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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

“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均出生在清朝
末年，他们在少年时代肯定都是要读圣贤书
的。而我们第二代领导人多出生在民国初年，
虽说科举制度早已废除，但新式教育制度的
推广尚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这一代仍有相
当数量的人少年时是在乡下接受私塾教育
的。我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用心读了些孔子
之书、孔门之书。之后当我再读高小、读师范
接受新式教育时，又曾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
响，对孔孟之道持批判态度。”这是首任孔子
基金会名誉会长谷牧在其回忆录中写下的对
孔子的认识。

这段话，恰好印证了戴永夏老师《回顾部
分国家领导人曲阜“寻根”》一文中的描述。国
家领导人的这种寻根，既代表其个人对传统
文化的重视，也代表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对
传统文化的敬仰和传承。孔孟之道虽然有糟
粕，需要扬弃，但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
的核心部分，必须要在批判的基础上有继承，
在继承的基础上有创新，在创新的基础上有
发扬。人类不是一夜之间走到了今天，中华民
族更是源远流长，当下现代化的步伐是沿承
着前人的脚印一路走来的，寻根是为了往前
走得更好更快更稳。

本期人文齐鲁还介绍了龙山文化的发现
者——— 吴金鼎先生。龙山真是一块神奇古老
的土地，大舜作陶，伯夷制井，后羿建都，史前
传说在这里口耳相传；四千多年前的城子崖，
更是开启了山东乃至全国的城市文明。龙山
黑陶的制作传承，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中华农
耕文明的源远流长。而这辉煌的历史文明，竟
是源于潍坊籍考古学者在城子崖一次无意的
仰望……就是这不经意地一次回眸，改写了
中国考古的历史！城子崖的发现，确认了山东
龙山文化的存在。对于城子崖发现的意义，吴
金鼎的老师李济先生有如此评价：“有了城子
崖的发现，我们不但替殷墟一部分文化的来
源找到了一个老家，而且对于中国黎明时期
文化的认识也达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一结
论，今天已写在了中学历史课本上，而当年吴
金鼎先生在龙山镇的伟大发现，也成为中国
考古史上的一座永不泯灭的丰碑。

无论是孔子那博大精深的文化之根，还
是龙山文化这厚重的历史之根，不忘记过去，
才有继续走下去的动力。读这些文章，如同浏
览一张张历史的老照片，对于“围观历史”的
我们来说，定格“照片”之上的社会历史信息
才是最重要的。

●人文齐鲁，寻觅的是过去，观照
的是今日之发展脉络；挖掘的是人文，
滋养的是当代读者的精神家园。如果你
热爱齐鲁文化，如果你热爱这样的探寻
和追溯，那么，请联系我们吧！

●稿件请发至：q lw bx u j i n g@
sina.com

枣刊前絮语

寻根

回顾部分国家领导人曲阜“寻根”

毛泽东：“从孔夫子到孙

中山，我们应当总结”

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是一个
比较复杂的话题。他晚年出于政治
需要，曾经发动“批林批孔”运动，
举国批判“孔老二”，让九天之上的
孔夫子无辜蒙冤多年。

然而，综观毛泽东的一生，对
孔子还是比较尊重的。从幼年开
始，他就深受孔子思想的熏陶。他
曾经说过：“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
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
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
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在《中
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
报告中，他还给予孔子高度评价：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总
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
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
要的帮助的。”

毛泽东第一次到曲阜，是在
1919年3月。当时，他还是北京大学
图书馆的一名助理员。他曾跟斯诺
说：“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
生一起去上海……在去南京的途
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看孔
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弟子濯足的
那条小溪以及圣人儿时生活过的
小镇，我还看到了有历史意义的孔
庙和庙旁那棵著名的树，相传是孔
子亲手所植。我曾驻足在孔子著名
的弟子颜回生活过的河边，也参观
了孟子的出生地。”这段看似平常
的叙述，却道出了年轻的毛泽东对
孔夫子的敬仰之情。

毛泽东第二次到曲阜，是在33

年后的1952年10月28日。此时，他已
经是身兼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
政府主席、全国政协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数职的最高领导人。在杨尚
昆、罗瑞卿等高官以及山东省主要
领导的陪同下，他游览了孔府、孔
庙和孔林。在从济南到曲阜的路
上，他就兴致勃勃地跟陪同人员大
谈曲阜的历史，并颇为精辟地指
出：“曲阜作为王都有八百年，创造
了灿烂的文化，对后世有重大影
响。特别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
儒家学说，影响更大，一直是中国
统治阶级的思想。过一会儿，你们
看看孔林、孔府、孔庙就知道了。”

到达曲阜后，在曲阜县委书记
孔子玉的带领下，毛泽东一行先游
览了孔庙。在宏伟的大成殿前，毛
泽东介绍了孔子为圣贤的集大成
者，历数了他在历朝历代的崇高地
位，而后他又幽默地说：“孔夫子年
年有进步，代代都加封啊！”当他听
说孔林是我国历史最久、规模最
大、保存最完整的氏族专用墓地
时，不由得赞叹道：“这个孔林确有
特点，不仅中国独此一家，大概全
世界也找不到第二个啊！研究中国
的墓葬文化，不用到别的地方，这
一处就够了！”

从毛泽东视察曲阜的言行我
们不难看出，他对儒家思想和传统
文化是相当理解和尊重的。

周恩来：“曲阜的‘三孔’

建筑决不许任何人破坏”

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保护
“三孔”文化古迹方面，共和国首任
总理周恩来也有突出贡献。

