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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丰功伟业说子姓（3）
朱熹抬出契的教育思想作为典范，申明

“父子间要有骨肉之亲，君臣间要有礼义之
道，夫妻间要挚爱又要有内外之别，老少间
要有长幼之序，朋友间要有诚信之德。这就
是‘五教’的纲目。圣人尧舜让司徒契教化
百姓的就是这‘五教’，学子要学的也就是这

‘五教’”。进而解释怎样达到“五教”的标
准：“广博地学习，审慎地发问，谨慎地思考，
明晰地分辨，诚实地践行。这就是学习的顺
序。学、问、思、辨，这是为了探究道理的。
要诚实地践行，就要知道修身、处事、接物的
原则。说话忠诚信实，行为笃厚恭敬；惩戒
忿愤，抑止情欲；见善便学，有过则改。这是
修身的原则。以礼义端正自己，不去追求物
质利益；努力张扬阐明天下之大道，不去计
较个人得失。这是处事的原则。自己所不
愿意做的事，不要再让别人去做；自己做事
未达到目的，应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是接
物的原则。”他说，“我私下里关注古代圣哲
教人读书学习，无非是为了使人明白礼义道
理，修养身心，然后推己及人，并不是为了记
览词章，沽名钓誉，追求利禄。今天的一些
学子，违背了圣者的教导。圣哲教育人的法

则，在经典中都有记载，有志向的人，当熟读
精思，审问明辨。如果知道这是自然之理，
必须以此约束自己，那就何必要等他人立下
规矩，才依此去做呢？近世学堂虽有规则，
但很不够，并未符合圣哲的意图。所以，本
书院另立学规。将圣哲教人读书求学的根
本原则，分条列出贴在门楣上，请诸位学子共
同研读，遵守执行，并约束自身。只有严格要
求，才会有所戒惧。希望大家牢牢记住。”

朱熹在此“教规”中清楚地说明，在教育
实践中，教与学是统一的，古往今来教育的
宗旨只有一个，就是要实行做人教育，而不
是将教育视为追求个人功利的手段。可见，
历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对功利主义教
育的。《白鹿洞教条》系统梳理了古代先贤，
尤其是先秦儒家关于教育问题的经典论述：
首先，明确“五教”的宗旨，强调“学者学此而

已”。其次，将孔子《中庸》中提出的“博学
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
书育人的途径。朱熹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脱
离实践，实践能提升人的认识，“知之愈明，
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这个循环反复的
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对于教育者自身而
言，更应以此作为“规矩禁防”，在此过程中
不断修身进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视
天下无一物非吾心之当爱，无一事非吾职之
所当为。虽势在匹夫之贱，但所以尧舜其
君、尧舜其民者，亦未尝不在吾之分内也”。
这是我国古代关于师德规范最完整、最清晰
的一次论述。

契对我国教育学基础的奠定，是子姓在
历史上的丰功伟绩，不但被历代教育家效
法，而且对纠正当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
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契建立商国，其后为了部落的发展，曾
经 8次迁都，不但扩大了子姓的覆盖面，而
且广泛传播了子姓文化（即商文化）。在子
姓创造光辉业绩的过程中，名人辈出，彪炳
史册。最突出的数相土、冥、王亥、上甲微。
相土是契的孙子，能继承和发展契的美德，
为商国第三代国君，诸侯之长，任夏朝的官
员，“功著于商”（《史记》）。

相土也是历史上立下丰功伟业的商国
国君。他驯服野马并发明了马车，开辟了我
国历史上以牲畜为使役、以马和马车为运载
工具的纪元。相传，相土不但驯服了野马，
还驯服了诸多野生动物。当时，狩猎仍然是
人们生活的一项重要依靠。在他带领氏族
民众狩猎时，常与野牛、野马、野猪、大象、猛
虎、凶狼等野兽搏斗。他发现高大健壮的野
马不但有力气，而且跑得快，且为食草动物，
便于饲养，觉得如果能将野马驯服，变为人
工饲养，利用价值将很大。于是，他带领商
族民众，开始驯服野马。经过与野马的无数
次搏斗，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将野马驯服。
然后，他让人们精心照料被驯服的野马，根
据马的习性选用草料饲养，使马慢慢适应了
家养的生活习惯。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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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
诗和远方的田野。”高晓松的这句
诗，一时之间火遍大江南北，前一
句似乎囊括了下里巴人，后一句
则席卷阳春白雪，即使我这个不
爱诗歌的人，也是触动颇深。

