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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是中国
文章学成立的标志
■ 吴中胜

梵高《星月夜》

■ 吴辰

古人入学“释菜礼”
关于“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时代，目前学界

各有分说，意见比较集中的有“魏晋南北朝说”
和“南宋说”两种。前者以中山大学的吴承学先
生为代表，后者以复旦大学的王水照先生、四川
大学的祝尚书先生为代表。这个问题很值得认
真讨论，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更
关乎中国文章学的本体特征、文体范围及理论
体系等方面的重要问题。

我们认为，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时代定在魏
晋南北朝较合适，成立的标志就是刘勰的《文心
雕龙》。

“文章”一词在魏晋以前就大量使用，但内
涵复杂，直到司马迁的《史记》才首次在文章学意
义上使用“文章”一词。郭英德在《文章的确立与
文体的分类》一书中指出，东汉时期人们已明确
把诗歌、辞章统称为“文章”。魏晋以后，人们更
是广泛地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文章”一词了。如
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
盛事。”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常著文章自娱。”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有“文章”专论。挚虞《文章
流别论》、任昉《文章缘起》，书名就鲜明标识“文
章”一词。据陈书良统计，作为文章学的集大成
论著，刘勰的《文心雕龙》共用“文章”一词26处，
除了几处表示“典章制度”“德行”意思外，大多表
示“文辞、作品的泛称”“文采、声律”，这是在文章
学意义上广泛使用“文章”一词了。

●高度重视文章艺术
文章学的根本目的就是探讨如何写好文

章，所以讲文章艺术是文章学的根本要义。魏
晋南北朝文论追求文章艺术，辞采要求漂亮，曹
丕提出“诗赋欲丽”（《典论·论文》），陆机要求

“其遣言也贵妍”（《文赋》），萧统选文的标准是
“义归乎翰藻”（《文选序》）。刘勰《文心雕龙》著
书的出发点即探究“为文之用心”（《文心雕龙·
序志篇》），即如何写好文章，所以对文章艺术非
常重视。刘勰专门设有“丽辞篇”，主张“丽句与
深采并流”（《文心雕龙·丽辞篇》），当然这主要
是对骈体文的要求。对于其他各式文体，刘勰
也强调文采。他说圣贤文章也是讲究文采的：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文心雕龙·
情采篇》）经典为后世文章“树表”“启疆”，是“群
言之祖”（《文心雕龙·宗经篇》）。所以，学习圣
贤文章，一方面要学其雅正的思想，另一方面要
学其漂亮的辞采。刘勰又设“章句篇”“练字篇”

“附会篇”，专门探讨文章的遣词造句、篇章结构
等方面的技巧问题。可以说，重视文章艺术是
魏晋南北朝文坛的普遍风气。

●自成体系的文章学著作
一门学问如果仅仅是散发式的片言只语，

那还是处于不自觉的萌芽阶段，只有上升到自
成体系的理论层面，才标志着这门学问真正成
立。在魏晋以前，《史记》《汉书》等也有不少地
方谈及文章，但只是零散的片言只语，不成体
系。曹魏以后，出现了专门的文章学论述。曹
丕的《典论·论文》可以说是中国文章学史上第
一篇专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任昉的《文章
缘起》是专门的文章文体学论著。这些专论虽
然篇幅不多，但从其所涉内容来看，俨然是中国
文章学的专门论著。据史载，南朝宋明帝刘彧
也曾热心撰写文章志：“（帝）好读书，爱文义，在
潘时，撰《江左以来文章志》。”（《宋史·明帝纪》）
也可见当时文坛风气。至于刘勰的《文心雕龙》
更是“体大思精”的文章学巨著，其内容包含文章
本体论、文章文体论、文章创作论、文章批评论。
哪怕以今天的学术体系标准来衡量，《文心雕龙》
也是当之无愧的体系完整严密的文章学理论著
作。这是常识，无需赘言。清代纪昀评《文心雕
龙》：“论文之书，莫古于是编，亦莫精于是编矣。”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20）评论确当。

一门学问的成立，不仅要看它何时出现，还
要看它对当时和后世有没有影响。以《文心雕
龙》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文章学理论，对当时和
后世文章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唐宋文章
（包括骈体文和散文）的兴盛与魏晋南北朝时期
在文章学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分不开。理论
上，比如唐宋古文运动讲文道关系，从“文以明
道”到“文以载道”，再到“作文害道”，这实际是
《文心雕龙》“道术之辨”的延续。其实，古代就有
人认识到唐代文章与魏晋南北朝文章的传承关
系，这里略举数例以说明之。清代袁枚说：“唐以
前，未有不熟精《文选》理者，不独杜少陵也。韩、
柳两家文字，其浓厚处，俱从此出。”（《随园诗话》
卷七）刘熙载：“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
成。”（《艺概·文概》）许梿说：“三唐奥窔，未有不
胎息六朝者。”（《六朝文挈原序》）上面三人的话
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唐代文章成就之所以如此
之高，离不开魏晋南北朝文章学的滋养。

