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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大爷年近古稀，一头密密

的短发，外出时喜欢戴一顶运动

型的帽子，显得很年轻。他喜欢

穿对襟的衣服，总干事逄飞送他

一件贵州土布的褂子，逢到有高

兴的事他总要拿出来穿上，而且

把扣子一丝不差地扣上，在三伏

天也是如此，再配上一双自家做

的老式布鞋，紧凑干净，一看到

他，就让人想起一个词———“利

落”。他个子不高，走在人群中，

你很容易忽略他，但回到小区，

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居民亲切地

向他问候。虽然他被誉为“现代

中国义塾第一人”，但他身上没

有丝毫名人的痕迹，而是处处透

出一股朴素平实的气息。

两次涿州之行给我留下了

太多的回忆和思考。我常常想，

十年如一日的学习，五年多无间

断地教化，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

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一遍遍

地翻着和彭大爷聊天时做的速

记，一遍遍地听着彭大爷上课时

的录音，慢慢地，我似乎明白了

一些……

不诚无物

彭大爷早先是一名气象员，

在气象站干了近三十年，后来又

去组织部工作了好些年。他一直

很喜爱学习。在 1960 年，当他看
到老百姓挨饿受苦，心中很难

过，于是买了很多经济类的书

籍，诸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等，一心希望能掌握政治经济学

为国分忧、为父老乡亲解除痛

苦。可一读起来，感到很艰涩，

读了一阵子，也没能理解多少，

最终只得半途而废。随着对现实

思索的深入，彭大爷又爱上了哲

学。他买了马克思的一些著作、

恩格斯的《自然辨证法》以及列

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

书如饥似渴地阅读。除了看哲学

书，他还阅读了一些心理学、社

会学的书籍。

在即将退休之际，他对自己

的前半生进行了总结。由于早先

对人生没有一个整体认识，再加

上生活在一个激情如火的时代，

大家都抢着赶任务，争上游，搞

评比，还不断开会，这就耗去了

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六十年岁

月，四十多年工作，几十年忙忙

碌碌下来，这一回头看，他深感

过得太空，自己积淀不多。虽

然多年来自己读书不少，可一本

书读 下 来连 百 分之 十 都 没有

“挂”住，真正理解得就更少了。

彭大爷说当时就有一种紧迫感，

觉得不能再这么恍惚下去了，非

得赶紧学习不可。

后来他读到《中庸》，对其中

阐发“诚”的论述非常感兴趣，觉

得发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中

庸》讲到了“诚”，认为只有在

“诚”的状态中，我们的心地在做

事时才能与事谐和，在读书时才

能与理契合。彭大爷非常喜欢

《中庸》 中的一句话：“苟不至

德，至道不凝焉。”这句话的意

思就是说，只有在“诚”的状态

中，人才能真正看清楚生活的道

路；也只有在“诚”的状态中，人

的生命才会结结实实地成长。当

人处于“不诚”的状态中，学的知

识和做的事情都像一堆支离无

根的碎片，彼此了不相关，最后

把生命也弄得苍白空洞，成了一

个没意思的故事。这也就是《中

庸》所说的“不诚无物”。

“始发愤，读书籍”

