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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角度读《论语》
□沈周霄

论语：学而时习之

自识得文字始，便与作为“启蒙读
物”的《论语》结缘，但那时只是对一个
个文言字词“识其音、辨其形、解其意”
而已。上学后，教材中有关于《论语》的
章节，前期的点滴积淀为粗浅了解提供
了帮助。然而，由于考试的压力，学生
时代只能从功利性出发，将重点放在文
字音义识读以及准确地把远古文字转
换成现代文，除此之外，似乎找不到更
多的价值和意义。如同初入山水徜徉
其间的旅行者——直面山水、目之所及
也仅仅是山水而已。

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角色扮
演，对外物投注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
由学生成为教师，站在教师的角度阅读

《论语》，并将文本所含的内容教授给学
生时，“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
之”成为指导教学的重要思想。在甄别
中取舍，希望学生除了掌握浅层的知
识，更能了解文字背后的内涵。在教学

《论语》时发现，“直奔主题”的学习方式
恐怕存在许多偏狭甚至错误——直白
的文字，如果只从知识层面看，它们是
极其简单的；但如果从思维、审美、文化
传承等角度进行观照，它们就变得丰富
而多元起来。于是，对于《论语》，原本
直观的轮廓反而变得模糊起来，这与钟
情山水的旅行者纵情其中的体验是何
其相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此山中。

对事物的认知从清晰走向朦胧，
这种跌落造成的心理反差是巨大的，

而由此激发的阅读冲动则是强烈的。
随着阅历的不断丰富、视野的不断拓
展，带着学生时代留下的缺憾、教学时
产生的困惑，重新拿起《论语》以及有
关《论语》的著作，希望可以抵达文本
的更深处。比如，杨伯峻先生的《论语
译注》一书，以“导言”为引线，在原著
的字里行间进行品鉴，小到训诂句读，
大到道德修养、齐家治国，再通过旁征
博引的引注识别《论语》以外的世界。
通过这些丰富的信息，不仅了解了孔
子其人及其思想体系的概貌，也了解
了《论语》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背景。至于文字的释义，通过多元
比对、上下语境的映照也更趋精准。
抛开其他外在加持，此时在大脑中呈
现的《论语》更具人情和兴味。就像痴
迷于山水之人，当完成了人与山水相
互交融，客观的花草树木、山陵沟壑便
都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少之时血气未定，壮之时血气方
刚，老之时血气既衰”，当各有所戒；而
对《论语》的读解，由于不同人生阶段
对其投放价值的取向不同，也出现了
层次的差异。回顾与《论语》由疏及近
的认知过程，用王国维先生的三重境
界进行描述可能更为准确：“昨夜西风
凋碧树，独上西楼，望断天涯路；为伊
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众里寻
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
珊处。”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霍邱县霍邱中学）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
一，被列入中小学必读经典书目。教师
想要教好《论语》，自己必须先读《论
语》，如果可以，最好能够背诵。《论语》
全书1.5万字左右，部头不大，又分作20
篇，每篇平均 700 余字而已。背诵需要
讲究方法，最好逐篇背诵。《论语》背熟
了，意思自然也能理解得差不多，因为
古汉语字词的常用义、文法及语言表达
习惯，都是一个相对固定的系统，而且

《论语》的篇章之间还有许多相互印证
的地方。

熟读成诵以外，还需要参看前贤的
注解，因为《论语》涉及先秦的礼乐制度
和历史背景以及儒家的思想观念等问
题，这些都超出了古汉语字词常用义及
文法表达范围。初学者可以参考杨伯
峻《论语译注》或钱穆《论语新解》两部
书，这两部书都是用白话文注解《论
语》，一般人就能看懂。

中小学教师给学生泛泛讲解《论
语》，用上述两部书作参考就够了。但
若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则需要读古注。

《论语》的古注本太多，用“汗牛充栋”来
形容绝不为过，即便是专门研究《论语》
的专家，也不大可能一一通读。其中，
最重要的是三国时期何晏的《论语集
解》、宋代朱熹的《论语集注》、清代刘宝
楠的《论语正义》三部书。三部书之中，
以《论语集注》影响最大，但初学者读这
部书往往会存在一定的困难。

朱熹注《论语》是要合理学与经学
为一体，拿《近思录》来解说《论语》。宋
明理学有“新儒学”之称，相对于先秦的

“原始儒学”有很大的发展变化，也有一
套自成体系的概念范畴和专业术语，不
熟悉这一话语体系的读者不容易进入
它的世界。因此，初学者从《论语集解》
入手更为合适。

《论语集解》保留了诸多汉代学者
（包咸、孔安国、马融、郑玄等）对《论语》
的解释，非常珍贵。但总体来说，《论语
集解》注解《论语》过于简略，若是涉及具
体的礼乐制度或历史背景方面的知识，
就必须借助刘宝楠《论语正义》一书了。

《论语正义》的特色是考证精详，将
能够说明问题的相关材料一一罗列出
来，对于疑难问题或者容易产生歧义的
地方，均不厌其烦地加以辨析。案头备
一部《论语正义》，遇到需要查考相关文
献的时候，就会大有用武之地。

这三部书之外，近代学者杨树达的
《论语疏证》广引先秦和秦汉典籍，将这
些典籍与《论语》经文互证，有利于对

《论语》篇章文义的理解。
对于教师而言，在熟读、背诵《论

语》的基础上，勤翻以上六部书，足以解
决读《论语》时遇到的绝大多数问题，再
参考其余一些有关《论语》的书籍，博学
广识，一定可以在教学《论语》的过程中
游刃有余。

