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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随笔

古人的

教子之道

我国的传统文化，历来是重视治

家之道的，因而不乏精彩的《家规》、

《家训》和相关的儿童教育理论。

当胎儿尚在孕育之中，身为父母

亲的就应该做好教育的准备。 明代吕

近溪在《小儿语》中说：“儿小任情娇

惯，大来负了亲心，费尽千辛万苦，分

明养个仇人。 ” 此语可作为即将做父

母者的座右铭。 孩子尚未出世，年轻

的父母便应该深思：我将如何担负起

培育这棵独苗的重任？ 将使之成为何

种人物？ 以免孩子出世后，虽名为父

母，却不知为父母的责任。

父母是子女人生的第一位老师，

所以要“以身率先” 。 清初教育家陆

世仪在《小学类》中说，童蒙教育，

“不但是出就外傅谓之教， 凡家庭之

教最急” 。 这一“急” 字，正道出了家

庭教育的重要性。 因为模仿是儿童学

习的主要方式，儿童最早接触到的人

便是他们的家长，儿童模仿父母们的

言行举止或受到奖励， 或受到惩罚，

都会直接影响儿童道德观念的形成。

一言以蔽之：“皆身教为之也” 。 “身

教” 是儿童具体的教科书，是最生动

实际的教育，较书本教育，更为直接，

效果更为显著。 因而陆世仪指出，教

育儿童，齐家较择师更为重要。 人生

的第一课上不好，以后则“虽有良师，

化诲亦难” 。

父母要相互配合。 我国有句老

话，叫做严父慈母。 所谓慈母心，如果

偏向发展， 往往会导致护孩子之短。

清人倪元坦在《家规》中就分析过慈

母心。 从孩子的心理上说，最易与母

亲接近。 所以，孩子有过错，常常是父

亲不能及时知晓，而母亲已知道。 这

时候做母亲的， 应及时教导孩子，使

之及时改正错误。 如果做母亲的，因

为爱子之故， 既不忍心责备教育，又

代孩子隐瞒，这样，即使做父亲的管

教很严，也是父教严于外而母教宽于

内，父督于暂而母纵于常。 孩子在这

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必定扭曲而成

为歪才，养成不好的品行和习惯。

做父母的要懂得教养之方。 陆世

仪说，既然家长是儿童人生的第一位

老师， 那么就须教他们讲 “教养之

方” 。 如当儿童呀呀学语时，“即戏教

以打人骂人，及玩以声色玩好之具” 。

家长以此为戏谑，逗着好玩，而不知

这是坏的教育的开端。 我国有句俗话

叫“三岁看大” ，虽说不很科学全面，

但也说明了幼时所学的东西，养成的

习惯，所受的启蒙，几乎会影响受教

者的一生。 阎泽川

“机器人会不会产生新的物种和社群，甚

至进而产生新的文明？ ” 孙向晨教授从人类的

群体属性进一步引导听众展开思考， 由此，从

“人禽之辨”衍生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我们

该如何面对这种新的文明？ “过去无论东西方

讨论‘人禽之辨’ 都是以一个自然的整体为前

提，如今这个前提被消解掉了，儒家提出的‘天

人合一’的这个‘一体’被破坏了。 这对儒学提

出了新挑战。 ”

孙向晨教授进一步认为， 这种面向未来的

思考，对当下反思儒学很有帮助，“中国的文化

传统只有能够面对这样的一种挑战， 能够面对

这样一种未来的新趋势， 这个文化传统才是有

意义的，这个文化传统才能够贡献于人类。 ” 同

时，我们今天在回看古典时，在用儒家的眼光反

思生活时，我们除了懂得现代性的“进步” ，还

要懂得“知止” 。 “科技发展不是越新越好，越

快越好， 而是以最高的善为目标， 有所进有所

止，要止于至善。 ”

本报记者 谢孟航

孔学堂冬季论辩大会开辩

日前，贵阳孔学堂举行 2018 年孔学堂冬季

论辩大会。 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

董平、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湖北大学

哲学学院院长戴茂堂作为论辩嘉宾，围绕“儒

家‘人禽之辨’ 对机器人有效吗？ ” 这一辩题，

展开了辩论。 左图为论辩大会现场。

学者共话儒家“人禽之辩”是否对机器人有效

论辩会上，董平指出，“人禽之辨”的前提是

“万物一体”，“人”“禽” 是处于同一生存序列的，

而“辨”的目的则是要把“人”从“万物”中分离出

来。 “人禽之辨”代表了人的自觉。 人只有实现了

与自然界其他万物的分离，人才真正成为人。 就

此而论，“人机之辨”的基础与“人禽之辨”并不相

同。

谈及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以及新近出现的基

因编辑婴儿等一系列现象，董平教授指出，人和

机器的问题，一旦通过新技术诞生的“新生命体”

真的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和它们

是什么关系？ 人的伦理是否还适用于机器人？ 机

器人单个体的互联，会不会是机器人构成“群”或

“社会”的一种形式？ 事实上，

cyberspace

（网络空

间）以及

internet of things(

物联网

)

的实现，已经

为机器人的“群”提供了充分可能性。

董平教授表示，科技发展的目的终究是为了

实现人类更为良好的生存。 科学的发展应始终包

含并体现对于人类自我生命存在的深层关切，而

科学哲学则应该要对科学技术的前沿进展保持

深刻的理性反思与哲学批判。

董平教授说，如果有一天机器人真以“新生

命体” 的形式参与到人类的现实生活之中，希望

机器人也能被教化。

戴茂堂教授则从中西方文化的比较视角，辨

析了中国的“人禽之辨” 和西方的“人神之辨” ，

从而揭示了此次论题背后潜藏了一个更宏大的

哲学课题，即认识人自身。

他表示，中国人通过“人禽之辨” ，得出的结

论是人不同于且高于禽兽，因为人有道德；西方

人通过“人神之辨” ，得出的结论是人不同于且

低于上帝，因为人有原罪。加上今天讨论的“人机

之辩” ，三者形成了对自我认识的三维空间。

戴茂堂教授说：“机器人出现的意义，正是让

我们人类又有了一次反思自己、 理解自己的机

会。 ”