彭大爷在给孩子们讲《三字

经》时，讲到“苏老泉，二十七，

始发愤，读书籍”一句，拿自己的

人生经历对这句话做了诠释：

“彭爷爷，六十一，始发愤，读书

籍。”他把自己从六十一岁开始

的传统文化学习作为自己第二

次生命的开端。

1996 年，他逛书店时发现一
本老版《四书》，古朴陈旧，当时

还以为是古董呢，但翻开书，他

就被深深吸引了，学习热情一下

子就高涨起来了。这一学习可不

得了，他整个人着了魔似地沉迷

在其中。那段日子他一天至少抽

出八个小时读书。

虽然他从小没有学过古文和

传统文化经典，刚开始的时候也

感到很吃力，很多地方看不懂，

但这些古老的文字中隐约有一

种力量牵引着他，让他欲罢不

能。一部《论语》，他的笔记写了

满满八大本子。一篇三千多字的

《中庸》，他前前后后看了一百多

遍。到 1998年，他写成了《中庸讲
解》，用一百多页的篇幅讲解这

三千多个古老的文字。《中庸讲

解》对《中庸》中的每一句话都按

原文、注解、译意、评论四个环节

展开讲述，深入浅出，明白易懂。

尽管《中庸讲解》的写作也不知

耗费了他多少心血，但再回头看

那段近乎迷狂的学习过程时，他

诚恳地告诉我们：那些内容现在

看起来还需要提炼，还不成熟。

2003 年 8月，彭大爷写出了
《中华文化与未来人类文化》一

文，在文中他引用了英国哲学家

罗素对中国人的一个忠告。罗素

这样告诫中国人：“中国文化正

在发生急剧变化，这种变化无疑

是需要的……假使中国人能自

由地吸收我们文明中他们所需

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

不好的东西，那么他们将能够在

其自身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发

展，并产生将我们的优点同他们

自己的优点相结合起来的辉煌

成就。但这只有避免了两种相反

的危险以后才有可能。第一种危

险是，他们可能被完全西化，迄

今为止他们所具有的民族特征

全被磨灭，世界只不过多增加了

一个不知疲倦的、聪明、产业化、

军事化的国家，这些国家正在折

磨着这个不幸的星球；第二种危

险是，在抵抗外来侵略的过程

中，他们也许被逼到一条除了军

备以外、在各方面都强烈排外的

保守主义的道路上去。”

