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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几幅图片，画面上是一群身着
灰色古装的人在地上跪成一片。下跪者的对面，一排衣冠楚
楚的人坐在主席台上，看样子特别享受。据发图者说，这是北
京某书院学员集体跪拜老师的场面。看到这些图片我感到特
别惊讶，套用一句老话，真有点不知今夕是何年的况味。

在我看来，教育是有好坏之分的——— 好教育培养的是
人才，坏教育培养的是奴才。如果一个教育单位居然让学
生匍匐在老师面前，那么这个教育单位就可能是一个坏的
单位，因为他们培养的不是人才而是奴才。人才与奴才的

最大区别，就是前者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这种人具
有无限的创造力；后者则完全相反，因为缺乏人格尊严，所
以就只有唯命是从、唯利是图的本领。

后来看到《新京报》的报道，我才知道这个教育单位叫
凤凰岭书院。该书院教务长韩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
这些图片确实是在该书院开学典礼上拍的。对于网友们的
吐槽和非议，他认为这是对跪拜的曲解和误读，因为他们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尊师重教”。他还说：“古代手工艺相
传，徒弟一定要跪拜师父。这种形式本身就来自于儒家传
统文化。跪拜是传统文化师徒关系的一个承诺，弟子诚心
诚意接受老师的教诲，老师将毕生所学倾心传授，这种承
诺神圣而崇高，师生双方也都是自愿的。”

看到这种解释以后，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学生不“诚心
诚意”地下跪，老师就不会“将毕生所学倾心传授”吗？另
外，要求学生行跪拜之礼，表面上看是为了尊师重教，其实
是对当代教育的一种嘲讽。这种嘲讽不是以现代文明为参
照，而是以“传统文化”为榜样。

众所周知，“传统文化”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的，跪拜礼究
竟是精华还是糟粕？这还需要对它的起源和兴衰做一些考察。

有关研究表明，跪拜礼来自于古人席地而坐的生活习
惯。席地而坐的主要姿势是跪坐。持这种坐姿的人，如果要向
对方表示敬意，只须身体前倾，把双手放在地上就可以了。因
此，古代的跪拜礼就像现在的握手一样，是一种非常方便、非
常普通的礼节。大约到了隋唐以后，随着凳子和椅子的普及，
席地而坐的习惯逐渐退出了日常生活。这样一来，再行跪拜
礼就不那么容易了，于是它就成了一种比较隆重的礼仪。

自从跪拜礼成为隆重的礼仪之后，人们跪拜的对象大抵
是天、地、君、亲、师之类。在这五种跪拜对象中，前两种是
想象中的神灵，后三种是世俗社会中的人。敬畏神灵属于
偶像崇拜，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就连被清朝皇
帝视为双腿不会打弯的洋人，在教堂里也有下跪的时候。
但是如果把活着的人当作偶像一样来对待，就会形成一个
等级森严的社会体系。在这种体系中，除了君王和师长之
外，个人是没有任何地位的。这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
的一个根本原因。

这种局面直到辛亥革命才彻底改变。1912年中华民国
成立以后，明令在祭孔时废除跪拜之礼，改行三鞠躬的仪
式。不久，政府又明令在社交中废除叩拜、作揖、请安、拱手
等旧式礼节，一律改行鞠躬礼。随后，政府还用法律形式确立
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这种文明的礼仪，是民主共和精神
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进步的真实反映。除此之外，一些旧的
称呼，如“大人”、“老爷”之类，也因为封建色彩太浓而被取消，
代之而起的是“先生”或“君”的称谓。总之，当年的礼仪和称
谓改革，贯彻了一种天赋人权的平等精神，是整个中国走向
文明社会的一大标志。西汉经学家刘向曾经指出：“世异则事
变，事变则时移，时移则俗易。”因此从移风易俗的角度来看，
辛亥革命不仅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还废除了包括跪拜礼
在内的旧俗，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改天换地的一件大事。

可悲的是，不知是对传统文化的无知，还是有意要达
到什么样的目的，今天，跪拜礼又呈现出一种沉渣泛起的
趋势。就最近所见，前有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黄某辞掉硕士生
导师去办私塾，并要求弟子行跪拜之礼的新闻，后有凤凰岭
书院学生集体跪拜老师的场面。尽管当事人都有各自的理
由或借口，但是在我看来，行跪拜礼不但与现代文明社会的
价值取向格格不入，而且还有为帝王制度招魂的可能。

写到这里，又看到《新京报》在11月20日又以《书院开学
行跪拜：礼还是耻》为题，再次刊登两篇文章，其中有这样
的话：“随着国学热兴起，各种私塾、培训班大行其道。但有
些机构不是念错了经，就是拜错了‘坟’。”

