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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 潭
市 教 育 局
主 任 督 学
郭 务 强 先
生 的 又 一
部新作《握
手 名 师 》
（珠海出版
社） 面 世
了，这部新

作是他与名师们零距离接触的心灵
写真。 他的文字，不夸张，不矫饰，没
有故作高深的议论， 也拒绝无病呻
吟式的抒情。 常常是以纪实的方式，
通过质朴、简洁、明快的语言，完成
他内心真实而又虔诚的情感表达。

务强对其仰慕的名家总是怀着
一颗敬畏之心。 他的散文没有冗长
的叙事，几乎是清一色的短制。 有许
多篇什甚至只是记述一堂课、 一次
访谈、 或者于互动交流中意外地获
得的名家对某个问题的点拨， 而在
务强心目中， 都是他求知生涯和精
神生活中不可多得的饕餮大餐。 正
是通过这些鲜活、具体、感人的场景
乃至细节，经由名师耳提面命，让他
真切地体悟到了业界名流们的学术
精华和人格魅力， 完成了一个忠诚
的仰望者与名家之间的某种心灵对
接， 从而极大地丰盈了他自己的学
养储备和精神世界。

满怀虔诚与谦恭之心踏上拜师
之路的郭务强，每每有“不虚此行”
的惊喜； 而他用真情实感书写这种
心路历程的文字， 又总是令人萌生
难以抑制的心灵共振。 读他的散文，
有感动，有联想，更有启迪。 透过他
所记述的所见、所闻、所思，让人明
晰地感悟到：不管社会如何变迁，仰
望依然不失为一种美德。 置身于这
个信息密集、知识急速更替的时代，
唯有放低身段，见贤思齐，不懈地唤
起自己对真理的激情与追求， 方可
有所作为，不枉此生。 用务强自己的
话说:�“从小就以名人为楷模,立志
做一番事业。 ”殊属难能可贵。

□ 华悦

岳麓书院学规考略

岳麓书院的学规，最早源于朱熹的《书院教条》，到清代乾
隆年间，欧阳正焕任书院院长时，提出“整、齐、严、肃”四字并撰
诗，刻在碑上嵌于书院讲堂右壁，流传至今。

流传至今的还有更详细的岳麓书院学规，共有 18条:
� �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

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
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
页；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读书必须过笔；会课按刻蚤
完；夜读仍戒晏起；疑误定要力争。

学规行文平实，从“育人”“治学”两个方面入手，对书院学
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做人与为学的要求，操作性强。

前九条从育人角度进行了阐释，重在加强学生的道德行为
修养，从吃、穿、住、行等方面劝戒学生应孝敬父母、尊敬师长、
团结同学、举止端正、勤俭朴素；后九条旨在“治学”：第一条总
言不可闲谈废时。 接着四条讲读书内容，“经书”即儒家经典书
籍，“纲目”即浩繁的历史典籍，“时务”，社会时事，“物理”，社会、
事物发展的规律，这就是说，既要通读儒家经典和史册诗赋，又
要时刻关注社会现实，匡时济世，学院不培养“两耳不闻窗外
事”的书呆子。 后四条讲怎样读书。 这个学规和讲坛上张栻的
《岳麓书院记》一样，阐明了书院在培养人才上的一贯立场，那
就是“怀古忧时，传道济民”。

学规刻于清乾隆十三年（1748），由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撰
文，受业子弟出资勒石。 王文清两次出任岳麓书院山长，前后达
27年，留下的这三块碑刻，是我国书院教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

足迹

纯属瑶言

巧打圆场，刀切豆腐两面光
小孩的玩意

□ 姚瑶
因为喜欢动漫， 成年以后，

父母对我这一爱好说得最多的就
是： 这么大了， 怎么还爱看这些
给小孩看的玩意。

对于他们的这个观点， 我也
曾愤愤反驳： “动漫里不乏深刻
思想的作品， 宫崎骏对战争的反
思， 大友克洋对老龄化社会的担
忧都是小孩子不能理解的。” 可最

后大多收效甚微。
作家陈亦权也遭遇过类似“小孩子的玩意” 的困扰。 那是

在一个饭局上， 所有人推杯换盏， 觉得无聊的他和一个朋友讨
论起了唐诗宋词， 结果被大家不屑地鄙视： “切， 那是小孩子
的玩意儿！” 听着朋友说着升职、 加薪、 考公务员等话题， 他突
然感到一阵惘然， 唐诗宋词怎么是小孩子的玩意儿？ 难道李白
写《将近酒》、 《蜀道难》 就是为了要给小孩子看的？