他的学习并不是出于个人

的单纯兴趣，更不是出于对历史

名物的好奇，他的学习与他脚下

的土地息息相通。他深深地爱着

这片土地的历史和这片土地上

生活着的父老，这种爱让他愈老

弥坚，愈老益壮，并让他重新焕

发出无穷尽的生命活力。北宋大

儒张横渠有四句很著名的话：为

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

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彭大爷

把这四句教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他最爱“为往圣继绝学”一句，他

希望自己也能参与到文化建设

的事业中去。 2001 年 6 月 16
日，当彭飞听到总干事在北京办

一耽学堂的消息后，第二天他就

赶往北大寻找学堂。在没有地址

和必要信息的情况下，他到北

大、清华漫无边际地寻访，经过

两天努力，居然找到了学堂。

为往圣继绝学

和总干事彻夜长谈后，彭大

爷决定在家乡涿州义务开展国

学启蒙教育。 2001 年 7 月 20
日，他开始在文昌祠社区义务讲

授传统蒙学《三字经》，后来又在

周末增加了《论语》学习。

万事开头难。蒙学义教班刚

开始没几天，众人的质疑、冷嘲

甚至是阻拦纷至沓来。

“你这还不是孔老二的那一

套”……

“你本身没有学过，你半路

出家，孩子们提问题，你解答不

了或者说错了怎么办”……

“现在的小孩，聪明还吃亏

呢，学了你这个岂不是更像傻

瓜，到时还不像面团似的被人揉

来捏去”……

也有人冷眼旁观，认定他也

就是三分钟热情。更让他难过的

是，甚至有些邻居到居委会那里

告状，说他扰乱社区秩序，干扰

居民休息。彭大爷并没有气馁。

他耐心向大家解释，希望得到大

家的理解。

五年风风雨雨，彭大爷踏踏

实实地走了下来。《中庸》云：

“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

徵。”五年的风风雨雨，彭大爷

用他的实际行动感动着小区的

老老少少。在文昌祠小区流传着

一句话：“淋着雨，读《论语》”。

这句话讲的是一年夏天发生的

事情。当时彭大爷正带着几十个

孩子学习《论语》，由于是夏天，

课都在露天进行。眼瞅着上课时

间到了，孩子们也都来齐了，可

偏偏下起了大雨。因为孩子多家

长也多，一时找不到别的地方，

彭大爷就决定在雨中照常上课。

于是小区居民看见了难忘的一

幕：在风雨中，一个老人带着一

群孩子在朗朗读书。彭大爷在小

黑板前一边读，一边给大家讲

解，孩子们一个个紧挨着父母，

也在风雨中大声朗读，只是每人

手里都多了一把雨伞。那一天，

雷声雨声很大，但彭大爷和孩子

们的声音更大，朗朗的读书声盖

过了凄冷的风雨声，也掩过了轰

鸣的雷声。在那一瞬间，彭爷爷

感动了，孩子们感动了，家长感

动了。

当问到当时的想法时，他笑

了笑没有直接回答，缓缓地说，

“我特别喜欢《论语》里的几句

话。夫子途经宋国，大夫桓魋想

加害他，夫子知道消息后泰然自

若地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

予何？’；在匡地被围困，夫子沉

静地说：‘天之为未丧斯文也，匡

人其如予何？’，每每想到这些

话，都能从我心中唤起一种无所

畏惧的情怀。”

现如今，彭大爷走到小区

里，人人都敬重他。中年人都称

他彭叔叔，青少年都亲切地叫他

彭爷爷，小区居民都把他当成自

家人一样。他家里的义塾更是办

得越来越红火，许多其他小区的

居民也慕名而来。每逢周六晚上

授课，家里都挤得没地放脚。

义塾教学已经成了他生活

的核心内容。他已经满足于这样

的生活。孔子云：“知者乐水，仁

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

乐，仁者寿。”

在彭大爷心中，义务教授传

统文化与整个民族的命运有着

深刻的内在关联。他一直怀着这

样的希望：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华

民族复兴的世纪，而民族的复兴

需要先有民族文化的复兴。儿童

国学教育就是在为中华文化的

复兴播种子、打基础、作准备。

他说：“学习和我的生活是

一体的，我现在看到善的东西就

特别乐。而我痴迷于扮演一个什

么角色呢？我想如果可以的话就

做一个‘赞天地之化育者’。如

果可能的话，我还想追求‘参天

地之造化’的境界，这是我的理

想，也是我的责任，更是我人生

的目标。我去追求它，实现它，

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最快乐。”

春风化雨

五年来，有一百多孩子接受

了国学启蒙班的教育，随着时间

的流逝，孩子们身上出现了可喜

的变化。彭大爷讲到一件小事：

“有一天，一群孩子踢足球，边踢

边说脏话。我把《论语》班的孩

子卢少峰叫到跟前问道：‘南容

三复白圭，是什么意思？’少峰

说：‘白圭是一首诗，南容三复白

圭就 是说 南 容 反复 背 诵这 首

诗。’我问：‘这首诗你还记得

吗？’他背道：‘白圭之玷，尚可

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我

问他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少峰

说：‘玉石有污点，还可以磨掉，

说出有污点的话，那可没办法去

掉。’我说：‘好啊！讲得太好了！

刚才你听到有些孩子说脏话了

吗？’他说：‘听到了，但我不

说。’”看着孩子们身上发生的

点点滴滴的变化，彭大爷心中充

满了喜悦。

说到孩子们，他似乎有说不

完的话。他深情地谈到：“通过办

国学班，我产生了对孩子们前所

未有的爱心，看到任何一个小孩

子，都认为是自己的学生。而孩

子们更是对我产生了敬意，我走

在小区院内，到处都可以听到孩

子们喊‘彭爷爷好’。这份感情十

分贵重，多少金钱也买不到。”