这恐怕是当代国学热的通病。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著有《长袍与牢骚》等书）

【社会观察】

这一跪究竟是
为谁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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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一个爱做笔记的人。有许
多事情发生，当年仗着年轻记性好，
好像什么都可以清清楚楚地保存在
脑子里。但最近发现不是这么一回
事。比如，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谒见
巴金先生的？我一直以为在1980年的
秋天，因为那一年我与李辉的第一篇
研究巴金的文章刊发于《文学评论》
的第三期（大约是五月份），还得到过
巴金先生的首肯，于是我记忆中就好
像在那一年的深秋我与李辉上门拜访
的。那时候也没有拍照留念，记得巴金
先生穿的是蓝布中山装，似乎是天气
转凉的时候。我一直这么记忆，还写进
了一些文章里。但是最近问及李辉，他
查了当年日记，竟是1982年1月7日，那
时候我们已经毕业，马上要各奔东西
了，李辉被分在北京工作，才想在临行
前见一次巴金。由李小棠兄的安排（我
们都是同班同学），我俩才第一次走进
武康路113号巴金先生的府邸。

我们与巴金先生说了些什么？我
没有记录，李辉是有的，他如果回忆
起这难忘的一幕，一定会有重要的细
节披露。但我却没有太具体的印象，留
下的第一个印象是，巴金先生那天身
体不好，似乎是感冒了，还有些发烧，
我们谈话中，有人进来为巴金先生注
射针药，巴金先生起身到客厅外面的
过道里去了一会儿，又进来与我们继
续说话。那时候巴金先生已经是七十
八岁的老人了。我们的看望当然是早
几天就约好的，并不知道那天他感冒
发烧。但巴金先生没有因此拒绝两个
陌生的年轻人的上门打扰，小棠兄也
没有告诉我们。所以当他走出客厅打
针的时候，我俩惶恐的心理可想而知。

记得我们说起了无政府主义。那
时候离“文革”还不远，巴金在“文革”
中被批斗的主要罪名，就是无政府主
义。我们那时正在研读巴金的著作，
在贾植芳教授的指导下，不仅读到了
巴金早期的许多相关文献，而且还直
接阅读了克鲁泡特金等人的著作，才
弄明白了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社会主
义思潮，它以激进的姿态反对资产阶
级国家机器。它的基本立场是站在被
压迫者的一边。这样理解无政府主
义，比较贴近当时的真实情况，也可
以与巴金一生追求进步的写作活动
联系起来了。

巴金先生对无政府主义的这个
态度，似乎一直没有变，他始终以沉
默对待自己曾经的信仰。有一年，我
参与了巴金先生全集的编辑工作。我
向他建议，把他早年编译的一本理论
著作《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也
收入全集，他犹豫了一下就同意了。
但是送到出版社后，还是被责任编辑
撤了下来。记得巴金先生特意告诉我
这件事，眼睛里含着揶揄的微笑，轻轻
地说：“还是他（指责任编辑）比我们有
经验，我们太书生气了。”那时候我的
感觉是，巴金先生写《随想录》也好，编
全集也好，他对于自己责任的理解、能
够做什么和不能够做什么，真是清清
楚楚，洞若观火。他对现实一点侥幸心
理都没有，不会因为一些表面的荣誉
和声望就忘乎身处的环境。

巴金先生的身体越来越差，他每
年夏天都到杭州去疗养，冬天则回到
上海，直接住进华东医院，基本上就
不再回到武康路的家里。我去看望他
都是到华东医院，那段时间（大约是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的身体比较
稳定，亲自读《巴金全集》和《译文全
集》的校样，坚持写每卷的跋，还断断
续续地写一些怀念老朋友的短文章。
我策划“火凤凰文库”，第一本就是把
巴金先生在《随想录》以后陆续写成
的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巴金先生欣
然为它取名《再思录》。等编完以后，
我又觉得薄薄的一本，印出来有些草
率。就与小林商量，能否取其中一篇
短文作书的代序。没有想到，第二天
小林就打来电话说，爸爸已经写好了

《再思录》的序。他是躺在床上口述了
一篇短文，很短，就这样几句话：

躺在病床上，无法拿笔，讲话无
声，似乎前途渺茫。听着柴可夫斯基
的第四交响乐，想起他的话，他说过：

“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
就到人民中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
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欢乐。”他讲得多
好啊！我想到我的读者。这个时候，我
要对他们说的，也就是这几句话。

我再说一次，这并不是最后的
话。我相信，我还有机会拿起笔。

1995年1月12日
小林在电话里给我念了这篇文

字后，还担心里面所引的柴可夫斯基
的话是否有误，回家去查了一下柴氏
著作，除了原文中的“如果”记为“假
若”，其他居然一字不差。当时巴金先
生患了压缩性骨折，痛苦万分，曾提
出要“安乐死”。可是在这篇出口成章
的短文里他竟谈到了柴可夫斯基在
民间寻找欢乐的话。可以想象，在病
痛折磨下的巴金先生，心的世界仍然
是那样宽广。

