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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子学《诗》《礼》，孔子在开小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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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 6月，28岁的
陈望道受五四运动的感

召毅然从日本回国， 受聘为浙江一师国文教员。

他和其他进步教员一道，以杭州为大本营，投身
于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之中。在一师斗争中的
积极表现，使陈望道进入陈独秀、邵力子、沈玄庐
等人的视线。

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逐渐认识到，有必要
让全社会有理想、有抱负的新青年，追求真理、立
志变革的共产主义理想者和实践者，早日读到马
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尽快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 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已是社会之急
需，时代之召唤”。

1920年初，陈独秀离京赴沪、筹备建党前，特
地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走《共产党宣
言》英文本。某种意义上说，陈独秀把翻译出版
《共产党宣言》中文版，视为筹建中国共产党、点
亮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初心与使命的重要前提。

然而，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绝非易事。把这
本小册子变成方块字，译者至少需满足三个条件：

一要有很好的外语基础，至少精通英语、日语；二
要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三是国文特别是
白话文功底要好，遣词造句要吸引青年人。

邵力子深知自己的老乡陈望道在日本就接
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 同时又是新文化的倡导
者、国文教学的改革派。于是，他断定：“能堪此大
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一师的斗争挫败后， 陈望道也在不断反思：

对待任何事物，不能简单凭借新与旧来加以肯定
或否定，而应当有更高的判别准绳，“那便是马克
思主义”。

1920年的早春三月，陈望道收到邵力子的邀
约函以及《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日文版。这一任
务让陈望道既感意外又觉兴奋，便一头扎进老宅
的柴房，开始了翻译工作。在缺乏参考资料和工
具书的条件下，陈望道硬是“费了平常译书五倍
的功夫，才把彼底全文译了出来”。

翻译完成后，陈望道就携译稿前往上海。不
久，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宣告成立。成立这个研
究会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就是审校、 研讨陈望道
的译稿。

1920年 6月，在陈独秀领导和共产国际代表
维经斯基的帮助下，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主要
成员开始酝酿成立共产主义组织。 党的早期组
织对《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出版非常重视：当《星
期评论》停刊无法按原定计划连载发表译文后，

又专门建立了一个名为“又新”的小型印刷所，

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 《共产党宣
言》单行本……

1920年 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第一
版问世。它的诞生，使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各种主
义划清了界限，一大批进步青年在学思践悟中找
到了初心与使命， 继而走上无产阶级的革命道
路，从此拉开了开天辟地的新一幕。

1936年 10月， 毛泽东同志与美国记者斯诺
谈到，1920年春天自己在北京 “热切地搜寻当时
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其
中，“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
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第一本
就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

党的十八大闭幕后，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
《复兴之路》 展览时， 意味深长地讲述了陈望道
“手沾墨水口来尝，真理味道终觉甜”的故事。党
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
政治局常委专程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

在 1920年 9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展柜前，习近平总书记驻足良久、弯腰观看，连称
“非常珍贵” ……这一幕幕都显示出 “初心与使
命”的分量。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翻译《共产党宣言》

为何非陈望道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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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法兼取仁与严
构成家庭教育两条路径

在先秦社会，君王、贵族和平民的家庭
教育，在内容和理念等方面存在差异。

诸侯、国君主要接受治国方略和君德的
培养；贵族则围绕立身处世、保全家族和维
系世卿世禄地位等目的，教导子弟学诗礼、

忠君主、尊长上，做到谦恭勤谨、去奢戒骄；

平民家庭的子弟一般是“学成文武艺，货与
君王家”，以功名求利禄，从而实现社会身
份的上升与转变。

尽管不同阶层的家庭教育内容有别，

但先秦诸子还是提炼了一些教育原则。如
强调家国一体，要维护社会秩序和家园国
土的稳定，要以礼规的形式对成员行为进
行引导和约束。由此，一些符合家庭需要
的道德规范甚至惩罚措施应运而生 。继
而，后世逐渐形成父义、母慈、兄友、弟恭、