孩子们的心是最纯净的，一

点渣滓都没有，他们对爱的感受

也是最敏锐的。彭大爷对孩子们

的关爱也温暖了每一个孩子的

心。一位家长和我说，有一次，

她领着女儿上完课后回家。路

上，妈妈发现女儿哭了。当问她

为什么哭时，女儿哭着说：“彭爷

爷太爱我们了，晚上他刚从北京

赶回来，为了按时给我们讲课，

他就饿着肚子一直到下课。”他

对孩子的爱也感动着家长。有几

个孩子比较调皮，他爱之深也责

之切，家长们反倒不好意思。每

次上课前他们都嘱咐孩子们要

听话，不要惹彭爷爷生气。

（罗容海 晦德）

赞天地之化育者
———访文昌祠义塾首任塾师彭飞

彭老师、彭老师妻子李淑亭、女儿及外孙 卧室兼书房

彭飞塾师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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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
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
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译文：鲁哀公向孔子问：夫子穿的衣服是儒者的服装
吧？孔子回说：我小时居住在鲁国，穿大袖子的衣服，大时

居住在宋国，戴章甫冠。丘听说过，君子的学问要广博，穿

服装要入乡随俗。丘不知道何谓儒服。

荫儒有居处斋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
道途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
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

译文：儒者居处庄重小心，坐起必恭必敬，讲话一定先

自证信，行为一定出于中正，在道路上走不与人争难易的

便宜，过冬天夏天不与人争暖凉的舒适，惜贵生命为有期

待，保养身体为有作为。儒者的修养准备就如是这般。

荫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
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

译文：儒者不把金玉当宝贝，而把忠信当宝贝，不祈望
（拢占）土地，而是建立道义作为自己立足土地，不祈望多

积财富，而把多学得文化当作财富。

荫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
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译文：儒者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盾牌，顶戴仁去行

动，抱怀义去置处，虽遇有残暴的施政，不会变更他的一

贯。儒者的自立就如是这般。

荫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
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其行本立方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
交友有如此者。

译文：儒者之间有志趣合、方向同，营求道、路数一致，

彼此并立则高兴，地位相差也不厌弃，久不见面，听到流言

不相信，儒者行为本乎方正立于道义，志向相同就共进，志

向不同就退开。儒者的交朋友就如是这般。

茵学习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
一件重大的事情，是一个人一生中

对他的生命而言最为重要的事情。

茵只有学习，才会有美好的情
感、坚毅的心志，只有学习，才会有

希望和方向、光荣和尊严；换言之，

只有学习，才可成人，才可使人成

为人，使人能够像人一样的生活。

茵今天我们读古书，是要体会
里边的古人如何的照顾人、看护人

的，学习古人怎么样做的，是怎样

自己对自己的，明白他的求进步和

用功夫，努力的警醒，不断的学习，

则有望做一个好好的人。这方面而

言，古人是先行的榜样，宛如天上

的星辰日月，发出光亮来，鼓舞后

进者的前行。

茵学习是祭祀一样的过程；从
心理的状态描述来讲，学习如同祭

祀，祭祀如同学习。这样的学习，将

有真实的收获。

茵原文：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
蚤，不乐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

大，荐不美多品。（《礼记·礼器第十》）

译文：君子有言，祭祀不为求

福，不为快前，不是为图好器物币

帛多大，不是为有吉庆事而着意完

备，祭牲所宜不须全都肥大，进荐

祭品所定不要追求多样。

茵原文：夫祭者……自中出生
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能备

然后能祭…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

……及时将祭，君子乃斋……专致

其精明之德也……然后可以交于神

明也。（《礼记·祭统第二十五》）

译文：祭祀一事…由衷地生起

于内心，心怀怵动而奉行用礼……

能做到备（无所不顺）然后能行祭

……虔敬诚心然后可以侍奉神明

……及到将行祭祀时候，君子开始

斋戒……专心致志尽其精明的德性

……然后可以（祭祀），感交神明。

茵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见乎
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

