义诊通知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一耽学堂决定在每周二下午2：30到5：

30在学堂（北京大学承泽园平房 17号）开展义诊活动，一方面为

学堂义工与关心学堂的朋友提供健康服务，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义

诊的形式润物无声地让更多的人体会到中医学的价值与特色。愿我

们的行动能为社会带来切实的益处，也为中医的振兴尽一份力。 

一耽学堂周二义诊从乙酉年立冬后的第一天（周二）正式开始，

即2005年11月8日。凡学堂义工、学堂捐助者、关心学堂的朋友

以及其亲戚朋友皆可前来学堂就诊。由于名额有限，有意就诊者需

提前向学堂周二义诊联络人王勇报名。王勇联系方式如下：1、宿舍

电话：52763215；2、学堂电话：62758431；3、王勇邮箱: 

wangyong.2004@163.com ；   4 、 学 堂 邮 箱 ：

yidanxuetang@yahoo.com.cn；欢迎大家参加。 

                                      一耽学堂义诊处 

师长论学 

 
 

2005年 7月 14日（农历二〇〇五年六月初九），学堂邀请余敦

康、杨克明、李景林、李宝臣等顾问、学者以学堂的实践经验为主

线，就目前文化现状和民间主体生发、公益承载落实等话题进行了

座谈，并与学堂义工进行了交流。与会顾问、学者们强调，中国传

统文化的复兴要依靠民间文化的复兴、民间学术的复兴。在中国历

史上，民间文化学术是高于官方文化的。但上世纪以来，我们的民

间学术文化失去了生存空间，全是官方的学术文化。由于政治生活

代替了整个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人们就疏于民间文化的建构了。

但是，只有民间文化有了活力，有了创造，传统文化才有复兴的可

能。中华文明的复兴，光有经济腾飞是不够了，应有文化的孕育和

兴起才能真正成功。不过，文化的孕育过程是需要时间的，现在民

间学术的建构应是孕育的过程。 

学堂工作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