能触动心灵、让人深思的诗
歌应该都是精品吧。这样的诗句
还有：所有的迹象都已经表明/在
这个春天，我/将邂逅一场，盛大的
爱情。深入一看，诗句的作者是永
城人柳歌，诗句节选自《在这个春
天 我将邂逅一场爱情》。原来诗
人就在眼前。经朋友引荐，我作为
一个诗歌门外汉，得以有机会面
对面听柳歌先生谈诗歌。

文学对人的引导、教化作用一
直很强大，可以说随风潜入夜，润
物细无声。柳歌认为，诗歌作为传
统文学的最高形式，对人的影响力
更大，能够弥补硬性正面教育带来
的不足。读一读经典诗词，能让一
个人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如果再能
调动自己的功底，作上几首诗，对
心灵的净化作用会更大。

说到现在的社会，特别是浮
躁、生活压力大的年轻人应不应
该读一读诗、写一写诗。柳歌认
为，中国是文化大国，从几千年的
竞争中留存下来的优秀作品，都
有了不起的地方，诗词更是财富
中的财富，我们应该选择性、创造
性地继承、发扬。作为他个人，非
常乐意看到年轻人都读一读诗
歌、写一写诗歌。而读诗、写诗与
自己的专业、职业关系不大，与天
赋、爱好、个人追求关系更大。

现在是网络社会，互联网对

诗歌的传播、发展影响也很大。柳
歌说，电脑的出现让诗歌写作由
辛苦变得轻松许多，互联网又让
诗歌的发表、传播变得容易。目
前，网络诗歌论坛数不胜数，有兴
趣写就可以发表在互联网上。有
人认为真正的“网络诗”还没有出
现，柳歌的观点与其针锋相对。柳
歌认为，诗歌有水平高下之分，并
无发表媒体的区分。就像没有“报
纸诗”“电视诗”一样，所谓“网络
诗”是一个臆造出来的伪命题。可
以说，网络对诗歌的普及、推广作
用巨大，网络发表的诗歌将成为
诗歌的主流，它的影响也会越来
越大。

网络促进诗歌的发展，但发
展也难免误入歧途。对于前几年
流行的“梨花体”“羊羔体”“废话
体”，以及脑瘫诗人余秀华的诗，
柳歌认为这些是伪诗，是炒作起
来的，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它们从
发表到出版，充满了争议，社会认
可度低，不排除有一些闪光点，但
这些诗多被大家当作笑话看，能
让人受益的非常少，连散文都算
不上，能算作诗吗？成熟、理性的
诗人，不应该写这些东西。

柳歌说，“眼前的苟且”与“诗
和远方”，一个是现实，一个是理
想。如何兼顾理想和现实，过去很
多诗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不
一定是个人的问题，有时是时代
的问题，现在哪怕一个非常优秀
的诗人，也不能只靠诗歌很好地
活下去。诗人首先要脚踩大地，但
目光要穿透云层，头颅要高于星
空。

走过眼前的苟且
读一首诗 写一首诗
一个诗歌门外汉听诗人柳歌谈诗歌

柳歌简介：

柳歌，原名刘兴永，男，中共党
员，中央党校研究生，西安交大管
理学硕士（EMBA），作品散见于

《诗刊》《星星诗刊》《中国诗歌》《河
南作家》等报刊。个人专辑《自然
与沉思》获首届“中诗作家文库”
优秀作品奖。现为中国诗歌学会
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及河
南省诗歌学会理事、永城诗歌学
会会长。2017 年 2 月 27 日上午，
中国诗歌网纪念新诗百年“当代
诗人系列研讨会”之《柳歌诗集》
研讨会在中国作家协会十楼会议
室举行。会上，与会专家从不同
视角点评了柳歌的诗集，对其诗

品人品给予了肯定和赞赏，被评
“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基础上，走
出了一条新路，在当前新诗创作
中拥有了自己的风格和地位”。