“如果说，近代工业文明时期人机关系的紧

张表现为人机器化，人下降了。 那么，当今人工智

能时期，人机关系的紧张表现为机器人化，机器

上升了。这是人机关系的巨大颠倒乃至翻转。”戴

茂堂教授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指出人的伦理尊

严和道德上的优越性在机器人面前开始被解构，

机器人从根本上改变着人以及人际关系，向哲学

提出了更高层次的难题。 化解这一难题，当务之

急必须是从自我意识的维度，确立人与机器人的

边界。

董平：技术发展须包含并体现对人类自我生命的深层关切

戴茂堂：机器人的出现给人类又一次自我反思的机会

孙向晨： 信息科技时

代对传统文化提出新挑战

“人禽之辨”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道德哲学命题。孔子首先从人伦的角

度指出了人和禽兽的差别所在。孟子在孔子的

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人禽之辨的意义，并通过

它一方面建立了人的道德意识的普遍性，另一

方面又确立了人的道德实践的主体性。荀子则

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在于人的社会组织

性，当然他也是由此来论述人的道德建构的可

能性。 与儒家不同，道家从根本上取消人禽之

辨，而墨家则认为，人禽的差异在于人能进行

后天的努力。

可见，人禽之辨在儒家的道德哲学中更具

有基础性的重要意义。

人禽之辨

链接

黄瓜原来不是中国内地的蔬菜。汉朝时，张骞

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从“胡人” 那里带回来

许多好吃好看好玩的东西。这些好东西也从宫廷

流传到了民间，在内地推广开来，黄瓜就是其中

之一。

所以，黄瓜起初被称为“胡瓜” ，它和大蒜

（葫）、芫荽（胡荽）、芝麻（胡麻）、核桃（胡

桃）、蚕豆（胡豆）以及石榴、葡萄、无花果等很

快在中原地区落地生根了。

到了隋朝， 一次厨子给隋炀帝端上一盘菜，

隋炀帝问是什么菜名，厨子说是凉拌胡瓜。 隋炀

帝很不高兴，即令将胡瓜改名为黄瓜。从此，才有

了黄瓜这个名字。

明朝初期，有一年的寒冬腊月，身为皇帝的

明太祖朱元璋突然觉得吃什么都没胃口，他只想

吃黄瓜。于是，宫里立刻派太监四处寻找黄瓜。最

后，终于在京城的一条小巷里看到一个人在卖两

根新鲜的黄瓜。但两根鲜黄瓜的价钱却是 200两

银子。

太监嫌贵，那人说不买就算了，他要自己吃。

说着，那人拿起一根黄瓜，三两口就吃完了。太监

一看，急忙乖乖地掏出了 100 两银子。 卖黄瓜的

人说，现在一根黄瓜也要卖 200两银子。

太监刚想说话，那人又拿起剩下的唯一一根

黄瓜，要把它往嘴里送。 太监只好又乖乖地拿出

100 两银子，买下了那根黄瓜，拿回去给朱元璋

吃。 看来，黄瓜也有奇货可居的时候。

清朝的慈禧太后虽然是个 “皇上” 级的吃

货，但她却不喜欢吃黄瓜。但在清代的京城，正月

里的黄瓜卖得跟现在的燕窝鱼翅一样贵。嘉庆间

《京都竹枝词》说：“黄瓜初见比人参，小小如簪

值数金。 微物不能增寿命，万钱一食亦何心？ ”

清朝文人在一则笔记中写到，有一个才子在

初春时节来到北京， 当地的文人在饭馆宴请他。

席间，大家让这位才子点一道菜。

才子推辞不过，又不想让众人破费，他想，黄

瓜应该是最便宜的， 就笑着点了一盘凉拌黄瓜。

不料，才子刚点完这道菜，在座的众人都面露不

悦之色。 因为，一盘凉拌黄瓜比整桌酒席的价钱

还要贵得多。 王吴军

古代黄瓜 曾贵过燕窝鱼翅

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酒文化的典故自然就

繁盛且多趣。

酒仙：“李白斗酒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这首诗把唐

代著名浪漫主义诗人、“酒仙” 李白豪饮得忘乎

所以之态跃然纸上，可见李白的成就与酒的关系

是何等密切！

酒义： 依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著的 《说文解

字》所说，酒既可以制造出吉利，也可以制造凶

兆。 如《战国策·魏策》中记载，“昔者，帝女令仪

狄作酒而美，进之禹。 禹饮而甘之，逐疏仪狄，绝

旨酒。”又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果不出

所料，他的后代以酒为乐，朝夕狂饮烂醉，忘乎所

以，最终招致灭国之祸，被成汤灭掉了。

酒谋：秦昭王嬴稷之“平原十日饮” ；西楚霸

王项羽之“鸿门宴” ；三国时期汉丞相曹操之“青

梅煮酒论英雄” ； 魏文帝曹丕设酒宴以甘蔗为剑

胜邓展将军； 宋太祖赵匡胤的 “杯酒释兵

权” ；明末张献忠与李自成之“双雄会” ，均

系于饮酒中所施行的计谋。 这些计谋到现

在还有人效仿，且多得逞者，可见酒谋作用

之大。 泽川

这些酒典故

您是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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