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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丰富广大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传

承与弘扬儒学经典， 给热爱写作的市民提供

一个展示的平台，即日起，由贵阳孔学堂、贵

阳晚报联合主办的“我与孔学堂” 征文活动

已经启动，现面向广大市民征稿。

不论你对贵阳孔学堂有何感悟、体会，都

可以向我们投稿，稿件要求紧密联系“我与孔

学堂” 主题，以亲身经历带出感受，用故事细

节诠释思想启发，内容积极向上，传承、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字数约 500字。

有意向者可将作品发送到 kxc913@ 163.

com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分享经历、畅谈感受、

展现文采。

投稿要求：

1、稿件以 Word 形式发送至指定邮箱，不

符合投稿要求的一律不采用；

2、来稿需注明姓名、单位、联系方式；

3、来稿不退，请自行留好底稿；

4、若投稿十个工作日内未接到稿件采用

电话、邮件，作者可对稿件做自行处理；

5、稿件一经采用，会有相应稿费。

“我与孔学堂”

征文活动

正在征稿

三百六十五天，你轻轻地走近我，踏着落

日的余晖，投下斑驳的树影，细碎而轻盈。也许

你不懂，当你轻轻走近我的时候，我也在悄悄

地走近你。

当我走近你，第一次驻足棂星门，仰望巍

峨的孔像，你是那么的神圣、威严而又壮观。我

踏着脚底的青石， 盘数着一级又一级的台阶，

默念着丛木瓦台中镌刻的片片丝语，我仿佛听

见你在殿堂中轻轻地吟诵，“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 我想你一定是从遥

远的庙堂来，让一份虔诚的心能够有所容纳。

当我走近你，我已是你的一名职工，穿梭

于你的广场、展馆与殿堂，为你守候着日出与

日落，听你讲述着每个节气的故事，与你见证

着每一名学子的成长，分享着每一对佳人的喜

悦，感受着春风沐雨般的教诲。突然间，我觉得

你变得熟悉而又陌生，你不是一所让人膜拜的

庙堂，你从历史的长河中走来，诉说着一个古

老而又璀璨的文明。

当我走近你，你是那么的和谐、亲切与伟

大，你用你的儒家风尚教育着每一位来者知礼

明耻、友好向善，你用你的宽广胸怀包容了一

座城市里的善恶美丑，你用你的一言一行坚守

着对华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你已不是一个地

名，不是一个符号，你是精神与文化的象征。

当我轻轻地走近你， 你在渐行渐远地走，

我仍在翘首以望，你来时的眼眸。 怎样一双有

力的双手，将你从群山之中托起，屹立在了这

溪畔之上。 想起来关于你的名字，我轻轻地捧

起，轻轻地读它，黑暗中有叮咚的声响。 哦，亲

爱的孔学堂！ 王君

（作者系贵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实习生）

当我走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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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贵阳孔学堂是浩大的文化工程，

很荣幸我参与了孔学堂的筹备建设。 也许

我提供的大成殿礼制设计只是孔学堂最后

展示方案的备份；也许我描述的《孔子生平

展》文图只是如今孔子文化陈列区的参考。

我与我所在的工作单位为孔学堂的建成开

放做出的努力对这一伟大工程来说是微乎

其微， 只能算是孔学堂工作机器上的一颗

螺丝钉， 这都不影响我每次来到孔学堂时

自豪地与家人、朋友分享“我参加过孔学堂

的建设。 ”

