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在尧、舜时期，司徒之官负责
社会道德品质教育，契为司徒，凭其
仁德、智慧、敬职创造了不凡的成就，
被称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教育家。

据《大戴礼记·帝系》等多种史籍
记载，契是帝喾的儿子，是尧帝的异
母兄弟。西汉刘向《列女传·契母简
狄》载：“简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
文，乐于施惠。及契长，而教之理顺之
序。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
其名。尧使为司徒，封之于亳（今商
丘）。及尧崩，舜即位，乃敕之曰：‘契！
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而敬
敷五教在宽。’”“理顺之序”就是使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各部门的关系协
调顺畅。《史记·殷本纪》记载：“契长
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
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
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
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
姓，百姓以平。”契被封于商，建立商
国，被称为商的始祖。

据刘向《说苑》记载，尧时，舜与
契是同事，因此舜了解契做司徒时功
业卓著。舜继尧位后，仍命契为司徒，
对人们进行广泛的教育，百姓和谐，
社会安定。舜为什么赐契“子”字为姓
而不赐其他的字为姓呢？有一种说法
认为是因“玄鸟生商”的缘故：玄鸟是
燕子，赐契为“子”姓就是燕子的子。
其实，“玄鸟生商”的典故源自《诗经·
商颂》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而
《诗经·商颂》产生的年代最早不过商
朝，还有的说产生于春秋时期，因此，
舜帝是无法根据在他之后上千年才
有的典故赐契“子”姓的。“子”是古代
对老师或有道德、有学问的人的尊
称。舜知道契是有学问、有道德、在教
育方面很有功劳、堪称人师的人，因
此“赐姓子氏”，说明帝舜对契的敬
重。而燕子的“子”只是附加在名词、
动词、形容词或个别量词后边的轻声
字，没有实际意义。帝舜怎能会以一
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字赐给契作氏呢？

帝舜命契“敬敷五教”。《孟子·滕
文公上》说：“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
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
为数千年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古
代圣贤相信，父子、君臣、夫妇、兄弟、
朋友之间的关系，是构成社会最重要
的五种人际关系，处理好了，社会就
会和谐，百姓就会安定。学会理解和
处理好这五种社会人际关系，才算学
会了做人，才能实现事业成功，促进
社会的和谐进步。而在中国历史上，
最初从事这五种人际关系教育的就
是契。

《孟子·滕文公上》还记载，远古
时期，国家就“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

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夏曰校，殷（商）曰序，周曰庠；学则三
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
上，小民亲于下”。由此可见，夏商周
三代的教育主旨都是契所从事的“五
伦教育”的推行和延续。

但到了春秋时期却发生了变化。
当时群雄并起，天子势衰，诸侯国的
君主权力下移，各国征伐出现了由卿
大夫作主的局面，诸侯国之间兵戎纷
乱，违礼、僭礼之事层出不穷，“礼崩
乐坏”，“五品”不兴，原来的典章制度
被废弃。二百多年中，诸侯父子、兄弟
为争权夺利，相互残杀，仅弑君事件
就发生 109次，其他违于伦理的事情
不胜枚举，传统文化的约束力受到摇
撼，社会矛盾激化。诸侯争霸，混战不
止，生灵涂炭，几无宁日，仁人志士开
始寻找救世的良方。这时候，孔子对
如何救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对能
找到的先人留下的文献认真学习，汲
取营养。《孔子家语·本姓解》说：“孔
子生于衰周，先王典籍错乱无纪，而
乃论百家之遗记，考正其义，祖述尧
舜，宪章文武，删《诗》述《书》，定礼理
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垂训后
嗣，以为法式，其文德著矣。”虽然孔
子思想的来源是复杂的，但因其受到
古代文献和古圣贤行为的影响，想根
据尧舜治世的经验，建立一种新的和
谐社会秩序，于是结合当时的现实，
在祖宗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创造，
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
道德理性，将尧舜时期的“五品”教育
发展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仲尼曰：
古也有志（记载）：‘克己复礼，仁也。’
信善哉！”于是便呼吁“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经过艰苦努力，孔子创
立了儒学。《汉书·艺文志》曰：“儒家
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
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
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
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由此可见，儒家学派源自掌管教化的
司徒契。

作为契之后裔，孔子能讲述夏代
的礼，更能讲述商代的礼。杨伯峻先
生在《论语译注》导言中说：孔子主张

“正名”，正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而当时正是“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春秋时代重视

“礼”，“礼”包括礼仪、礼制、礼器等，
却很少讲“仁”。《论语》讲“礼”75次，
包括“礼乐”并言的；讲“仁”却 109
次。孔子认为没有仁，也就谈不上礼，
所以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一部
《论语》，对“仁”有许多解释，或者说
“克己复礼为仁”，或者说“仁者先难
而后获”，或者说“能行五者（恭、宽、