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

之声。（《礼记·祭义第二十四》）

译文：祭祀那一日，进到庙堂

室，隐约地一定会见着他在神位；

转还走出室外，肃穆地一定会闻见

他的音容；出户而聆听，感伤地一

定会听着他的叹息之声。

茵夫祭有馂，馂者祭之末也，
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

馂善终者如始， 其是已。（《礼记·祭

统第二十五》）

译文：祭祀有馂（常指卑幼吃

用尊长的剩余饭菜），馂是祭礼的

末项，（它的含义）不可不知。所以

古人有话说：好的结束是使结束如

馂同开始， 就是这样。

茵祭祀，是要见到“人”；学
习，也是要见到“人”。就生命力量
的真实努力和建设来讲，它们是

一回儿事。

茵自然的祈请，诚恳的发心，
在生活的世界里，不断的准备而又

准备，在成人的道路上，不断的接

近而又接近，更加地纯粹，更加地

清明，有所见证，有所确信，而后，

于所关切的、所看见的一同来分

享，复初如常，而后又是新的开始，

这就是学习的体会过程。

茵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
…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

焉，游焉…兑命曰：敬孙务时敏，阙

修乃来。（《礼记·学记第十八》）

译文：《尚书·兑命》说：所念始

终（如始如终，如终如始）都在学习

上……所以君子的学习，积累时是

在学习上，练习时是在学习上，劳

作休息时是在学习上，闲暇无事时

是在学习上…《尚书·兑命》说：恭

敬谦逊致力于及时勤勉，那修养的

（品德）才能到来。

茵生命是一件长远的事情，学
习是一种敬慎的态度。

茵今日学者，当首要思此悠久
长远，常念亲恩，常念痛处。

昨天晚上有看到一个法治晚报的一个
报道，儿子杀自己妈妈，把妈妈杀掉了！我
们有 一个 同 志，在 延 安 时 候 的 一个 同
志———也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我们一

起调到延安，后来退伍回家了，他家两个儿
子，不让他吃饭，还把他房子给占了。这就
是狼牙山五壮士团的战士，打完日本，又到
延安去保卫延安，最后落了这么个下场，老
了没有饭吃，房子被霸占了。在我们老一代

来说，不管怎么样，对老人我们是讲究孝
的。我总想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
对自己老人为什么那么恨？父母之恩父母
之情哪去了呢？怎么就都忘了呢！所以现在

不从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行的，用孔
子的思想教育下一代，从思想根子上解决
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你们搞这个义举，办
这个学堂，我觉得很有必要。

你看我这个袜子，这袜子它破了，对，

这是我自己补的。我老伴的袜子我也给她
补的，它破了，仍了，可惜了。破了我再补，
有窟窿就补，我不扔它。你扔了可惜了，我

们现在这个袜子质量不好，穿两天，它就破
窟窿，所以就是这样啊。缝，缝，缝，破窟窿
就缝，一双袜子不停的缝……这是个为什
么呢？这个思想也可以说是来自周总理、周
恩来，我说我最崇敬的国家领导人里头，最

深刻、最崇敬的人是周恩来……周恩来那
个艰苦奋斗，那衣服补了又补，那么大的国
家干部、国家领导，穿那个衣服，都是补的。
———我最崇敬的是周总理，我说我就是一

辈子，总理的别的才智没法学，我学不到、
赶不上去，但是，这个艰苦奋斗这一点上，

我可以学，完全贯彻这个思想，把这个精
神，贯彻到我身上来！

现在这个问题啊，很危险，把过去的东
西都忘了，都丢了。所以说忘记过去意味着
背叛，走的是背叛的路，他不知道这个东

西。想到这个地方呢，我很同情这个事（指
学堂的事业），必须要解决，过去讲的有一
句话叫什么，“技术上天，红旗落地”，倒了，

红旗垮了。那是文化大革命时候讲的这个
话，现在体会到还是很重要的。弄不好真要
垮的，我很担心这一点。现在人的思想扭曲
到这个程度，没有一天太平的，看报纸，学
校一个学生捅了四个学生，在旧社会什么

