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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许多从事商业经营的场
所，往往都在显眼的位置供奉一尊关
公像。关公，生前乃汉末武将，后世以
其忠义气节和神威远镇，尊奉为“武
财神”。商家供奉关公像，一方面用于
宣扬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的价值主
张，另一方面也期待获得关公的护
佑，在心灵上得到慰藉。

有人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
应该是他的阅读史。同样，一个民族
的心理结构和文化认同的培育，也是
这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与传播史。

中国自古便是重视文教的国度，
书房是文化传承的最基层载体，是微
型的书院。就像商铺供奉关公像一
样，每个中国人的书房，也应供奉一
尊“文圣”、“先师”孔子的雕像。

如果说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精
神高地，那么，书房就是一个家庭的
精神高地。今天，快速的城市化和城
镇化进程，使得四合院逐渐走进人的
记忆，楼房已成为最主要的民居形
式。一座完备的套房，通常包括客厅、
餐厅、卧室、厨房、书房等功能性隔
间，其中，唯有书房，负责提供精神食
粮、陶冶意趣情操、抚慰心灵创伤、警
示精进有为。

明代大臣于谦有诗云：“书卷多
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两眼直
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可见，
人的心灵之宁谧高洁，全赖书卷气之
滋养。

搜检一些名人书房，从其命名，
即可窥得主人的个性和品格。

南宋诗人杨万里有“诚斋”，以
“诚”自勉；陆游有“学老庵”，励志活到
老学到老；清代诗人舒位有“瓶水斋”，
自谦学问之少；清代学者黄宗羲有“惜
字庵”，取义惜字如金，为文力求简练；
现代画家李可染有“师牛堂”，用以赞
美奉献；当代学者许嘉璐有“日读一卷
书屋”，勉励自己多读书……

最有名的书房名，或许当数清代
文学家蒲松龄的“聊斋”了。当初，为
积累素材，蒲松龄常设烟、茶水在路
边，供人免费享用，只为聆听他人聊
天，其书故名《聊斋志异》。

书房名，其实就是文人墨客为自
己起的另一个名字，彰显着主人的文
化主张、生活志趣、价值追求。

唯有走进书房，才能最终走进智
者的心房。书房乃最高端的“交际客
厅”，它让人的心灵得以自由“穿越”，
走近一切对你的成长进步有益之人，
不论他生在哪朝哪代、身处何地何
方。对于俗世中的我们，与其喝出脂
肪肝去结交狐朋狗友、在各种新兴交
互平台中精神奕奕，倒不如把时间节
省下来，在书房里为自己充充电。

其实，书房本身也是一个道场。
中国人的道场，理当有自己的精神偶
像，最合适的候选人，自然就是中国
文化的泰山北斗——— 孔子。

孔子的学说，上可参与国家主流

话语体系的建构，下可凭“日用而不
知”的姿态融入民族文化心理之中。孔
子的最成功之处还是在他的教育上。

当初他带着弟子到达仪地，接见
了仪地长官后，这位长官道：“天下之
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据
文献记载，“铎”源于夏商，是一种以金
属为框之乐器。以木为舌者称“木铎”，
用以宣布政令；以金为舌者称金铎，用
以沙场调兵。以孔子为“木铎”，意即他
将受天命肩负起兴盛文教之使命。

孔子教会中国人以阳光积极的
态度去生活、去学习、去实现自身价
值。在他的话语体系里，梦想不仅是
用来追求的，更是可以实现的。他教
人如何去辨别、如何去取舍、如何去
包容。他还把交朋友看做一种纯洁简
单的事情，与利益无关，却与道德、学
识紧密相连。

经学名家爱新觉罗·毓鋆曾说：
“读书著作与行事，和则智，分则愚。”
服务于读书著作乃书房之本职，而孔
子的学说理论则倡导“知行合一”，把

“文行忠信”与“洒扫进退”结合起来，
由此，书房方可完成由供应信息到筛
选知识到提炼智慧的价值飞跃。

所以，把孔子像供奉在书房中，
就能营造一个充盈着正能量的道
场，这不是迷信，也绝非独尊。孔子
如一盏明灯，照亮你前行的道路，他
会时刻提醒你，要“博学之，审问之，
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我家的老宅过去是一个四合院，北方农村典型的建
筑布局。在北屋正对门的墙上有一幅书法中堂，龙飞凤舞
地写着一些大字。中堂的左侧，悬挂着两张人物画像，一位
是我的曾祖父，另一位是我的曾祖母。曾祖父头戴一顶黑
色瓜皮小帽，面带微笑，清瘦的脸上布满皱纹，眼睛不大却
很有神，颌下留着一绺花白的山羊胡。我仅仅是从这张画
像上认识的曾祖父，因为他老人家去世时，我只有两岁，没
有丝毫的记忆。随着年龄的增长，从家人及周围一些长辈
的叙述中，曾祖父的形象在我的心中渐次清晰起来。