信、敏、惠）于天下为仁”，或者说“爱
人”就是“仁”……究竟“仁”的内涵是
什么？孔子对其学生曾参说：“吾道一
以贯之。”曾参告诉其它同学说：“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吾道”就是孔
子自己的整个思想体系，而贯穿这个
思想体系的，必然是它的核心，分别
讲是“忠恕”，概括讲是“仁”。孔子自
己曾给“恕”下了定义：“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
达人。”孔子的理论不以礼为核心，而
以仁为核心，是对契的教育思想的继
承和发展。

孔子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深悟
到儒家理论不被接受的危险，于是便
打消了做官的念头，退居家中整理古
代文化典籍，办私塾从事教育，效法
祖宗契的精神，向弟子们教授伦理道
德，诲人不倦。他的学生子贡评价他
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
且智，夫子既圣矣”。孔子对契“聪明
而仁”的效法，引来四面八方的大批
学子向他求教。《史记·孔子世家》记
载，孔子“弟子盖三千焉”。孔门七十
二贤是孔子思想和学说的坚定追随
者和实践者，也是儒学的敬敷者。在
孔子的学生眼中，孔子最突出的特点
就是“仁且智”，与契的“聪明而仁”一
脉相承。“仁且智”成了古代中国对教
育者人格境界和师表风范的最高追
求。

后来，儒家思想成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主流。从史书记载来看，儒家思
想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在契的思
想基础上的丰富和创造。

契的风范经过孔子的弘扬和发
展，一直被后世继承。但到了北宋时
期，教学的宗旨呈现出了不好的现
象：读书为了做官，为了荣华富贵。以
此来主导人们的价值取向，以天下为
己任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苏轼在《乐
全先生文集叙》中慨叹：“呜呼，士不
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语非不工
也，政事文学非不敏且博也，然至于
临大事，鲜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
小也。”北宋后来导致有知识和才干
的人努力追求功名利禄，把国家安危
放在次要位置，腐败盛行，虽然范仲
淹疾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也没能彻底改变当时的情
况。以致后来外敌侵略时忠心报国的
人很少，屈服求安的人居多，最后北
宋失国，与读书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
的思想主导不无关系。读书价值观的
偏斜一直持续到南宋。

南宋时，大教育家朱熹对当时的
这种坏风气极其厌恶。淳熙六年
（1179 年），朝廷对金兵南下惊惶始
定，朱熹刚刚出任南康军（今江西九
江星子县）郡守不久，便决定兴复早

已无存、仅余瓦砾榛荆、茂草荒丘的
庐山东麓的白鹿洞书院，自兼洞主，
自为导师，亲自讲学并亲手制订了著
名的《白鹿洞教条》，主张恢复尧舜时
的“五教”。教条说：“父子有亲。君臣
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
信。右立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
敷五教，即此是也。而其所以学之序，
亦有五焉，具列如左：博学之，审问
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
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
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
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言忠信，
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
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
计其功。右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
要。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
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
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
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
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
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
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
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
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
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
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
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
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
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
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
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
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
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
诸君其亦念之哉。”

朱熹这段话的意思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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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契为司徒，教化百姓的就是这“五
教”，学子要学的也就是这“五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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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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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弘扬明天下之大道，不去
计较个人得失，这是处事的原则。自
己所不愿做的事，不要让别人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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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朱熹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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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认为，古往今来教育的宗旨
只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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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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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明确以历史
上第一个伟大教育家契从事的，后来
孔子倡导、孟子又强调指出的“五
教”为教育的宗旨，指出“学者学
此而已”。其次系统梳理古代先贤关
于教育问题的经典论述，将契的继
承者孔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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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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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这是朱熹发展契的风
范，对我国古代关于师德规范最完
整、最清晰的一次论述。

《白鹿洞教条》的出现是我国教
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扭转了教育价
值观的偏斜，体现了以“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等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
自此之后，白鹿洞书院“一时文风士
习之盛济济焉”。这一教条成了南宋
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书院办学的遵循，
后来历代教育家作为师德信条奉持
不渝。明代大学者、教育家王阳明说：

“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白鹿
洞教条》既是学生求知问学的条规，
也是教师从事教育的规范。明朝时期
商丘柘城人窦克勤办朱阳书院，便仿
照《白鹿洞教条》制定条规。

明清两代，沿袭白鹿洞书院讲
学风气选聘师长的条件，最重要的
一条就是要有好的道德操守。如果
不是德高望重的硕儒，是很难成为
书院士子们的人生导师的。

综上所述，契是我国历史上第
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开了教育史
上以德育人的先河。他的风范一直
影响着中国教育，对几千年来的化
育人才、砥砺气节、涵泳风气起了
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也是商丘对中
华教育的巨大贡献。

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教育家 契
□ 刘秀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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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芒山杏园，骑行下一站僖山
地质公园。