■朱传球与诗同行

自从我两个星期前带父母
来我家，我们便开启了三个人一
起生活的新模式。

既然是新模式，自然，每个
人都带了旧的生活习惯过来。
既然是新模式，每个人的旧习惯
都难免受到新的冲击。就说我，
父母没来之前，我一日两餐都在
单位食堂吃饭，都是踩着点起
床，踩着点午睡，熬到半夜不肯
睡的。我的父母大人则是日出
而餐、日落而息。要合上父母的
拍子，我得早睡早起。

早上是这样的：如果我 6点
20 分起床，我妈一定在客厅和
她的卧室之间来回踱步，我爸则
多半斜靠在沙发上张望。我起
床之后，迅速洗手、做饭。做饭
期间，老爸不停地拉厨房的玻璃
门，探头探脑。老妈在做啥，我
无暇顾及。如果我 6点 40分起
床，老妈则斜靠在沙发上张望，
老爸则在客厅里踱着步。在我
做饭期间，老爸则会一趟一趟地

来厨房帮乱。
最让我跳圈圈的是：不管我

早上什么时候喊他们吃饭，自己
准备好好洗漱一番时，我亲爱的
老爸、老妈必定立即为洗漱开启
猛烈的抢地盘战争。早饭前务
必把自己弄干净，在这一点上，
我们三个惊人的一致！

单位离家非常近，中午下
班，我用冲锋的速度回家。当我
气喘吁吁地跑到三楼，就能听到
4 楼我家“呯”的一声开门了。
真不知道老妈什么时候已经等
在那里了。

我一进屋便迅速换衣服往
厨房奔，老妈则一步一步撵着我
说：“你先歇歇！先歇歇！”她越
是跟着我我越是着急。中午饭，
我想让他们吃得丰盛点，需要时
间！很快，天下第一聪明的我就
把老妈速递到 2000 多年前啦！
我给她找了一部 81 集的《芈月
传》，宣太后的战国迅速成了老
妈的战场。老爸呢？一盘牛肉、

几个茶叶蛋，他就能抿着小酒乖
乖坐在餐桌前不再撵着我了。

吃过午饭，洗碗刷锅，然后
准备晚上的，睡午觉则免了。待
我殷勤地给电视机前的老妈削
个苹果，剥点榛子、松子、瓜子，
她更无暇监视和教导老爸了。
老爸说我：功德无量！

吃过晚饭，我给老爸、老妈
每人端一盆洗脚水泡着，开始三
个人的“三国时代”。二老各人
打开各人的频道，我这个墙头草
一会儿跟着“爹国”，一会儿跟着

“娘国”，总之，我奉行国际爱心
慈善主义，坚决联合弱小抵抗强
权！要想当好一棵优秀的墙头
草，务必权衡好“爹国”的知识和

“娘国”的权威！务必装傻与充
愣并重，马屁与逢迎齐飞！

和老爸、老妈一起生活，不
但让我养成了腿脚勤快的习惯，
也让我学会了低眉顺眼，这些对
我进入不惑之年意义非凡！

谢谢父母大人再造之恩！

■管雪影

谢谢父母大人再造之恩

参观商丘涤斋
艺术馆感悟

赞商丘涤斋艺术馆

艺海奇葩绽中原，清逸书法雅如莲。
弘扬国粹传承美，无私奉献誉琼园。
涤斋馆内聚英贤，名家荟萃品超凡。
倾情佳作山河秀，春风化雨润心田。

观贾长城先生书法作品有感

境自天然意自芬，笔力奇绝禅理深。
书风独特功底厚，洒脱俊逸韵出神。
品赏佳作倍惊心，高洁淡雅秉性真。
风云山川满清气，九州四海播芳馨。

听李双序先生古琴演奏有感

琴音袅袅信手弹，深挚委婉气不凡。
高山流水清雅韵，空灵美妙动心弦。
聆听仙乐若甘泉，满场观众静无言。
格高境奇惊四座，神曲好似天外传。

时间的脚步
如马拉松
绵长且悠悠

时间的速度
如百米跑
快且一闪而过

时间荏苒
转眼
几冬又几春
桃花
开了凋
谢了又开

桃园
深处的那几行脚印

已被尘土掩盖
卿卿我我的情话
已长入树干
随着枝条蔓延
每年在花开季节
望着你的幻影
倾诉
心中的思念

今年
又到桃花
盛开的季节
记住了
在桃园深处
等
伊人

■黄国荣 ■爱他乡

桃园深处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