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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大凡进入学堂，老

师总要问及学生的立志问题。 只

是今人理解的立志， 与王阳明却

有很大差异。 今人所言立志约有

两种：一是指职业而言，如立志当

一名科学家，当一名医生，当一名

宇航员等；一是指欲望而言，如立

志五年买一栋别墅， 立志三年买

一辆豪车等。 王阳明所言立志既

非职业，也非欲望，而是立志为圣

人。

王阳明十一岁时就立志读书

学圣贤，并以此为人生第一等事。

王阳明持守此志，矢志不渝，贯穿

平生。 王阳明三十四岁开始讲学

授徒，使门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

贬谪贵州期间，教示龙场诸生，摆

在第一位的依然是立志。 晚年讲

学，立志也是首要之务，如《传习

录》所言：“诸公在此，务要立个

必为圣人之心。 时时刻刻，须是一

棒一条，一掴一掌血，方能听吾说

话，句句得力。 若茫茫荡荡度日，

譬如一块死肉，打也不知痛痒，恐

终不济事。 回家只寻得旧时伎俩

而已，岂不惜哉！ ”

圣人是儒家传统中的至高人

格境界，圣人不是一种职业，但是

每一种职业都有圣人出现， 如书

圣王羲之、画圣吴道子、茶圣陆羽

等。 圣人之志也不是指具体的欲

望，权力的欲望，利益的欲望，都

不是成为圣人所必需， 颜回箪食

瓢饮，不害其为贤德之人。

那么， 儒家所言圣人应该具

备哪些品格呢？ 《孟子·公孙丑》

曰：“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

子圣矣乎？ ’ 孔子曰：‘圣则吾不

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子贡

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

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 ” 孔子在

世的时候， 子贡就努力把孔子塑

造为圣人。 孔子谦称不敢以圣人

自居，只是做到了学而不厌，诲人

不倦。 子贡说学而不厌则智慧无

穷，诲人不倦则仁爱无疆。 孔子既

有仁爱又有智慧，已经是圣人了。

因此，儒家文化中的圣人，既是道

德人格 （仁）， 又是智慧人格

（智），仁智并举并重，如《论语·

雍也》：“子曰：‘知者乐水， 仁者

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

者寿。”后世儒者更是把道德人格

看作比智慧人格更为重要， 这就

是二程所言 “大贤以上更不论

才” ，到了圣贤境界，论的就是道

德修为而非智慧才情了。

如此说来， 今人所言立志逊

色于古人。 在古人看来，职业与欲

望都不是志向的终极义， 只有道

德才是终极义。 所有职业都离不

开道德的约束，一些具体的职业，

还有具体规定的职业道德。 任何

欲望，也都不能与道德背道而驰，

见利忘义，始终是为人所不齿。

王阳明优入圣域， 少年立志

学为圣贤的初心究竟而圆满。 对

于王正宪来说， 乃父以圣人之志

为引导，取法乎上而得乎中，受天

资所限，虽不能成圣成贤，终究不

失为一好人。 这就是王阳明在家

书中对王正宪的叮嘱，“汝在家，

凡百务宜守我戒谕， 学做好人”

（《寄正宪男手墨·书五》）。

赵永刚

《阳明诗话》专栏之二

诫子诗中言立志

开篇语：王阳明龙场悟道是贵州学术发展史的辉煌篇章，也是中国学术发展史的巨大转折。 阳明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弘扬阳明文化既有深远的学术价值也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目前阳明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领域，对于阳明彪炳千秋的历史贡献与文学成就之研究尚显薄弱。 有鉴于此，本报特邀赵

永刚博士开设王阳明诗话专栏，以王阳明诗歌为中心，采用诗史互证、诗思互鉴的研究方法，呈现王阳明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叙

