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下，要想找个暑假的最热词
汇，想必非“研学”莫属。

7月2日，2018中国曲阜孔子研学
旅游节拉开了帷幕。这个暑假，祭孔
朝圣、修身研学、“六艺”体验、《论语》
背诵、考古寻源、古建技艺等文化教
育活动将相继在研学旅游节亮相，让
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少年领略儒家文
化的魅力。

说起研学，孔子是公认的祖师
爷。孔子强调道德教化、修齐治平，主
张德育以“行”为其出发点，靠“行”来
检验。三十岁时，他便自己规划路线、
寻求政府赞助，到朝思暮想的东周王
城洛邑见老子、师苌弘、观周礼，来了
场文化苦旅。晚年的周游列国，更是
为世人所津津乐道，成为研学的典
范。

走出校门、书斋，看看真实、鲜活
的世界，知晓生命和生活形态的多样
性，这对一个人的学习、生活、思考和
成长具有积极意义。孔子之后，研学
便成为许多文人墨客的潇洒选择，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更是给中国人
的心底埋下一颗憧憬诗和远方的种
子。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孔子故
里曲阜已有“修学游”的概念，不过那
时形式比较单一。2006年，曲阜举办首
届孔子修学旅游节，2016年起更名为
曲阜孔子研学旅游节，成为全国首个
研学旅游的专题性节庆活动。这年年
底，教育部等多部门联合下发《关于
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不
久，研学以社会实践的身份被纳入了
中小学生必修课程。

早些年，研学不过是给旅游换了
件马甲，仍旧是走马观花看景点、最
后集合照个相的老套路，后来加入了
参与体验的环节，终于有了“学”的味
道。如今，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对研学
追求更高了，甚至主动为行程营造点

“学术氛围”：近则来一趟名校之旅，
排队几小时，走进名牌大学；远则走
出国门，交上一笔令人咋舌的费用，
让孩子在异国他乡的夏令营体验一
把西式教育。至于研学效果如何，那
就见仁见智了。

在我看来，一场成功的研学之旅
倒不在于走多么远的路，而是在于带
着头脑上路，边走边学边思考。当年
孔子为学生准备研学之旅，大多数时
候，只不过把课堂搬到了郊外。他们
曾“北游于农山”“游乎缁帷之林”，在
郊游过程中，孔子不忘与弟子们畅谈
志向、读书弦歌，有意识地引导大家
把德性与志趣的提升融入进“游”的
过程之中。

可见只要有心，哪里都是课堂，
反之，就算走得再远，也未必能收获
多少。孔子讲“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
之者不如乐之者”，就是这个道理。

孔子周游列国十四载，几乎没走
出山东、河南，他的“周游”更像是“政
治流亡”，远远谈不上轻松洒脱，与现
在所谓研学、旅游、游说不可同日而
语；司马迁二十岁壮游中华，无非只
到了湖南、浙江、山东、江苏等地，但
在实地考察中，为《史记》积累了丰富
的写作素材。他们的行程广度无法与
现代“驴友”相比，却走出了深度、高
度，用有限的旅行，实现了人生的升
华和蜕变。

研学是在研究中学习，是行走的
课堂。它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游玩与参
观，而是一次拥抱历史、品味人文的
文化出行。孔子强调“士而怀居，不足
以为士矣”。在他看来，优秀的人一定
是见识广博、胸怀天下的，在那个交
通不畅、信息闭塞的时代，边走边学、
边学边消化、边消化边实践，便是增
长见识、提升境界的最佳途径。

真正的研学是抽出时间、换个空
间，以旅行的方式学习、体验古今中
外的自然人文知识，并通过这个过程
感悟生活，提升自我，修养操行，实现
从“游学合一”向“知行合一”的转变。

如果忘记是为了什么出发，研学
就很容易流于形式。现实中，“游”与

“学”往往顾此失彼，游学失衡，其结果
是游也不爽、学也不成。其实，古人说
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已经很好地
诠释了研学的真谛，可我们往往只知
道上路，却忽略了出发前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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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山，在曲阜城东北，距城50余里。这里
风景很好，据说当年孔子曾在此读《易》，他的学
生子路还“负米养亲，负笈从师”，宿于此地；传
说唐朝的李白、杜甫曾结伴携手到这里旅游过。
想想，人家李、杜这二位大诗人可是见过名山大
川的人，这里如果不好，他们能来吗？

把这些先搁在一边，这次我一心想去登石
门山，是为追思清初那位戏剧大家孔尚任。他一
生中两次在山中隐居，自然就有故事。“江山留
胜迹，我辈复登临”，大诗人不都这么说嘛。