到达僖山门前，一组僖山宋公车
马出行雕塑吸引了一众骑友。根据史
料记载，宋僖公酷爱四处游历，体察
各地风土人情。此座雕塑正是体现宋
僖公及王后游历山水途径僖山时的
盛况。宋僖公，也称宋厘公，子姓，宋
氏，名举，宋厉公之子，周代宋国第八
位国君。在位28年（前858年—前831
年在位）。在位时期经过周召共和时
期（前 840年），这一年中国古代开始
有了明确的纪年。僖，乐也，从人喜
声，意为喜乐；根据光绪年间《永城县
志》记载，宋僖公葬于此山，因而得名

“僖山”。
僖山，又名戏山，海拔 88.6

米，是芒砀山主峰东部的东西走向
的山，其北面为鱼山，西北为磨
山，西南与保安山相望。原山体面
积较大，由于近代开山采石，四周
已形成四五十米高的悬崖峭壁，山
体也变得狭小，东西仅长149米，南
北宽 84 米。永城芒山一片有句俗
语，“陡的跟僖山样”，说一个人陡
劲，过得好。僖山虽然不高，但在
茫茫大平原上突兀一座小山，加之
北侧陡峭，山顶有坡崖，也算是壮
观。这就是这句俗语的来历。

僖山分布有西汉梁王墓群，已
发现并发掘了三座汉代墓葬，即僖
山金缕玉衣墓、王后墓和画像石
墓，出土的宝贝数不胜数。鉴于山
体四周已成悬崖，到达山顶有很大
的难度，在此对这重要的两座墓葬
作以介绍，亦期有兴趣爱好者对汉
梁墓葬形制及文化的探讨提供帮助。

僖山金缕玉衣墓位于僖山山顶
的东端，墓道开口朝东，由墓道和
墓室两部分组成。墓道南北宽 3米，
东西长现存不足 10米，平底，南北
两壁峭直，系由石岩开凿而成。墓
道内用条石填塞，上面刻有姓名文
字。墓室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东
西长 7 米，南北宽 4 米，高 4 米余，
系先在山顶开凿长方形石坑，再在
南北两壁用长方形石板垒砌石壁，
东西两壁仍保持开凿时的壁面，南
北两壁之上再用一端呈燕尾槽的石
板搭扣成“八”字形。 此墓早期被
盗，1986年文物工作者对此墓进行
抢救性发掘，仍出土了不少珍贵的

文物，如陶质的鼎、壶、罐、瓮、
钫等，铁质器具有灯、锤、镬等生
活用具和刀、剑、镞兵器。铜器有
鹤足灯、剑饰、鎏金熊器座、鎏金
朱雀器钮、弩机等，玉器有玉璧、
玉圭、板、钺、戈、玉佩、玉贝、
璜、环、玉舞人、玛瑙环和水晶珠
等。最为珍贵的是该墓中出土了一
件价值连城的金缕玉衣，玉衣出土
时已经散乱，经修复后，玉衣长度
为 1.76米，由 2008块玉片用金丝编
缀而成。古人将玉赋予种种美德的
同时，认为玉有灵性，用玉殓尸，
能使尸体不腐，“金玉在九窍，则死
人为之不朽”。葬玉制度，始于西周
晚期，历经春秋战国至汉代盛行。
玉衣是丧葬用玉中的最高档次，依
死者爵位的高低又分金、银、铜缕
三种玉衣，在初行玉衣的西汉时
期，皇帝、皇后、王侯皆可使用金
缕玉衣，因此，可以断定此墓应为
西汉梁国国王级别的陵墓。僖山金
缕玉衣的出土是继河北满城中山靖
王刘胜金缕玉衣之后的又一次重大
发现，1988年参加了北京故宫举行
的全国出土文物精华展，1991年作

为中新建交的先行使者赴新加坡参
加展出，为中国赢得了荣誉，现收
藏于河南博物院“古代玉器馆”。

僖山汉画像石墓位于僖山南侧
山腰，与金缕玉衣墓和王后墓相距
100余米。1978年僖山村民取土时发
现，同年进行了清理。墓内遗物虽
早已被盗掘一空，但墓室结构完
整，出土了十余块画像石。该墓为
东西向，墓门朝西，四壁用石条砌
成墙壁，顶部用石条覆盖，最后再
覆以封土。该墓由墓门、前室、耳
室、中室及两侧室组成，室内总长
5.45 米，最宽处 3.58 米。该墓的画
像石主要分布在前室四壁、墓门及
门楣等部位，后室后壁和两侧室后
壁刻有“十”字连环图案，墓门门
楣上浮雕二龙穿璧。石门上刻朱雀
铺首衔环，前室西壁为车行出骑
图，图中有两辆轺车，为双轮，上
有伞形车盖，乘2人，图中还有单骑
7人，皆头戴高冠，身着长袍，腰束
博带，其余三壁皆刻神兽，东壁有
麒麟、鸟面兽身和人首龙身兽：南
壁有鸟面兽、龙头虎身兽等，这些
神兽姿态各异，活泼生动。该墓画