子孝的“五教”。其中，孝慈被视为“五教”

的核心。

这一时期， 孔子崇尚周礼且推陈出新，

提出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强调孝悌为仁
之本的家庭伦理教育理念。 孟子承孔学，倡
导仁政，明确家庭伦理关系中父子、夫妇、长
幼之间的亲别有序。

荀子崇礼法、重仁义，提倡在家庭教育
中强调中和、孝慈、宽恕、诚信、恭敬、礼让、

自强、廉俭、节制等。墨子则强调兼爱，尤为
提倡忠、信、孝、慈、节。

道家虽主张自然无为，但视仁义为立人
之道，依然认同家庭教育中的孝慈、诚信、谦
虚等规范。兵家出于实际需要，着重提倡忠、

信、仁、义、智、勇。

法家在家庭伦理教育中与儒家所取方
式有别， 但二者在本质上可谓殊途同归。韩
非子出于对人性的深刻认识，抛去孔孟脉脉
温情的仁爱面纱，强调家教当以薄爱、用严
为原则。厚爱不能治家，乃在于人性多是受
宠便骄、得势便横，承认趋利避害是人之常

情，故要以法为教，家庭成员的行为亦不能
超出法度之外。

总的来看， 先秦诸子的说法侧重不同，

但彼此主张有共通之处。 这从侧面说明，虽
然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异说纷纭，但仍
能保留相对稳定的家庭伦理秩序和理念。特
别是，儒法兼取仁与严，恩威并重、互为补
充，构成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两条路径。

孔子“诲人不倦”

慈母促儿“贵而不矜”

诸子著述中，最为知名的当属《论语·季
氏》中的“庭训”一则。

其中记载， 陈亢问孔子的儿子孔鲤：

“你在老师那里听到什么特别的教导吗？”

孔鲤回答说：“没有。有一次，父亲问：学过
《诗》没有？我答：没有。他说：不学《诗》，

就不懂得如何说话。我就回去学《诗》了。

又有一次，他问：学过《礼》吗？我答：没有。

他说：不学《礼》，就不懂得如何立身处世。

我就又回去学《礼》了。我只听到过这两次
教导。”

陈亢高兴地说：“我问了一件事，却得到
了三点收获：其一，懂得要学《诗》；其二，懂
得要学《礼》；其三，知道君子不对自己的儿
子有偏爱。”

唐以前的古注和朱熹的集注都提到，陈
亢怀揣私意，认为孔鲤系孔子之子，应该会
有“开小灶”的机会。然而，透过孔子与孔鲤
的问对，生动展现了孔子的高尚为人与家教
原则。他对自己的儿子没有过多的偏爱和私
厚， 甚至还远远不如教导平民弟子们来得
“诲人不倦”。

不同于孔子的“有教无类”，先秦时期
的士人阶层为防止出现“君子之泽，五世而
斩”的情况以及改变“位尊而无功，俸厚而
无劳”的状况，在家庭教育上也有自己的一
套原则。

春秋时代，鲁国大夫文伯之母敬姜亲自
纺丝绩麻，以引导儿子勤于政事。敬姜认为
“君子能劳，后世有继”，即君子应该做到贵

而不矜，才能成才和有为。

战国时代，田稷之母要求田稷“修身洁
己，不为苟得”，提出“不义之财，非吾财也；

不忠之子，非吾子也”的观点。原因是田稷之
母得知儿子受下吏之金百镒之事， 一方面
严肃批评儿子， 另一方面又心平气和地向
他讲明道理。田稷羞愧难当，不但归还所受
之金，而且还向国君请罪，知耻而后勇，终
成齐国贤相。