名曰石门，说的是两山对峙如门。进得门
来，我就沿着这两山峰间的一条小溪，踏着石
阶，蜿蜒前行。不知几百年前，我们的孔尚任先
生上山下山走的是不是这条道。道旁的景点很
多,名字也很好听，如鹿游岭、石笋林、水帘洞、
濯缨泉……有天然的，也有不可免俗的人造景。
山上山下郁郁葱葱，最好的当数藤花，一嘟噜一
嘟噜的，从山坡垂挂下来，像紫色的星星，缀在
绿色的天幕上，名字叫藤花幄。溪水在脚下叮咚
叮咚，走累了，就坐在一块光滑的大石上，看流
水划过卵石泛起的串串白花。我想，如此好的地
方，难怪古代文人喜欢来。

爬到半山腰，忽见绿树中闪出灰色殿宇一
角，仿佛“深山藏古寺”那幅画就挂在眼前！顿
时，我浑身来了劲，噔噔噔一气就来到了殿前。
这的确是古寺，叫石门寺。但我不是香客，不作
逗留，径直到寺旁一小院去了，那里有“孔尚任
纪念馆”，陈列着他的生平事迹。

孔尚任，字聘之，号东塘，自称云亭山人。他
的主要著作《桃花扇》与洪昇的《长生殿》齐名，
被誉为“南洪北孔”，像夜空中最璀璨闪亮的一
对双子星，辉映着清代中国戏剧舞台。而《桃花
扇》剧本的酝酿和写作，就是在这石门山上开始
的。
说起孔尚任，他和许多古代中国文人一样，

讲究气节。出生于阙里书香之家的他，受儒家思
想的熏陶，眷恋前朝，再加上眼见官府的腐败，

自然对满清不满。不满就隐居到这石门山上，寄
情山水，潜心读书。这不稀奇，古代的许多文人
都是这么做的。

“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这话虽俗，理却
真。到了他32岁那年，也就是清康熙二十年（公
元1681年），孔府当家人要编修《孔子世家谱》和

《阙里志》，于是就把他从山上叫了回来。作为孔
子后代，这也算是分内的事，尽心尽职，读书人
也大都不会偷懒。可事情巧就巧在这里，两年后
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他的人生。

住在京城的康熙皇帝玄烨南巡回来，路过
曲阜祭祀孔子，初露才华的孔尚任顺理成章地
被衍圣公派去当引驾官，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做
起接待兼导游的差事来了。那位正对汉文化感
兴趣的努尔哈赤的后代，遇上了30多岁的儒学
才子，十分欣赏，告诉他：离开你的石门山吧，跟
朕到京城去，给你个国子监博士干干。这事在今
天看来，也算是破格提拔了。此时，一条通达仕
途的金光大道已铺在他的面前，即使你不想走，
还由不得你呢。接下来，自然顺风顺水，由户部
福建清吏司主事，再到户部广东清吏司员外郎，
步步高升。“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古代文
人不都是这么走的吗？

按说,皇帝给官做了，那就安心做吧。不，作
为文化人的孔尚任，他的兴趣不是做官，而是文
化，是文学。他利用奉命在淮扬一带疏浚河道的
机会，跑到了南京，游秦淮河，登燕子矶，结识冒
辟疆、僧石涛等南明遗臣，搜集野史，回到京城，
就关起门写起他的《桃花扇》了。要知道，这《桃
花扇》表面上写的是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
淮名妓李香君的悲欢爱情故事，可骨子里反映
的却是明朝灭亡的历史悲剧，表达的是文人的
爱国情怀。想想，这事能不惹祸吗？当《桃花扇》
在京城的舞台上展开，“点赞”纷纷之时，我们东
塘先生的仕途篇章也就画上句号了。“命薄忍遭
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诽谤。”康熙四十四年，他被
免官了。免官，对孔尚任来说无所谓，只因为他
有家乡曲阜，有曲阜的石门山。于是，他再次隐
居。

我站在一株松树旁，正沉浸于《桃花扇》的
悲剧故事和孔尚任的坎坷人生时，有人给我说，
不远处还有“孔尚任隐居处”。我赶快翻过一座
山梁，爬上石崖，来到一个叫“孤云草堂”的地
方。那里有正屋三间，堂前一片平坦的土地上，
立着孔尚任塑像，他手握书卷，凝视前方。我想，
此时的东塘先生，沐习习山风，听啾啾鸟鸣，定
是沉浸在侯方域和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之
中，定是在思考着世人之忠奸善恶，定是思考着
自己的文学和人生，然后转回堂内，挥起他那饱
蘸激情的笔。想到此，对着塑像，我从心底涌起
了深深的敬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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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楚珍锡 记录者：楚光俊
1949年的夏天我在黄河水利工程专科学校

