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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志富

众所周知，蔡元培是中国现
代教育史上灯塔式的人物。民国
初年即1912年，蔡元培出任首任
教育总长，笔者以为该职位相当
于现在的教育部兼文化部部长，
并于四年后即1916年出任北京
大学校长。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仅仅四年多时间，但他从体制上
革新了北京大学，并以现代教育
的思想原则给北京大学同时也
给中国高等教育定下许多影响
深远的现代教育运行规则。其
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有于当年
切实实行的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和“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
并包之主义”的中国现代高等教
育办学原则等等。

蔡元培自己德学才具足，而
且器量宏伟，尤其当年他“集中
西文化于一身”，的确是中国文
化史和教育史上转轴式的人物。
蔡元培的北大是中国现代教育
史上的奇迹。

笔者24年前即1990年在北
京拜望过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学
者、翻译家冯至先生，冯至先生
跟笔者谈到北大时表现出极大
的兴致和自豪，他就是当年北京
大学的高材生，但他谈到北大时
特地强调说：“我所说的北大，不
是解放后的北大，而是民国时的
北大，从蔡元培的北大传下来的
北大。”的确，从蔡元培的北大传
下来的北大是大师云集的北大，
是培养各种国家栋梁之才的北
大，而不是只有大楼的北大。

当然，蔡元培本人已经成为
了历史，蔡元培的北大也已经成
为历史，如果以历史的眼光来看
待蔡元培和他的北大，也会发现
一些失误。

无论怎样说，蔡元培当年主
张的教授治校、民主管理和“循
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之

主义”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办学
原则等等都是对的，但这些主张
的理想主义成分过浓，加上操作
过程中出的问题，因此蔡元培的
教育思想终于搁浅了。

在笔者看来，蔡元培的教育
思想有两点失误。一是，蔡元培
在人才培养上放弃对儒家经典
的尊崇。不错，蔡元培的教育思
想是兼容并包的，他主持北大工
作时，也给了热爱中国传统文化
的教师和学生一席之地。但是，
这些本来应该用来践行的思想
经典被狭隘化为一种学术研究。
百年中国之乱局由此开始，后来
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更加对儒家
思想敌对化和妖魔化，尤其是新
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这
几十年，一切都跟儒家教导背
离，社会走向全面动乱。这一切
的一切，我们回想起来，不得不
承认，都与被圣化的这一蔡元培
教育思想有关。

二是，蔡元培教育思想体现
出来的核心价值观即反对读书
做官论等看起来高尚，但从此断
了天下读书人的想要用他们的
学问回馈天下的念想。中国古代
科举取士的教育体制决定了万

千学子可以通过读书来改变自
己的命运，同时也改变国家的命
运。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曾经延续
两千多年，但到了蔡元培手里断
掉了。

蔡元培之所以反对读书做
官，主要原因在于他是一个革命
者，他说：“吾人之所以革命，因
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
人对于当局多不满意，今诸君苟
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
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
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
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
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
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
于诸君者一也。”

蔡元培认为，“大学者，研究
高深学问者也。”应该说，蔡元培
的这些思想都是对的，我们从事
高等教育，当然得研究高深学
问。可是，古代读书人的经世致
用思想又哪里错了呢？

蔡元培的确是一个文化和
教育革命者，他革命的目的就是
要根除腐败的思想很明确，这赢
得了许多人的赞赏。可是，断绝
了读书做官的念想，是不是腐败
问题就解决了呢？

历史证明，不是根除了读
书做官的念想就能解决腐败问
题的。拒绝读书人进入国家管
理层的政府可能更加腐败。历
史证明，积极吸纳读书人进入
国家管理层的政府是相对清廉
的政府，也是管理上相对有效
的政府。

其实，蔡元培之所以反对读
书做官论，这跟他一生多次游学
西方的经历有关。蔡元培对西方
尤其对欧美等国的高等教育的
卓越性十分钦佩。以欧美等国为
代表的西方高等教育的宗旨就
是以研究高深学问为目的。学校
和政府的关系是相互独立的关
系，高等教育机构不受政府支
配。

蔡元培说：“思想自由，是世
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
代，是世界著名的开明又专制的
国度，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
法等国，更不必说了。”

可是蔡元培所崇尚的与政
府老死不相往来的西方高等教
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缺少像
中国古代读书人的那种以天下
为己任的责任心，他们对政府的
恶往往是放任的，结果不义的政
府越来越恶，为害越来越深。

西方从文艺复兴开始兴起的
现代教育没有能够很好地遏制政
府之罪恶，使得整个人类都深受其
害。美洲土著之灭绝，黑人奴隶之
贩卖，殖民战争，鸦片贸易，以至于
两次世界大战对整个人类之重创
等等，部分债务应该算到西方所谓
自由的高等教育头上。

儒家经典不可弃，儒家主张
仁学，弃之会造成天下大乱；读
书人的责任心不可废，废之就无
人干涉政府之恶行。想要读书人
负责，就必须把治理国家的重担
压给他。读书做官论，不是洪水
猛兽。学而优则仕，具有优越性。

(本文作者为宁波大学外语
学院副教授)

□崔秋立

毕竟是暑假，可以有点空看
闲书。

著名学者陈炎先生寄来一本
他的新书《文化谐音》，是近年来
所写的一些随笔。把在《大众日
报》上连载的“陈炎说诸子”收了
进去，内容显然比报纸上的更丰
满。更为关键的是，他的文笔犀利
酣畅风趣，比他那些板着面孔的
学术文章有趣得多。