至于说孟母为子寻求良好的教育环境
而三迁其居， 还因子废学而引刀自断机织，

促使孟子幡然悔悟， 在民间更是广为传颂。

乃至于西汉王陵之母为巩固其子效忠刘邦
的志愿，不惜伏剑自刎，更是无不彰显了家
庭教育的独特魅力。

原有社会结构解体
让儒墨道法理念各有侧重

先秦诸子针对家庭教育有着明确的
教育理念。这些教育理念，既可视为时代
之反映，也可作为先秦学派的理想化实践
要求。

先秦宗法组织的基层单位是家庭。家
庭之中，父慈子孝、长幼有序是求得和谐
相处的基本条件。将这种观念扩充到整个
宗族乃至社会， 就自然而然衍生出忠君、

尚贤等理念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
原则。

具体来看，儒家涉及道德知识教育的论
述很有启发价值。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
到：“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好知不好学，其
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贼；好刚不好
学，其蔽也狂。”基本的道德知识教育，成为
孔子展开德育观念的前提。由此，孔子认为，

将人培养成仁人君子关乎道德情感、道德实
践与内省改过。

孟子、荀子身处社会更为动荡的战国时
代。他们师法孔子，但家庭教育观念更为实
际。孟子关注学子的独立创造精神，以及从
事学问之道所需的循序渐进、坚持不懈的精
神毅力。同时，他强调学习环境的重要性，认

为“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这说的是，环
境能改变人的习性，适当的环境对达到预期的
学习效果有着重要的辅助作用。 荀子则提出，

人需要礼义法度的约束才能“化性而起伪”，教
育的目的在于改造人性。

相较于孔子意在培养仁人的教育理念，墨
子迫于挽救社会和国家危局， 注重培养兼士、

贤士，强调教育的实用功能。

老、庄针对教育的观点有不少相合之处。

例如， 他们对现实教育大体持否定态度，“绝
圣弃智”的话语背景是认为教育束缚人性、不
合自然的轨度。但是，老、庄又各为学派，涉及
学派传承，就不能不对教育发表意见。庄子
主张行不言之教， 认为教育要潜移默化，以
精诚的态度感人，利用模范效应才能带动教
育。学习目的在于实践，因而要与所学内容名
实相符。

法家的主张最为实际，堪比后世实用主义
的某些观点。他们论及教育方法时，强调实
际效果，轻视不着边际的言说，尽力要让民
众知道国家提倡和禁止的内容。同时，法家
依照法制精神，着重教育实践，认为教育必
须经得起考验。

总的来看，先秦诸子所处的时代，是中国
历史上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儒、墨、道、法四
家关乎教育的旨趣各有侧重。简单来说，儒家
倡导仁义德治，道家倡导自然无为，墨家倡导
兼爱节用，法家强调法制精神。有鉴于此，举凡
克己复礼的仁义之士、无为逍遥的至人、视彼
犹己的兼士以及明法行法的法士便成为四家
理想化的教育目标。

这些家庭教育观念大致与春秋战国时代
的社会背景相吻合：封建贵族日失其权，世卿
世禄尊位不保，平民阶层渐脱桎梏。原有的社
会结构趋于解体， 让个人成长乃至个性发展
无复拘束，人人以才能寻求身份转变，生活竞
争加剧。 这就迫使家庭教育在保持固有观念
的同时，有意识地增强家族子弟对新环境的适
应能力。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先秦诸子对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诸子学说甚至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灵感来源。

国人历来重视家庭教育，结合诸子著述、探求基本经验，有助于深入理解这一源远流长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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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香港）
央视十一套

11:23 影视剧场:平凡岁月(30-

32)

14:01 梨园闯关我挂帅
15:05 黄梅戏:牛郎织女

16:42 黄梅戏：春香闹学、六尺
巷

17:52 过把瘾:国粹童声(5)
19:30 青春戏苑:戏韵江南(3)
20:34 角儿来了:李军（上）
21:47 影视剧场: 最美的青春

（15-17）

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
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