周恩来总理到没到过曲阜，从
有关史料上找不到记载。但原曲阜
文管会副主任孔繁银先生说周总

理到过曲阜，孔府的老厨师葛守田
老先生还说，他曾在孔府亲眼见过
周总理，时间是建国后不久。

其实，周总理到没到过曲阜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正确评价孔
子和保护曲阜文物所做的贡献，令
人永远难忘。

跟毛泽东等人一样，少年周恩
来也上过私塾，读过孔子的书，深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长期的革命
生涯中，尤其是走上领导岗位后，
他在坚持马列主义基本立场的同
时，也力主继承我国儒家思想精
华，正确评价孔子。他曾在《谈谈青
年的学习生活》一文中指出：“对孔
夫子就应该全面评价，对他的一些
好的地方，就应该给予肯定。”

周总理对传统文化的贡献，更
多地表现在保护“三孔”文化古迹
的具体措施上：建国初期，周恩来
担任总理的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
文物保护法令，将保护和整修孔
府、孔庙、孔林列入议事日程。1961

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
国重点保护文物，其中就有孔庙、
孔府、孔林和鲁国故城遗址。文革
中的1966年11月，北师大的造反派
头头谭厚兰一伙窜到曲阜发动所
谓“讨孔运动”。他们捣毁孔庙，破
坏孔府、孔林、鲁国故址，砸毁古
碑，刨平孔坟……使“三孔”文物遭
到严重破坏。当曲阜县委主要负责
人将此情况逐级汇报到国务院时，
周总理立即作出指示：“曲阜的‘三
孔’建筑决不许任何人破坏，要谭
厚兰务必在三日内返回北京。”由
于周总理及时制止了这伙暴徒的
暴行，才使“三孔”免遭更大的破
坏；1969年，周恩来顶着各方面的
巨大压力，毅然下达了大修孔庙大
成殿的指示，并由国家拨款13万
元，重点维修大成殿。山东省和曲
阜县有关部门遵照周总理的指示，
于1970年就完成了大成殿的大修
任务。

李先念：“破坏‘三孔’

文物该杀”

“文革”期间，“三孔”遭到严重
破坏。粉碎“四人帮”后，虽然极左
路线遭到批判，但“批孔”的流毒尚
未彻底肃清，“三孔”也未得到应有

的保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时任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
李先念来到曲阜，对“三孔”的保护
作出重要指示。

那是1978年5月7日至8日，李先
念副主席带领国家7个部委和21个
省、市、自治区的165位领导人，到
曲阜视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
和“三孔”文物保护工作。刚到曲
阜，李先念便对工作人员说：“下午
的活动是拜孔。”“我六岁就读孔老
夫子的书，还学会了作揖磕头，下
午我来参观，谁不愿意来可以不
来。”

在视察孔庙时，李先念指示
说：“文物古迹是劳动人民智慧的
结晶，是人类的文明，不许破坏，要
管理好、利用好。对破坏文物的首
要分子要严惩！曲阜‘三孔’要对外
开放，可以‘以孔养孔’嘛！”当他听
说孔庙的管理人员太少，管不过来，
需要50名管理人员时，当即对陪同
的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说，你能不
能给曲阜文管会解决50人的指标？
白如冰回答说：能！回去后即让主管
部门办理。很快，增加管理人员一事
就得到落实。在视察孔林时，当看到
孔林，尤其是孔子墓破坏严重时，李
先念非常生气，愤怒地说道：“谭厚
兰破坏‘三孔’文物该杀！目前这个
样子怎么让外国人看？”

李先念副主席视察后，曲阜立
即组织专人逐步修复了“三孔”被
破坏的各种文物设施，使之基本恢
复了文革前的原貌。此后，“三孔”
迅速走向世界，被联合国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些成绩的取
得，李先念功不可没。

李瑞环：“孔子是个伟人”

1990年2月28日至3月1日，时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
的李瑞环同志，在山东省及济宁
市、曲阜市的主要领导陪同下，到
曲阜视察工作。视察期间，他作了
许多重要指示。尤其对孔子，给予
了高度评价。他说：“孔子是两千多
年前的人，他的有些话很有道理，
至今仍然适用。过去为什么搞批
孔？孔子是个伟人，批孔真是不可
思议。”

对曲阜的文物保护，李瑞环也
非常重视。视察期间他指出：“在曲
阜这个地盘上，市委、市政府的主
要责任是要把文物保护好，名城保
护建设好，旅游开发好。全国地方
很大，不靠你们这个地方挣钱。”当
他听曲阜文管会主任说要建孔府
文物档案馆，想从香港募捐时，当
即指出：“我不赞成什么事情都向
外人伸手(当时香港尚未回归)。孔
府档案是国宝，国家应拿这个钱保
护。建设孔府文物档案库八百万
元，工程得两年。你们写个材料，我
签个字转给家华、丙乾同志，请他
们想办法解决。”

离开曲阜后，李瑞环还在许多
场合，极力推崇中华民族的传统文
化和儒家学说，高度评价孔子。他
曾指出：“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充分
证明，儒家学说可以为我们解决人
类社会面临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启
示。我们要采取科学的态度，运用
科学的方法，对儒家学说进行挖
掘、整理、总结、研究，取其精华，剔
其糟粕，既不抱残守旧、照搬照抄，
也不数典忘祖、全盘否定，真正做
到古为今用。”

□戴永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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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创建的儒家学说奠定
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也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和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历
代政治家都对孔子及其思想学说高度重视。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孔子家乡曲阜参观考察，对
儒家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传统文化做了充分肯定。回顾此前多位国家领导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以及他们在曲阜留下的闪光足迹，可以给人们很多思考和启发。

1952年毛泽东在曲阜孔林视察。

1978年李先念视察曲阜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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