时候出现过这种情况？不可想象。
现在我跟你们思想很统一，不解决不

行，解决办法是什么呢。用孔子的办法看能
不能把这个问题收回来，“德”，“仁”，这方
面去教育孩子，从小时候就开始教育孩子，

我们小时候，那时候老师不是讲嘛，做好事
情，“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生做好事，不
要做坏事，从小时候种下这个种子了，这是
一个传统，从文化传统里边，中华民族这个

传统；再就是我们的后辈，现在这个斗争的
传统 （革命传统），“艰苦奋斗”，这个传
统———你要是不理解长征，几十万人到最后
几万人，好多人死在路上，到底为什么？穿
不上衣服，没鞋子穿光着脚板走，吃不上，

吃草，吃树皮，为什么？我才讲那些东西（指
抗战期间的故事），因为我们很靠近，我们
抗战虽然没有吃树皮草根，那也差不多的

啊，接近那个生活。好多次都没没有饭吃，
我们好几天吃不上一顿饭的时候———这两
个传统能把他继承下来。《名贤集》上有句
话怎么说的？“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
思有时”，还有《朱子治家格言》里“宜未雨

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这些思想都是教
人打基础，人必须要站在牢固的基础上。
《名贤集》上写了好多这方面的。咱们大家
都往这方面做，不就好了么？！就怕不……

我的体会，不管人这一生怎么样，

一个人首先要有志，有志气。你们也是

一样的，一定要坚持下去，你们做的这

个工作很不好做，万事开头难，创业

难。但是突破、度过这个难关以后，那

可能是多少年以后的事情，总要有个

好结果的。我相信这一点。有坚定的信

念，不管干什么事情我要干好干成！我
现在年老了，我要年轻三十年，我要是

五十岁、六十岁，我还要跟你们一块

拼！一块干去！现在干不动了，“心有余

而力不足”，这是我现在的状态。

奋斗是不容易的，你看抗日战争

打日本打了几年？不容易。红军，你们

看了，不容易。中国革命上百年，从鸦

片战争开始，到现在多少年？打那么多

年，受苦受难，死那么多人，成千上万、

成千上万，一批一批的，一代一代地打

下去，多么难呐！这个创业呀，打到现

在真不容易！中国人民到现在，有吃有

穿，全国人民富起来了，别人也不敢欺

负我们了，很不容易！这个创业不是经

过了一个人，而是几代人，千千万万的

人牺牲后打下来的结果。无论如何，咱

们青年人一定要保下去，继续奋斗下

去，保持一个正确的方向干下去！《弟

子规》上说“流俗众，仁者希”，这个思

想工作不好做，还是那句话，“前途是

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遇到困难，想

想红军，想想革命的艰苦，你们现在教

育青年人、教育下一代，努力奋斗，可

以给后来人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松柏精神”

离开张老家，走在华灯初上的街

道上，脑袋里忽然冒出这四个字。

还记得 05 年春，张老从环山村骑
自行车第一次来到学堂时的情形，他

坚持称呼我们这些年轻人为老师，而

自己则谦称“学堂学生”———他 1979
年离休的时候，我还没出世呢！

还记得张老在参加学堂周末学习

时，谈到早年学《名贤集》的记忆，又说

到“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的问题，的确

道出了旧社会的一些现实，但作为警

句教育孩子的不合适，不如用“志短人

穷，马瘦毛长”的好。
张老抄写了许多的“劝学警句”，

都是历代的名言，像什么“书到用时方

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不经苦中

苦，难得甜中甜”等，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这都是他用一生经历锻炼过来的，

读来仿佛看到文字后面的血肉……

整理这次访谈和有关张老资料

的时候，我们有几位义工，都产生了

欣慕而想见其人的心情。有血有肉有

情有义的生命，就有这样孕养和感召

的力量。

松柏常青！

《礼记·儒行》五则
姻东屋讲学部“‘四书’学习小组”心得报告之一

什么是学习
（2006-10-15）

两个传统：“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
———关于当前思想教育

在自家客厅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寄语学堂青年

结合一生体会所录劝学警句

（上接 6、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