在网上书店瞎逛，碰到了一
本书：《洛书河图》。作者是阿城。
哪个阿城，是写《棋王》的阿城吗？
有些好奇，也有些怀疑。书，非常
精致，16开，仿皮封面。没有作者
介绍，但有照片，没错，就是那个
阿城，小说《棋王》，电影《芙蓉镇》
的阿城，只是已经像一个历经沧
桑的老学究。

最早知道“洛书河图”这个东
西是从鲁迅的杂文中。周先生这
样说“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
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
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
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
忽然想到》)。

显然，在周先生的笔下，这
洛书河图绝不是什么好东西。只
是当年这位周先生愤世嫉俗，满
眼都是“吃人”两个字，不光河
图，中国传统文化在他眼里都不
是好东西，月亮都是外国的圆。
放到今天来说就是严重的“历史
虚无主义”，缺乏民族自信。然
而，近年来弘扬传统文化，曾经
被他讽刺挖苦打击，要“全都踏
倒在地”的那些玩意儿，现在都
已抖抖灰尘，重放异彩，变成了

宝藏。所以这“河图”被重视和研
究也当属自然。

但是“河图”这东西，不同于
四书五经那么有根有据，而是远
古传说，似有似无，说不清楚，需
要耐心求证。读这类书必定要耐
得住枯燥。

阿城这本书的封面上有一行
小注：“文明的造型探源”，似在提
示我们这本书的学术性。因此，我
是有点怵头，担心读不下去，甚至
有些后悔一时冲动买下这本书，
万一读不下去，便只能是附庸风
雅妆点书柜。不甘心，于是在夜深
人静之时，运口气，铆足劲，下狠
心，读不下去也得读，读不懂也得
装懂。

但打开第一页，迎来的不是
枯燥刻板的学术面孔，竟然是一
片祥和，满目春色。先看这目录：

“源起”、“导读”、“概说”，“天极与
先秦哲学”、“东亚文明的猜测”，
足以勾魂摄魄。

再往后看，精美的画面，灵动
的语言，让我不忍释卷。竟然一时
不再关注“洛书河图”本身的推论
和考证，却像读散文随笔一样趣
味盎然。

阿城的书是这样开头的：
“我记不清是1985年底还是

1986年初，总之天气寒冷，哈佛大
学燕京图书馆有个讲座我赶去
听。到了提问交流的时候，有个年
长的人站起来，谢顶，河南口音，
声音很大，他说：河出图、洛出书，
这个问题最重要，搞清楚了，中国
文化的问题也就清楚了。说完离
开会场。”

这种充满悬念、有时间地点
人物描述，哪像学术著作，分明就

是小说就是散文。说引人入胜是
客气了，完全可以说是抓住人心。

说起“河出图、洛出书”的洛
水，阿城随兴而至，聊起了曹子
建的《洛神赋》。《洛神赋》和洛水
有关，和《洛书》则无关，但这并
不妨碍这位文学家的兴致所然。
也正是这种率性，使原本可能枯
燥乏味的学术文章顿时丰满绰
约。

他说《洛神赋》的文辞好，随
口便来了一句“神光离合、乍阴乍
阳”，认为这是对美人的生动描
写。他说“有风时，我们在树下看
一个人的面容，光斑闪烁”。然后
又背出一句：“若将飞而未翔”。他
说“你们看水边的鸟，一边快跑一
边扇翅膀：飞而未翔。这个临界点
最动人”。这体现出一位文学家的
独特的审美视角和感受，恐怕是
其他研究河图的专家们无法领略
和表达的。

《洛神赋》世人耳熟能详，堆
砌了大量的自然界的意象来描
述洛神之美，有点文学修养的都
能随口来几句，比如“翩若惊鸿、
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
松”、“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含
辞未吐，气若幽兰”。我比较感兴
趣的是“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
飘飘兮若流风之迴雪”两句，用
微风轻吹起雪花的形态来形容
美人，洁净轻盈冷艳，真是绝笔。
而阿城关注到“神光离合、乍阴
乍阳”、“若将飞而未翔”，这样形
容美人形态之妙，过去还真没体
会到，让阿城这一说，心脾立刻
被滋润了一回。

至此《洛书河图》这本书，还
有理由不读下去，还有理由读不

下去吗？
陈炎的书是学者写随笔，阿

城的书是小说家做学问，都可以
说是“跨界”的书。这种“跨界”虽
然显得有些“不务正业”，但我觉
得价值最高。它是最自然的、随心
所欲，不受拘泥的，所以也往往是
最具灵感的、最接近于作者的本
性，最能体现真知灼见。

学者写随笔，用快刀剔小肉，
游刃有余，可以使他们潜心研究
的心得和深厚的学术积淀自然地
流淌，将深邃的思想变得通俗易
懂，演绎得五彩斑斓，将那些仿佛
不怎么严谨，在学术著作中无法
表现的思想观点，一语道出，石破
天惊，七情六欲，一览无余；文学
家搞研究，视角独特，并能够把刻
板的推理辨析变得生动活泼，用
生动形象的语言和形象的描述，
把你带入到神圣的学术境界，就
像将木乃伊的枯萎的血脉充上新
鲜的血液，使其活蹦乱跳，充满勃
勃生机。

因此，读这种“跨界”书，比读
学者的学术著作、小说家的小说
往往更有趣。在汲取思想的同时，
还会给你带来美的享受。所以比
起冯骥才的小说，我更喜欢他对
民俗学的研究文章；比起刘心武
的小说，更喜欢他对红楼梦的考
证。

说到这会儿，《洛书河图》我
还只是看了个开头，便放在一旁，
并没有一鼓作气地读下去。我得
先陶醉一会儿，咂咂滋味，犹如一
杯美酒，不可一饮而尽，要慢慢地
品尝。

(本文作者为山东劳动职业
技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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