像内容丰富，珍禽异兽、二龙穿璧
等反映了汉代人们心目中长生不
老、羽化升仙的思想，车骑出行反
映了墓主人来世仍然能够荣华富
贵，过着高官厚禄的生活。其雕刻
采用剔地浅浮雕形式，即先把画像
的轮廓和细部刻出，然后把空地剔
掉，这种画像石既不同于南阳画像
石古拙豪放，又不同于密县打虎亭
画像工整细腻。画面布局匀称，线
条疏密合理，粗细得当，被考古学
家称之为豫东汉画像石的典型代
表。它为研究汉代墓葬制度、建筑
艺术、石刻画像艺术和汉代社会生
活、意识形态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僖山不光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还
是红色文化的沃土。八十年前这里
曾经发生一次重要战斗，八路军苏鲁
豫支队在豫东僖山对日军的战斗。
1939年7月29日，八路军苏鲁豫支队
(1941年以后为新四军第 3师第 7旅)
第 7大队第 3连和教导大队，在河南
省永城县东北的僖山与日军200余人
激战，毙伤日军60余人。苏鲁豫支队
亡3人，伤3人，失去联络55人。

现在骑友们看到的是芒砀山地

质公园僖山景区PPP项目，占地14.5
公顷，采用“建设—经营—移交
（BOT）”模式运营，该项目经营期
为 30 年 （含 3 年建设期），总投资
3623万元。作为芒砀山地质公园五
大景区之一，僖山景区是一个集旅
游、人文、娱乐于一体的大型地质
公园，园区内设置了蹦极、游船、
沙滩谷等大型水上娱乐设施。

来僖山一定要走走环山栈道。
位于主山体的半山腰位置，环山东南
侧而建，总长度达到 320米，宽 2米，
走过地质栈道可以一览僖山美景，还
可以见到钟乳石、石灰岩、黑云母、石
英、青石等各种地质地貌。骑友沿着
地质环山山栈道走一圈，一边是陡峭
的山壁，一边是环山的绿水，览尽所
有美景！山下四周是微子湖，湖水碧
绿、清澈见底，湖水东南方向一处瀑
布缓下山体，经过百级石阶，跌落入
湖，壮美绵长。

八月的一天，又随永城书法家
王小楼再次来到僖山。看到僖山脚
下蓝蓝的水，书法家感慨万千：僖
山脚下水真蓝！芒砀山啊，我可爱
的家乡！

僖山脚下水蓝蓝
□ 文/图 苏强华

本报讯（记者高会鹏通讯员宋
涛） 10月 26日，第二届“中国书法
院杯”书法大赛颁奖盛典在上海举
行。宁陵县书法家王清河参赛的书法
作品脱颖而出，被大赛组委会专家评
审评为“特别金奖”，斩获最高荣
誉。王清河并被中国书法院授予

“2019全国书法精英人物”。
据了解，中国书法院成立于

2004 年11月26日，直接隶属于中国
艺术研究院，是国家级书法创作与研
究的常设机构。“中国书法院杯”书
法大赛是由中国书法院举办的全国性
书法大赛。本届书法大赛吸引全国各
地 1万多名书法家参赛，参赛作品 2
万多幅。王清河能在众多的参赛选手
中获得最高奖，得益于他几十年如一
日勤勉用功、墨池耕耘，也是对他书
法作品的肯定。

与共和国同龄的王清河系宁陵县
孔集乡人，自幼喜好书法，钟情“二
王”碑帖，常临习之。年轻时，因供
职于行政机关，忙于工作，不能全身
心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书法艺术中，自
2008 年退休后，王清河就一门心思
搞起书法来，每天足不出户，在家挥
毫泼墨，研习揣摩。他拜刘炳森、李
荣海两位著名书法家为师，在他们的
悉心指导和点拨下，他日夜苦练，书
法精进。

王清河荣获第二届“中
国书法院杯”特别金奖

10 月 30 日下午，商丘歌手王
昌建个人创作的 《壮丽 70 年》 新
歌发布。王昌建经过 70 天创作写
词谱曲，选择长城、广场、机关、
学校等 70 处拍摄，完成了 《壮丽
70 年》 新歌的录制，并在全国各
地上线。

王昌建自幼就喜欢唱歌。1999
年年底，他应征入伍，进入了东海
舰队，加入了文工团，整天为守候
在岛屿上的官兵战友们献歌献艺，
颇受喜欢。后来，王昌建在本地开
办了个人文艺工作室，始终不放弃
对艺术的追求。
本报记者 白鹏 通讯员 黄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