曾祖父徐延彬，生于19世纪末期，卒于1973年。他少年
时勤奋好学，饱读诗书，写得一手好字，却没有考取任何功
名，偏安于家乡，做了20多年的私塾先生。老家的三间南
屋，当年便是曾祖父开办私塾的地方，三里五村很多小孩

来此上学。那时只是象征性地收点“学费”，有钱的拿点钱，
没钱的送点粮食，家庭困难的只要爱学习，曾祖父也收下。
曾祖父人如其名，文质彬彬，和蔼可亲，但管教学生却非常
严格。他一生信奉“板子不响，学问不长”、“严师出高徒”的
古训，对那些调皮捣蛋、不按时完成作业的学生，最常用的
惩罚方法便是用戒尺打手心，还不许哭。临近中午或傍晚，
偶尔从我家里传出“啪啪啪”的响声，在大街上都能听得见

（我家紧靠大街）。这时，大人便吓唬小孩子：“先生又开打
了！你若不好好学，先生也会打你的！”这种被现代人认定
为“体罚”的教育方式，在那时却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人反
对，更没有人告状。相反，挨打学生的家长会邀请先生到家
里做客。当然，不善饮酒的曾祖父一般都会婉言谢绝。父亲
便是跟曾祖父接受启蒙教育的，他说小时候因为怕挨打，
学习特别用功。现在他已年逾古稀，仍能熟练地背诵《百家
姓》、《千字文》的大部分段落。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在曾祖父的
一生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对我们几代人都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他常教导家人在生活方面要勤俭节约，严禁铺张
浪费。身为远近闻名的先生，他却常常不修边幅，出入穿
的是一件带补丁的粗布长衫。平时除给学生上课外，他
经常带领大家到地里耕种，绝不像个别文人那样“手无
缚鸡之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农忙时节，家里缺少
劳力，往往会雇几个短工，他对那些短工都很好，管吃管
住，工钱及时发放。干活累时，他安排家里人准备好饭
菜，用扁担挑到地头上，让大家吃饱喝足。他生前常说：

“朋友之间要讲义气，家庭内部要以和为贵。”他亲自书
写“義和堂”三个大字，并请木匠刻成一块匾额，悬挂在北
屋中堂的上方。

曾祖父教书育人、勤俭持家的思想，时时激励着我。
中考时，我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师范学校，并于1992年7月
如愿登上三尺讲台，而且妻子也是一名教师。有不少人
羡慕地说：“你老爷爷是有名望的先生，你俩又当了老
师，你们家真是‘书香门第’呀！”由于时代背景发生了重
大变化，如今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与曾祖
父那时相比，已有了天壤之别，学到的知识也是那个时
代所无法比拟的，但我对曾祖父依然敬畏有加。我曾努
力地寻觅曾祖父当私塾先生的“证据”，可除了那张画
像，只找到一个很大的旧砚台。那砚台的底部有一层厚
厚的墨迹，根本不用添墨汁，稍加点水便能用毛笔蘸着
写大字。有一次不小心被人碰到地上，大家都以为这个
砚台必碎无疑，结果只磕掉了一点小角儿。曾祖父便是
用这个砚台，写春联，续家谱，给学生抄书，教学生练字，
为村里人办红白事写字。为什么没有其他物品保存下来
呢？原来，“文革”时全国都在破“四旧”，曾祖父听到风声
后，连夜将那些毛笔、字帖、家谱、四书五经、“義和堂”匾
额等等全部烧掉了，唯有那个石制的砚台保存下来。当
时母亲还问过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叹了一口气，说：“现
在是新社会，这些东西都没用了，早该烧啦！”后来大家
才知道，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在乡里供职的祖
父，更是为了全家人的安全。

弹指一挥间，曾祖父离开我们已经42年。当年尚不谙
世事、被大姐抱着为他送殡的我，如今也到了不惑之年，
成为“奔五”的人了。虽然没有聆听过曾祖父的谆谆教
诲，但他那高尚的品格成为我们几代人学习的楷模，值
得我们永世怀念。愿曾祖父地下有知，感受到这个大家
族的兴旺，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巨变。

【传统大家谈】

有书房的地方，就该有一尊孔子像
□常强

【逝者背影】

怀念我的曾祖父

思

想

光

华

文

字

魅

力

□徐友梁

B
05-

B
07

星
期
一

2015
.7
.6

“家教、家孝、家文化”
——— 百姓故事

投稿邮箱：qlwbjia@163 .com

西方人崇拜道家是因为看不懂
最让西方学者崇拜的是道家。理由之一就是看不懂，他们翻开《老子》，第一句就

蒙了，“道可道，非常道。”这六个字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但是西方一流的学者都知
道，真正的奥秘是不可能用言语来表达的。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奥秘是连人的生命都
包含在里面的。如果做一个客观的观察，你是不在里面的，于是你可以把它当做对象
来做分析研究，但如果去研究一个伟大的奥秘，像“道”这样的东西，你怎么可能采取
客观的立场呢？所以，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道家很神秘。 ——— 傅佩荣（著名学者）