没错， 从古至今， 孩子们学习古文都是从古诗词开始
的， 因为古诗朗朗上口， 就像童谣一样， 但扪心自问， 知识
启蒙阶段学习的古诗， 除了 《悯农》、 《咏鹅》 之类， 你还
能背出几首？ 除了老师死板的注解， 对于诗歌的内涵， 你还
能记得多少？

元朝的石屋清珙大禅师六岁出家， 一身研经悟佛， 可直
到圆寂前却还用一句“学佛在幼， 参佛在老， 身逝在即， 悟
道未酬” 来叹息自己虽然从小学佛， 却直到了老年才开始悟
出一些佛理， 如今人都快死了， 佛道却依旧没有参悟透彻。
石屋大禅师从小熟读经书， 但你能说他所读的那些经书， 都
是“小和尚的玩意儿” 吗？

有一段时间， 我尝试着弄懂人们口中， 那些所谓“大人
看的” 是什么高深的学科。 得到的答案却很失望： 美国大
片， 爆米花电影， 宫斗剧， 成功学， 厚黑学……如果真是这
样， 我愿死死抱住那些给“小孩看的”， 永不放手。

□ 颜真诚

见贤思齐
□ 周克武

对书法有兴趣的人，只要去永州祁阳，入县城前都会在浯溪注入
湘江的会口处稍作停留。 这里的西峰、中峰、东峰并峙，西峰最低，中峰
最高，但海拔相差不出十米，浯溪碑林的绝大部分石刻都集中在这里。
中峰西临湘江，悬崖壁立，其下即著名的《大唐中兴颂》。

摩崖石刻碑以元结文奇为一绝。 元结是唐代杰出的散文家和诗
人，也是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大唐中兴颂》是元结于上元二年（761
年）写成的，历时数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基本结束，元结在江西九江任
上乘兴写下了这篇《大唐中兴颂》。 算是他的文学革新的典范之作。

十年后，元结在道州刺史任上对旧作稍加修改后，所以临时又加
上“湘江东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齐”等六句，并派专人送好友颜真卿为
其书写，于同年 6 月刻写在湘江边的浯溪摩崖上。 这才有了今天我们
一行所见到的《大唐中兴颂》摩崖。 这是一篇稀有的颂文，颂词高简古
雅，三句一韵，共十五韵。 可谓“星斗之文。 ”

《大唐中兴颂》 是颜真卿书法进入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且达到了
炉火纯青的境地，他以“力拔山兮气盖世”式的壮美风格著称，体现
颜真卿慷慨正直的个性。 通篇虽然是楷书，却用了篆隶的笔法，即行
笔用篆法，也就是中锋，一横一竖，刚劲有力，力透纸背；出笔用隶
法，即用藏锋，撇、捺、勾、勒，能扛巨鼎。 字形方严正大，给人一种充
实茂朴，气势恢弘，字里行间有金戈铁马之气，拳拳报国之志，并映
射着时代的进取精神。 唐以后的书家无不为之倾倒，有宋黄庭坚诗
为证：“春风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读中兴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
刻鬓成丝。 ”

浯溪摩崖石奇，中峰下的这一片石壁，高宽都在 5 米左右，石色清
润，不现层缝，平坦如削，质理紧细，是天造地设的刻碑的好地方。 膜拜
《大唐中兴颂》，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它所涉及到的人文风光、文学、艺
术和曾经的历史风云。

探 访《大 唐 中 兴 颂》

□ 杨元崇

我为曾在那里念过书的凤凰县文昌
阁小学写过一首歌词，用外国古老的民歌
曲子配在一起， 于是孩子们就唱起来了。
昨天听侄儿说，我家坡下的一个八九岁的
女孩抱着弟弟唱催眠曲的时候，也哼着这
支歌呢！

歌词有两句是：
“无论走到哪里，都把你想望。 ”
这当然是我几十年来在外面生活对

于故乡的心情。 也希望孩子们长大到外头
工作的时候，不要忘记养育过我们的深情
的土地。

我有时不免奇怪，一个人怎么会把故
乡忘记呢？ 凭什么把她忘了呢？ 不怀念那
些河流？ 那些山冈上的森林？ 那些被繁茂
的羊齿植物遮盖着的井水？ 那些透过嫩绿
树叶的雾中的阳光？ 你小时的游伴？ 唱过
的歌？ 嫁在乡下的妹妹？ ……未免太狠心