我还想说一件难以启口的事情，
这件事我至今想起来还是非常心痛。
巴金先生在《全集》第二十卷的跋里
写了这么一段话：

树基：
《炸不断的桥》的目录已在六六

年日记中查出，抄给你看看。
……
《明亮的星星》等五篇给丢失了。

《春天的来信》的改定稿也丢失了，不
过江南的原信还登在《人民文学》三月
号上。这个集子的《后记》是六六年四
月二十六日写成的，第二天我就把集
子编好托济生转给上海文艺出版社。

没有想到不久我就进了“牛棚”，
待到十年梦醒，手稿回到身边，一放就
是几年，我连翻看它们的兴趣也没有。
后来编印《全集》，找出旧稿拿去复印，
终于丢失，仿佛命中注定，我毫不惋
惜，倒觉得心上一块石头给搬开了。欠
债的感觉少一些，心里也轻松些……

这里所说的《炸不断的桥》中五

篇稿子“复印终于丢失”，是我造成的
严重事故。当时巴金先生在编全集的
第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等几卷，我
和李存光分头帮他搜集和影印相关
文献。一天巴金先生把两部旧稿交给
我，一部是中篇小说《三同志》，是以
朝鲜战争为题材，另一部就是散文集

《炸不断的桥》，以越南战争为题材，
都是手稿，交给我去复印，准备编入
全集。

我拿到稿子，马上去学校复印
了。但正是这个时候我在搬家，忙着
整理东西，我怕一些珍贵东西丢失，
就特意把这两部手稿连同复印件，还
有一些其他待印的旧刊物、旧稿，还
有我导师贾植芳先生准备整理回忆
录的文献资料，这是我所有家当中最
最重要的东西，都集中在一个袋子
里，专门放开来。结果真“仿佛命中注
定”，等搬完家，什么东西都没有丢，
偏偏这个最重要的袋子找不到了。当
时我的绝望和沮丧是他人难以想象
的。记得那天我在荒芜的马路边仓皇
奔走，天色一点点暗下来，仿佛要压
下来似的，真是欲哭无泪。我无法面
对我人生道路上最最重要的两位老
人，也无法弥补那些丢失的文献资料
和手稿。不幸中的万幸是我影印了

《三同志》以后，把复印件放在身边阅
读，总算没有丢失。《炸不断的桥》里
的散文作品，有六篇曾经发表过，剩
下的四篇散文和一篇后记，由于我的
失误，永远地消失了。

我不知道如何向老人交代这个
事情。无奈中我找了陆谷苇先生，与
他商量。谷苇先生是我人生道路上提
携过我的师长，他也是长期关注和报
道巴金先生的著名记者，发表过许多
重要的报道。谷苇先生竭力安慰我，
鼓励我先去找李小林商量，请小林寻
机会转告巴老，认为这样比较稳妥。
我采纳了他的建议，第二天就去找了
小林，难以启齿的事情终于向小林吐
露了。我在这里真心赞美巴金先生树
立的良好家风，小林听了我的陈述以
后一句责备话都没有，反而要我安
心，让我写一封信把情况说明一下，
由她交给巴金先生。过了几天她又打
电话来，要我去家里。我知道巴金先
生已经原谅我了，但还是毫无自信地
走进了武康路113号。那天小林和李济
生先生都在场，巴金先生坐在沙发上，
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样的事情
都会发生的。不要紧。”接着，老人用安
慰的口气说，他有日记，记下了《炸不
断的桥》的篇目，可以把篇目保存下
来。一场对我来说是天大的灾难，也是
心灵上一道被重重撕裂的伤口，就这
样被老人轻轻地抚平了。

这个事件，是我的人生道路上的
一次重大挫伤，但老人的高风亮节，
对我做人态度的教育是极大的提升。
我从此养成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
做事习惯，努力克服内心的骄傲以及
自以为是的恶习。尤其是与巴金先生
和贾植芳先生两位老人有关的工作，
我的确是容不得再发生一丝一毫的
差错。有些不了解我的年轻人常会抱
怨，以为我做事过于较真，对没有事
必躬亲的事情总是不顺眼、不放心。
那就是因为，只有我自己明白，即使
献出我的全部生命，我也难以报答老
人的知遇之恩。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我心中的巴金先生

【名家背影】

2014年11月25日是巴金先
生诞辰110周年。巴金(1904年11
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
李尧棠，现代文学家、出版家、
翻译家，被誉为“五四”新文化
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
一，《家》、《春》、《秋》三部长篇
组成的《激流三部曲》，是其成
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巨制。巴
金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
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
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巴金
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
学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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