【百家之言】

我的母亲是个心地善良、勤劳朴
实的农村妇女，她斗大的字不识一
个，但她的许多朴素的做人道理一直
影响着我，渗透在我几十年的人生历
程中。

母亲特别看重子女读书，笃信
“书中自有黄金屋”。每天清晨，母亲
都要送我到村口，一直望着我走到学
校大门，她才折回身；傍晚，母亲也总
是站在路口等我回家。晚上，昏黄的
煤油灯下，母亲一边做针线活，一边
看着我做作业。每每我有懈怠的时
候，母亲总是用“树不盘不成材，人不
学不成器”、“各人吃饭各人饱，各人
读书各人好”等等不知从哪儿学来的

“至理名言”来教导我。上初二时，我
因和外校几个学生打架，被班主任教
训了一顿，我一气之下不想去上学
了，跑回了家。“不争气的东西！”对我
从来都没高声的母亲，那天竟狠狠地
打了我一耳光，勒令我跟她回学校。
可学校为严肃校纪，拒绝接收。从未
在任何人面前委曲求全的母亲，居然
跪在校长面前，用近乎哀求的口吻恳
请学校接纳我，还代替我向校长保证

一定改过自新、绝不再犯，母亲的倔
强和泪水终于感动了校长。“玉不琢，
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母亲后来
又用她唯一知道的这句读书名言苦
口婆心地开导我。如果不是母亲的执
着，也许长大后的我现在也和她一样
在土里刨食呢。

“穿不穷，吃不穷，算计不到一世
穷。”这是她告诫子女勤俭持家的常用
语。那时生活比较困难，但在母亲的精
心操持下，我家的日子尚能过得去。日
常饮食自然没有大鱼大肉，却也从未
断粮挨饿；一家人穿得虽然破旧，衣服
补丁连着补丁，可总不至于春秋露肉
冬天挨冻。我和两个姐姐上学的费用
更是从来没有拖欠过。有一次，母亲煮
了一锅薄粥，外加黑面馒头，我嫌馒头
粗糙，扔在地上，母亲默默地捡起来，
掸去灰尘，大口大口地吃了下去。“不
当家不知柴米贵。”母亲语重心长地
说：“你知道这粮食是怎么来的吗？我
和你爹天天在田里劳作，不管夏天多
热冬天多冷，不耕作，从哪儿来米面？
一粒米，千滴汗，粒粒粮食汗珠换啊。”
上课时老师讲《锄禾》，我似懂非懂，现

在听了母亲这一席话，我才真正理解
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

母亲虽不“知书”，却很“达理”。
“爹娘面前能尽孝，一孝就是好儿男；
翁婆身上能尽孝，又落孝来又落贤。”
母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祖父
母在世时，母亲让他们住向阳的房间，
睡温软的床铺，有好吃的总是先孝敬
他们。他们生了病，母亲送他们去看医
生，端茶递药，侍奉病榻。人们常说婆
媳关系最难处，可奶奶却常常夸奖我
的母亲：“我是前世修来的福，遇上这
么好的儿媳。”“做人不能丧良心”，“人
要走得正、行得正，脚正不怕鞋歪”，

“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 这是
母亲教导我们做人的“金口良言”。当
我遭受困厄遇到坎坷时，母亲说“只有
不快的斧，没有劈不开的柴”，这朴实
的话语给我信心和勇气；当我取得小
成功而骄傲时，耳边就响起母亲“火要
空心，人要虚心”的警告。

现在看来，母亲的这些“乡言土
语”虽然很俗很平常，但没有读过书
的母亲能传承这些朴素的道理，是多
么难能可贵。这是我一生的财富。

【我家家教】

母亲的“乡言土语”
□吴建

《论语》曾是“家常书”
夏丏尊小时候在接受教育上受到与其兄弟不同的“待遇”。他

的父亲指望他能够“中举”，安排他读《左传》、《诗经》、《礼记》，而他
的兄弟们只需要读《四书》就行了。今天看来，夏丏尊固然是读经
典，而他的几个兄弟所读的《四书》，就包含着《论语》、《孟子》，也
是经典。就是说，那个时候，不想走科考之路，只想做做生意的，也
需要读《论语》、《孟子》，并非为了科举考试，而是让孩子有点文
化。夏丏尊当时的家境还算可以，而在很穷的家庭中，往往也要让
孩子读读《论语》。清代诗人、学者汪中，童年时家里很穷，父亲去
世，母亲靠为别人做鞋维持生活。这样的生活条件下，汪中也读了
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也就是说，在那时，《论语》曾是“家常
书”。 ——— 唐晓敏（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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