写王阳明波谲云诡的传奇人生，论述王阳明超凡入圣的心学智慧。

A

燕尔新婚 忘记洞房佳期

中国文化历来重视对子女的

教育问题，诫子诗文在中国文学中

占据重要的地位。

我们比较熟悉的诫子故事有

很多，比如，《汉书·韦贤传》记载

了经学大师韦贤教子有方，诗礼传

家，四子均能卓然自立，少子韦玄

成官至丞相， 邹鲁之间传为佳话，

谚语曰：“遗子黄金满籝， 不如一

经。 ” 就是说留给子女满箱黄金，

不如传授给子女一部儒家经书，这

个故事足见中国人对家族文化建

设的重视。

政治家诸葛亮的《诫子书》流

传更广，书中名言“非淡泊无以明

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已是家喻

户晓。 王阳明的诫子诗，则有另外

一番思想特色与现实意义。

王阳明十七岁结婚，当时其岳

父诸养和为江西布政司参议，王阳

明遂往南昌亲迎妻子诸氏。

合卺之日，王阳明偶然步行到

城外铁柱宫，遇到一位道士，道士

对养生之法有极高的体悟，王阳明

被他学说吸引，对坐听讲，竟然彻

夜不归， 以至于忘记了洞房佳期，

次日清晨， 才被诸家人找到请回，

王阳明的婚姻就以如此传奇性的

一幕开端了。

稗官野史说王阳明对这位诸

夫人十分惧怕， 夫妻感情未必和

谐，加之王阳明身体原因，婚后近

四十年，王阳明皆无子嗣。

正德十年（1515 年），四十四

岁的王阳明依旧未能举子，在父亲

王华的主持下，堂弟王守信将其子

王正宪过继给王阳明。

诸夫人过世之后，王阳明又娶

了几房姬妾， 直到五十五岁那年，

王阳明的嫡子王正亿才降生。

B

忙于军务 未曾忘记教育

王正宪过继过来之后，王阳明

尽管接连几年都忙于军务，先是平

定赣西南匪患，之后是平定宁王朱

宸濠的叛乱，但是王阳明始终没有

忽略对王正宪的教育。

正德十六年（1521 年），王阳

明功成身退，居家讲学，对王正宪

的教育更为集中全面。 嘉靖六年

（1527 年）春末夏初，王阳明在王

正宪的扇子上题诗一首， 诗题为

《书扇示正宪》，这是一首诫子诗，

其诗曰：

汝自冬春来，颇解学文义。

吾心岂不喜？ 顾此枝叶事。

如树不植根，暂荣终必瘁。

植根可如何？ 愿汝且立志。

本年王正宪十四岁，方才粗通

文义，足见其天资不高，并非少年

早慧之人。 知子莫若父，王阳明对

王正宪的资质早有洞察。早在正德

十二年（1517 年），王阳明在《与

徐曰仁书》终说：“正宪读书极拙，

今亦不能以此相望， 得渠稍知孝

弟，不汲汲为利，仅守门户是矣。 ”

王正宪本人却不这么认为，初生牛

犊不怕虎，粗通文义的王正宪竟然

提出出试的请求，欲在考场上一展

才华。 对于王正宪的请求，王阳明

的态度是听之任之， 不劝不阻，成

则固然可喜， 败亦在常理之中，毕

竟王正宪此时“本领未备” 。 王阳

明在《寄正宪男手墨·书五》中说：

“守悌叔书来，云汝欲出应试。 但

汝本领未备，恐成虚愿。 汝近来学

业所进吾不知， 汝自量度而行，吾

不阻汝，亦不强汝也。 ”