（作者单位系首都师范大学）

《论语》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
尽管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儒家学派
仍然影响着我们现在的一言一行。因
此，在中小学阶段，教师很有必要给学
生讲孔子、讲《论语》。

对于孔子和《论语》，学生其实并不
完全陌生，他们接触过一些相关内容，
只是并不完整。学生对《论语》的主要
内容和特色，对孔子和他所处的时代，
往往了解不多，难以将孔子当作一个有
血有肉的人来认识、来感知。

在中小学阶段，应该将孔子和《论
语》当作一粒思想文化的种子，播进学
生的心田。因此，《论语》教学应该格外
重视整体设计，将《论语》放在学习中华
文化的大背景下，从课程建设的角度去
开发、去设计，做到宏观建构与微观操
作相携而行。

考虑到《论语》这部书的“语录体”
特点，讲读《论语》时务必要有整体阅读
意识。比如，孔子的生平、生活年代，孔
子与这个年代的关系，孔子的主要思
想，孔子与学生的关系等，学生在学完

《论语》后，对这些内容都应该有所了
解。此外，关于《论语》本身——“论语”
的基本意思，这部书的主要内容和语言
特点，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等——也应该
是学生能够回答的。

教师可以按照基本教学内容，将
《论语》教学开发为若干课时的系列课

程。比如，第一课讲孔子这个人和《论
语》这部书，对学生进行全面介绍；第二
课讲“仁”，因为“仁”是《论语》的核心思
想，全书一共 100 多处涉及；第三课讲

“君子”，“君子”也是《论语》的核心概
念；考虑到孔子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教
师，所以应该单独为“孔子与他的学生”
安排一两节课；考虑到《论语》对中华文
化和汉语言文字特有的贡献，还应该安
排一两节课讲讲《论语》中的成语；还可
以安排一两场读书汇报会，让学生读读
自己的小论文；等等。

将《论语》开发成一门 20 课时左右
的课程，这就是宏观建构；而在课堂上
落实教学，则需要微观推进。教师可以
用读写结合的方式引导学生学习，这样
可以使得“读”落到实处，还可以通过少
量的“写”促进学生“回读”。

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学习品质
是思考，特别是独立思考。学习传统文
化，并不是要顶礼膜拜，也不是要妄自
菲薄，而是要学会思考，对待孔子也应
如是。“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
己来拿”，鲁迅先生虽然说的是新文艺，
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同样适用。对先
贤，对孔子，对传统文化，我们必须报以
尊重，而尊重的最好态度就是深入研
读、批判继承，让传统文化与新时代、新
思想融会贯通。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朝阳区教研中心）

时下解读《论语》的书层出不穷，甚
至出现了新一轮“论语热”。但《论语》
毕竟是一部先秦时期的典籍，当今的解
说往往“鱼龙混杂”。在这样的背景下，
教师不妨换一个角度进行《论语》阅读
与教学。

重视整体联系。《论语》是语录体文
章，行文随意，但教师教学时应多运用
联系比较的方法。比如，学到“子路、曾
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时，教师解读孔
子对子路的态度，就可以联系前面章节
中子路“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
而无憾”的理想，以及子路对荷蓧丈人

“不仕无义”的评价，之后还应该补充交
待子路战死时“君子死，冠不免”的“结
缨遇难”。

重视成长意义。子曰：“吾十有五
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
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
欲，不逾矩。”我们从中完全可以读出孔
子的精神成长历程。读到“用之则行，
舍之则藏”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矛
盾观点时，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在不同
的人生时期可能会有不同的人生感慨，
人的一生既要追求与外界的和谐，更要
追求与内心的和谐。读孔子“君子喻于
义，小人喻于利”的观点时，我们可以反
思时下的功利主义之风，从而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

重视文化自信。中国是儒家文化
的发源地，《论语》中的确存在一些不适

应现代社会的地方，但毕竟是少数，读
者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教无
类”“因材施教”这些理念，放在现代也
非常实用，自然应该加以吸收；而有些
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观点，则不必为圣人
讳言。

重视时代价值。《论语》来源于古人
的生活，其中的经典智慧不妨用现代的
理念来解读。比如，从“礼崩乐坏”，我
们可以读出当代社会的一些乱象。再
比如，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就需要
加入新时代的理解——当今社会已不
是孔子那时以伦理为纽带的家族制社
会，而是一个法制社会，我们既要“为政
以德”，更要“为政以法”。

教师不应该只将《论语》当作文言
范文来教学生读写字词，更要理解和体
会其中的儒家文化精神，并赋予这种精
神新的生命意义。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张家港市暨阳
高级中学）

重新拿起《论语》
□陈士同

6部书读懂《论语》
□檀作文

宏观建构与微观推进
□何 郁

链 接

道德

•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

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

不惧。

•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

•克己复礼为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

邦无怨，在家无怨。

•爱人，知人，举直错诸枉，

能使枉者直。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品格

•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

恶，小人反是。

•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

己以安百姓。

•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

不己知也。

•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

忧贫。

•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

之将死，其言也善。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

夺志也。

修养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

不正，虽令不从。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

道则易使也。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

达，知我者其天乎。

•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

以夫子为木铎。

•知其不可而为之。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礼乐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

无以立。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

不仁，如乐何？

•礼之用，和为贵。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

无邪。

《论语》名句摘选

悟感感

学教教读研研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巧言令色，鲜矣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千年来，《论
语》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和精神。在致力于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应该如何阅
读《论语》？面对社会与时代的变革，应该如何重新认识《论语》？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积极面对并深
入探讨的，本期周刊将从不同角度与读者分享关于《论语》的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