学习。解放前的黄河，由于河务荒废败坏，在风
雨剥蚀、战争毁坏之下，堤防埽坝千疮百孔，残
破不堪。

这年的7月6日，我来到济南泺口水文站实
习，主要的工作是观测水位，实测流速、流量、含
沙量。7月下旬，随着雨季的到来，黄河大堤上的
气氛越来越紧张了，大家的弦都绷得紧紧的。27
日渤海防汛总指挥部成立了，记得总指挥是江
衍坤（原山东黄河河务局局长）。

到了9月份，由于黄河流域连降大雨，泺口
水位开始上涨。15日黄河洪峰进入山东省境内，
泺口水位上涨至31 .35米（青岛基面）。济南、齐河
等地相继出险，汛情紧张。一时间，大批抢险队
伍向泺口调集，据说当时从部队、机关、学校共
调集了1 . 7万人，编为4个总队，上堤防汛抢险。
省里又抽调了40余名技术干部，副总指挥钱正
英跟大家一样吃住在黄河第一线，指挥抗洪斗
争。别看当时任务紧、人员多，但各部门各司其
职，感觉还是很有秩序的：石料、铅丝、秸料、木
桩、麻绳等由河务部门筹备；柳料、苇料、麦秸、
豆秸等在各村登记；帐篷、雨衣、胶鞋等由商业
部门筹集……

9月22日，最紧张的日子到了。记得是下午
四五点，黄河洪峰到达泺口。泺口水文站的最高
水位是32 . 33米(青岛基面)，河中心流速相当于
平常的3倍。浪高1到2米，浪花冲到坝头上激起
的浪高也达到3至4米。人站在坝头上能感觉到
坝体在震动，特别是大浪发出的吼声，夜间在十
里之外也能听到。真可谓惊心动魄。

当时泺口还未有电灯，为了夜间抢险照明，
电力部门以最快的速度沿着泺口大堤架设了
电灯照明。由于时间紧，架设电灯用的杉木杆、

线路多数是旧的，电灯忽明忽暗。为了保证正常
照明，每根电杆下派有一名电工守护，即使下
雨，也要穿着雨衣守候在那里。

巡堤查水主要是以民兵基干班为主，每里
地配10个班，每班12人。巡查人员手提马灯、草
捆，沿临河和背河的堤肩、堤坡、堤脚，密切注视
着风浪冲刷、渗水、管涌等险情。由于人员少，在
洪峰期间大多数工程队员都是几昼夜不曾合
眼，每每吃饭时就打瞌睡，饭碗掉到地上是经常
的事。

当时在防汛前线还活跃着一支学生队伍，他
们大多数是步行来到黄河大堤，为防汛队员送慰
问品和演出节目，演出结束后，就赴工地参加劳
动，主要是帮助运土修堤。没有工具就脱下长衣
服当工具，干累了就随便找个地方休息。我看见
济南师范的同学们，干活干到深夜，在黄河修防
处的一个西屋里倒下，人摞着人便酣然入睡。

经过15天的艰苦奋斗，终于战胜了这次黄
河特大洪水，取得了防汛胜利。

洪水过后，黄河的治理工作成了工作重点，
1950年上半年我们开始勘探黄河三角洲附近的
孤岛。岛上到处都是高可没人的芦苇、荒草、红
荆条，没有人定居。岔流和串沟在汛后落了层厚
厚的淤泥（深者可达2米），春风一吹，表层土就
干了，下面却是稀泥。不了解情况的人踏上去，
双脚立即就会陷进去，而且愈陷愈深。每当经过
这样的路段，队员们便将身体伸直，躺下打滚前
进。我们每天在这样的草丛中行进，不时会惊起
野兔、狐狸和蛇。我每天大约能遇到15条蛇，手
中根本不敢离开棍子。就这样，测量队密切协
作，终于完成了测量任务，详细记录下了黄河三
角洲的地形、地貌。后来出版的地图上，三角洲的
神仙沟、甜水沟、宋春荣沟的确切位置，就是这次
测量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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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时空转换，故土变迁……如果您行走在齐鲁大地上，寻觅到独特的
历史人文风景，体察到不一样的风土民情，回味出别样的乡愁思绪，欢迎您以行者的视角记
录下来，投稿“私家地理”。投稿邮箱：qlwbxujing@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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