王阳明在题诗中说，王正宪粗

通文义， 作为父亲自然是高兴的。

但是王正宪也不必以此为傲，在王

阳明看来，能解文义，只不过是枝

叶之事，于立身而言，并非根本。譬

如种树，如果斤斤于枝叶，而不是

培植根本，轻重不分，本末倒置，即

使有枝叶暂时的光鲜亮丽，终究难

免枯萎凋零的命运。 种树如此，人

生依然。 那么立身处世，应当如何

培植根本呢，一言以蔽之，唯有立

志二字。

C

立志入圣 人生第一大事

“纪” 字原来是“己” 字，甲

骨文、 金文没有 “纪” ， 只有

“己” 。帛书和小篆以后的字体就

都写成了“纪” 。

从古文字形来看，“己” 就是

把丝线分股、分缕“系” 起来，防

止混乱。后来“己”字当作自己的

“己” 使用， 才加 “系” 写作

“纪” 。由此看来，“纪”的本意就

是“标记、记住” 的意思。 从文字

发展规律来看，“纪、记” 原来是

一个字， 后来为了字义的分工精

细才成为两个字，“纪” 侧重表示

纪念、纪年、纪律，这些都有约束

的意味，所以用“纟”（丝）作意

符；而“记” 侧重语言方面的识

别、记忆，所以用“讠”（言）作意

符。 “纪” 字最初是纪年用的单

位，岁、月、日、星辰、历数为五纪。

现在的“世纪”一词即来源于此，

后来表示世代、岁月、年岁。 所以

人的“年岁” 有时候又说成“年

纪” 。 阎泽川

年岁为何

又称年纪

●说文解字

孔学堂将举行

线上成人礼活动

●直通孔学堂

将于 4月 30日举行

本报讯 日前， 记者从贵阳孔学堂

获悉，为巩固抗疫成果，孔学堂响应“不

聚众，不聚集” 的号召，将今年的“成人

礼” 活动转为“线上” 模式。 2020（庚

子）年孔学堂“线上成人礼” 活动，通过

“线上成人礼，线下写初心” 的形式，为

贵阳市即将年满 18 岁的学子们举办一

场寓意深远的“成人礼”活动。

同时，孔学堂与参加活动的众学子

约定，四年之后，待到学子们即将大学

毕业正式迈入社会之际，为学子们举办

一场“不忘初心” 的“启程仪式” ，共同

开启满载学子“初心”的“初心瓶”（为

此活动定制的文创产品，“瓶” 寓意平

安， 透明材质寓意晶莹剔透的 “初

心” ），重温 2020 年的“初心” ，踏上人

生的另一段征程。

现孔学堂面向贵阳市征集志愿学

校（或个人），凡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可在校内设置直播点的学校（限组

织高三学子参加） 或即将年满 18 岁的

青年均可报名。

此次线上成人礼将于 4 月 30 日举

行，届时将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举办线

上” 成人礼“活动。 对征集确定的学校，

由摄制员提前介入， 准备直播录制工

作。 活动当天，将由学校组织参礼学子，

写好初心现场放进“初心瓶” 内封存，

孔学堂派专人收集， 并送往孔学堂保

存；社会征集的个人，在线上参加完成

人礼后，与孔学堂预约，到孔学堂制作

初心瓶并保存。

同时， 孔学堂发出征集令， 征集

2020 年参加成人礼的学子于 2024 年 8

月相聚孔学堂礼仪广场， 领回各自的

“初心瓶” ， 并为众学子举办一场迈入

社会的“启程仪式” ，回顾四年前的场

景，展望未来，希望学子们能“不忘初

心” ， 带着这份特殊的礼物踏上人生另

一段征程。 （谢孟航）

谷雨， 是二十四节气的第 6 个节

气，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于每年 4 月

19日－21日“交节” ，今年是 19日。

谷雨是“雨生百谷” 的意思，此时

降水明显增加，田中的秧苗初插、作物

新种，最需雨水滋润，正谓“春雨贵如

油” 。 降雨量充足而及时，谷类作物能

茁壮成长。 谷雨与雨水、小满、小雪、大

雪等节气一样，都是反映降水现象的节

气，是古代农耕文化对于节令的反映。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三月

中，自雨水后，土膏脉动，今又雨其谷于

水也……盖谷以此时播种， 自下而上

也。 ”故此得名。 宗和

谷雨

春季最后的节气

●国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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