随着孔学堂传统文化讲座及相关文化

活动的日益丰富， 我来孔学堂的身份已是

孔学堂文化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学习、宣传、推广者。 我已参加孔

学堂各类文化讲座达百次。 在这些讲座中，

我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了孔子及儒学经典，

我感受了香港孔教会会长汤恩佳先生对儒

教的虔诚； 我领悟了赵平略教授对王阳明

先生“龙场悟道” 刹那间“过电” 般通达；

我与徐圻先生一道在明伦堂体验“出离” ，

在哲学的范畴中“出生入死”……

孔学堂已经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挥去的

词汇。 因为在我的自媒体中，“孔学堂” 是

我参加讲座、活动后写说说、发图片的常用

语。孔学堂已成了我心灵归依的福地。我有

了喜悦， 会邀请朋友来到十里河滩畔的孔

学堂一起分享， 找附近一个小餐馆共饮几

杯。 我有了疑虑，也会来到孔学堂，在圣人

先贤面前问问自己， 面对问题到底该如何

处理？

总之，贵阳孔学堂给了我心灵洗礼，让

我活得更加充实、更踏实。 郑林生

（作者系贵阳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孔学堂伴我行

据说，缓刑制度起源于英国，由英国法官

希尔所创。 又说起源于美国，1878�年，美国马

萨诸塞州通过了首部正式的缓刑法规。 其实，

北宋时期的开国名将曹彬就发明过“缓刑” 。

曹彬，字国华，真定灵寿（今属河北）人，

在北宋统一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 后周末期，

赵匡胤管领禁兵，权势日盛，一些官员都巴结

他，唯独曹彬没有公事从不登门。 赵匡胤做皇

帝后，曾问他：“往日我常想亲近你，你为什么

总是疏远我呢？ ” 曹彬叩头谢罪说：“我是周

室的近亲，又身负重任，小心谨慎还害怕有过

失，哪里敢妄自交结呢？ ” 曹彬为人仁敬和厚，

性格温和，在朝廷从未违旨，也从未谈别人的

过失。 他平定后蜀回朝后，宋太祖问及官吏的

善恶，他回答说：“军政之外，不是我应该闻见

的。 ” 皇帝再三问他，只推荐随军转运使沈伦

廉洁端谨可用。 做了将相之后，也从不摆官架

子，处处谦虚礼让。 在路上遇到士大夫，一定

引车回避，不称呼手下官吏的名字，每次手下

官吏谈政事，一定先整冠才接见。

曹彬任节度使知徐州时， 手下有个年轻

的官吏犯了法，案件都已查实，本应处罚 20大

板。 可是曹彬就是对此事不闻不问。曹彬一向

执法严明，对下属更是要求极严格，从来不纵

容，大家都对此事感觉奇怪。 谁知，一年后曹

彬忽然下令将那个下属抓了起来， 打了他 20

大板，说这是对他上年所犯罪行的惩罚。 对这

一做法， 大家更是如坠云雾之中。 见众人疑

惑，曹彬解释道：“一年前，此人罪刚查实时，

我了解到他才娶媳妇，如果那时处罚他，打他

板子， 他的父母一定会认为是新媳妇给他带

来的厄运，那就会对新媳妇早骂晚打，新媳妇

也会觉得自己命不好， 也许会发生什么意外

之事，他的婚姻也就完了。 但是国法军纪又不

能废，所以我对他的处罚缓一年执行。 ” 众人

一听，都对曹彬表示佩服，称赞他的“缓刑”

良苦用心，被处罚的年轻人也对他感恩戴德。

他的忠厚仁慈在战场上也表现得淋漓尽

致，往往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开宝七年（公元 974 年），他率部攻打南

唐。 金陵（南京）城坚守固，为减少伤亡，他采

取长期围城的战术，多次放缓攻城，希望南唐

后主李煜能归降。 金陵即将攻克时，曹彬忽然

称疾不处理事务，诸将都来探病。 曹彬说：“只

要诸公诚心立誓，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就

会自动痊愈。 ” 诸将答应下来，一起焚香立誓。

第二天，病情稍微好转。 再过一天，金陵城被

攻陷。 李煜与他的大臣们一百多人到军营请

罪。 宋军入城后，军纪严明，百姓仍安居乐业，

宋朝顺利地统一了江南， 宋太祖自然非常高

兴，准备好好奖赏他。 可是曹彬入宫朝见时，

名帖上自称“奉令到江南办事回来” ，居功不

傲，谦虚谨慎可见一斑。

郑学富

名人春秋

北宋曹彬：“缓刑”尽显仁厚心

曹彬，931年－999年，字国华，真定

灵寿（今属河北）人，北宋初年大将。 在

北宋统一战争中担任主要将领。 死后谥

号武惠。

“龙凤呈祥” 是一个被误解千年的词。

凤最早作为楚人的原始图腾， 是至真、至

善、至美的象征，是导引人的精魂“飞登九

天、周游八极”的载体。作为一个图腾崇拜，

凤原本是不存在性别的。 后人将之与凰组

合成“凤凰” ，便有了雌雄之分，凤自然成

为一只雄鸟。

我国古老的动物灵崇拜主要有鸟、龙、

犬、虎四类，鸟灵代表着南方的稻作文化，

龙灵代表着北方草原的游牧文化， 犬灵代

表着山地的驯养文化， 虎灵代表着山地的

狩猎文化。 在这四大动物灵中，尤以鸟灵与

龙灵最为突出， 并最终演化成南北两大图

腾，即所谓的“凤翥龙腾” ：北方尊龙，谓之

龙腾；南方（尤其是楚地）崇凤，谓之凤翥。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北两大图腾“龙凤呈