了。
故乡是祖国在观念和情感上最具体

的表现。 你是放在天上的风筝，线的另一
端就是系牵着心灵的故乡的一切影子。唯
愿是因为风而不是你自己把这根线割断
了啊！ ……

家乡的长辈和老师们大多不在了，小
学的同学也已剩下没几个， 我生活在陌生
的河流里， 河流的语言和温度却都是熟悉
的。

我走在五十年前（半个世纪，天哪！）上
学的路上，石板铺就的路。我沿途嗅闻着曾
经怀念过的气息，听一些温暖的声音。我来
到文昌阁小学，我走进二年级的课堂，坐在
自己的座位上：

“黄永玉，六乘六等于几？ ”
我慢慢站了起来。
课堂里空无一人。

乡梦不曾休
□ 黄永玉

闲话

国学大师吴宓， 于 1950 年 9 月来到
西南师范大学任教，此时的他是国家二
级教授，月薪高达近 300元，是其他同事
的好几倍，也是学校里少有的几个有钱
人之一。

虽然很有钱， 但吴宓却一直很节
俭，并且经常悄悄地用工资资助那些经
济十分困难的学生和同事们，做后从不
声张。

一天，中文系的一名年轻讲师有急
事前来向吴宓借 5元钱， 承诺一周后如
数奉还，而且当场打下欠条。 吴宓知道
这位老师并不富裕，于是便不要求他还
了，全当是自己对他的扶持。 但这位老
师却坚决不同意，并称如果不还，那么
他就不借了， 为了不耽误他的事情，无
奈之下，吴宓只好收下欠条。

一周过去了， 那位讲师丝毫没有
还钱的意思，吴宓觉得这有些不妥，于
是便主动到他的办公室里去找对方讨
要， 没想到那位老师竟然恼羞成怒：

“你平时待人挺大方的，想不到却是一
个当众羞辱人的人， 我算是领教了你

的德性。 ”
吴宓说：“借与资助是有区别的，资

助自然不必奉还， 但如果是借就必须要
还，哪怕是一分钱，而且要守时。 ”两人争
执起来。 在场的一位教师连忙对借钱的
讲师说：“吴教授不是稀罕这 5 元钱，也
不是刻意要当众羞辱你， 而是让你把持
做人的原则，从小事当中谨慎做起，记住
这个‘难堪’和‘小耻辱’，免得将来遭遇
到更大的难堪和耻辱呀， 不给面子是为
了将来你有更大的面子！ ”

继而， 这位教师又对吴宓说：“您从
小事当中警示他人，可见您待人诚心，帮
人苦心，甚是高尚。不过，他是年轻人，要
面子的，您这样当众训诫是不合适的。 ”
经这位教师这么一劝说， 双方即刻握手
言和，年轻的讲师当即还了钱。

这则故事的核心问题是做人的“守
信”和“失信”。 吴宓觉得年轻讲师“失
信”，讲师认为吴宓是一个十足的“小气
鬼”，有意当众羞辱他。 一旁的教师明白
两人站在各自的认识立场产生了分歧，
这位教师没有偏袒任何一方， 既不主张

应该还钱或者不还钱， 而是讲明吴宓不
姑息和不助长年轻讲师的不守时、 不诚
信， 同时也善意提示吴宓给年轻人留点
“面子”。

在日常工作和闲聊中， 对于一些话
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当甲、乙
各执己见陈述理由的时候， 首先我们学
会倾听，而不是即刻偏向一方、压制另一
方的方式去说话和评判， 只有这样才会
淡化双方的矛盾。 每个人只要心中有一
架天枰，就会从双方的立场出发，坚持唯
物主义，客观、辩证地去评析双方的关注
点，给双方都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机会。 所
谓“刀切豆腐两面光”，就是主持公道的
人首先要敢于听真话，再就是讲真话，把
话说得双方都听得进去，方能化解误会，
最终握手言欢。 这则故事虽与我们相隔
较远，但今天拿来重新温习，别有一番韵
味， 倏然间， 两个词语出现在我们的面
前———诚信、品德，一个不守信用的人，
又怎么配给学生当老师和榜样呢？ 一个
没有道德的人， 又岂能有勇气挺直腰杆
担当起民族的大梁？

书评

分析

意境

集文奇、字奇、石奇于一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