祥” ，在华夏大地并驾齐驭，昭示着一种祥

瑞之气。 这应该是“龙凤呈祥” 的本意。

历史上楚国曾是世界“第一大国” ，楚

人是“不服周（周王朝）” 的，楚庄王更是

问九鼎于洛阳郊外。 因而凤的地位与影响

在当时的南中国大地上远在龙之上， 而且

是“重凤轻龙” 。 在屈原的辞赋中，凤与龙

各出现过 24 次，但凤充当的是神使，龙只

是凤的坐骑。 所谓的龙舟，也是凤站在龙尾

上充当舵手，驾驭着龙舟行使。

人们常言“龙虎斗” ，但在先秦艺术作

品中，龙虎从来未曾斗过，倒是在出土的楚

人刺绣、漆器等作品中，“龙凤斗” 却是屡

见不鲜。 在楚“龙凤虎纹刺绣” 中，我们可

以看到一只大凤鸟双足与一龙相搏， 双翅

则同时与一龙一虎相斗。 虎在楚人心中的

地位则比龙更低， 它常常是巨凤踏在脚下

的玩物罢了。

伴随楚国的逐渐衰落直至灭亡， 北方

一直是政治中心，龙变得唯我独尊，成了皇

权的象征，凤只能作为龙的从属。 于是，便

有了我们在历史剧中看到的穿着龙袍、坐

着龙椅的皇帝，以及头戴凤冠的皇后。 凤从

龙的附属，渐变为皇后的指代，又稀里糊涂

地成为女性的代名词，让阴阳颠倒几千年。

所以，哪家生个男娃，尽管取名“凤儿” 、

“小凤” 之类的，既寓含凤之阳刚，又昭示

祥瑞之气。

周明艳

“龙凤呈祥”

被误解千年

凤原本不存在性别

孔学堂夜景（资料图）

昨日，中国社会心理学会 2017 年学术

年会在贵阳孔学堂举行开幕式， 来自两岸

三地的 400余位心理学专家、 学者齐聚一

堂，分享研究成果。

本次年会由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主办，

为期三天，主题为“健康中国·健康社会” ，

旨在加强心理学取向与社会学取向的社会

心理学家间的学术对话， 年会邀请报告由

三类学者构成： 一是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

理学家； 二是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家

或者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学家； 三是近年来

开始关注社会认知的认知心理学领域的专

家。 同时，年会共设立了 19个专题论坛，29

个分论坛。 年会提交了近 600篇论文，其中

优秀论文 100篇。

“很多儒家、道家思想都可能视为心理

健康的原理。 ” 据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许燕教授介绍，此

前，学术年会一般都在高校举办，本次会议

选择在孔学堂， 主要是因为被这里的传统

文化元素吸引， 而很多心理健康的原理都

是借鉴中国的传统文化。 她说，现在中国社

会的主要心理问题是压力， 压力过大会导

致社会不稳定， 因此本次年会强调了社会

健康。 许教授还认为，大众的压力过大就会

产生不安全感， 究其原因主要是大家的心

理适应跟不上社会的变化。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樊富珉教授认

为，随着大众心理健康意识的提高，掩盖在

躯体疾病、 意外事故等问题之下的心理疾

病将会逐渐剥离出来， 显现为对心理健康

服务需求。 目前，中国有超过一亿以上的人

口需要心理健康服务的现实需求， 但是通

过国内外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的比较， 我国

心理健康服务专业人员培养目标不明确，

培养过程不规范，缺乏实习和督导，专业服

务能力不足，无法满足社会需要。 她希望更

多的人能够重视心理健康， 重视人才的培

养，以便满足大众的需求。

本报记者 谢孟航

两岸三地学者 分享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 2017年学术年会在筑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