总之，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时代应定在魏晋
南北朝，成立的标志就是刘勰的《文心雕龙》。

（据《光明日报》，有删节。）

《星月夜》（又名《星空》）是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文
森特·威廉·梵高于1889年在法国圣雷米的一家精神
病院里创作的一幅油画，是梵高的代表作之一。

在这幅画中，梵高用夸张的手法，生动地描绘了
充满运动和变化的星空。整个画面被一股汹涌、动荡
的蓝绿色激流所吞噬，旋转、躁动、卷曲的星云使夜空
变得异常活跃，脱离现实的景象反映出梵·高躁动不
安的情感和疯狂的幻觉世界。

1889年5月8日，梵高精神第二次崩溃之后，来到
离阿尔25公里的圣雷米自愿接受精神病治疗。那时，
医生允许他白天外出写生，他住院一个月后，画了这
幅画，画中的村庄就是圣雷米。

梵高通过这幅画作不是想用浩瀚的宇宙来反衬
出人类的渺小，令人类生出畏惧之心，而是传达出

一种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天空中飞卷的星云，

好像在旋转着跳舞，好像鲜花一样怒放，那柔韧的枝
条虽然力量微薄，却无畏地抽向天空。而直上云端的
巨大柏树，形如一团黑色的火舌，不屈地奋力伸展着
枝叶。传达出作者内心的苦闷和忧郁。也表现出人
类的挣扎与奋斗。

梵高（1853—1890年），出生于荷兰赞德特镇一个新
教牧师之家，24岁之前，曾在海牙、伦敦、巴黎等地的古匹
尔画店当店员。后来成为传教士，在比利时西南部的博
里纳日矿区传教，由于同情和支持穷苦矿工的要求而被
解职，在度过了一段极度失望和贫困的生活后，他决定在
艺术的探求中完成自我的解脱。1890年7月，他在精神
错乱中开枪自杀，年仅37岁。梵高一生留下了丰富的作
品，其中代表作有《向日葵》《星月夜》《麦田上的乌鸦》等，
但他的作品直到去世后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

（杨道 辑）

鲁迅不仅是一位文采不凡的作
家，还是一位优秀的老师。当年，鲁
迅在北大做兼职老师，他在课堂上
给学生讲课时，无论是讲《中国小说
史略》，还是讲《魏晋风度与药及酒
之关系》，都能纵横捭阖，和现实结
合起来，不囿于课堂上的内容，显示
出了渊博的学识和深沉的哲思，学

生听鲁迅讲课的所得，已远远超过
了课堂之内的东西。

鲁迅的一位学生曾经这样回忆
鲁迅讲课：“他离开青年走到讲台
上，把两只虽不发光却似乎在追究
什么的微微陷入的眼睛，默默地缓
缓地扫视着渐渐静下来的学生群
众，这是一个道地中国的平凡而正

直的严肃先生，既无名流学者的自
炫崇高的气息，也无教授绅士自我
肥胖的风度。这典型，我们不仅只
在《呐喊》这本著作中到处可以看
见，即在中国各地似乎也处处都有
他的影子。”

鲁迅讲课时的语言是缓慢而清
晰的，声音虽然不高，却被穆静所

衬，他时而以诙谐的语言引起学生
的欢笑，笑过之后，回味更深。

由于鲁迅讲课时能做到深入浅
出，清晰明白，所以，他讲课是颇受当
时的学生所瞩目的，据说，鲁迅上课
时，来听课的学生总是很多，以致教室
外面也是学生。由此可以看出，鲁迅
这样的老师，不用故作高深的表演，更

不用装腔作势，他深厚的学养本身就
有一种吸引眼球的风采和魅力。

“用无我的爱，牺牲于后起新
人。”这就是鲁迅教书育人的宗旨，
他在课堂上教学时兢兢业业，认认
真真，从来没有丝毫的马虎和应付，
他这样的态度，是在以自己的努力
为中国培育出可用之才。

鲁迅讲课 ■ 王吴军

对古人而言，虽然没有现在的
九年义务教育，但是求学想要“大
成”，也需要九年光景，“比年入学，
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
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
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
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入学
是每年都可以入，考试则是每隔一
年考一次，凡经四次考校，方可为之
大成。在《礼记》所记载的学制中，
颇有点我们现在素质教育的意味，
每一阶段所要求的教学目标不尽相
同，但都在考察学子的综合素质，第
一年考察读经断句的能力，第三年
考察学习态度和人际交往能力，第
五年考察自主学习能力和尊师重
教，第七年考察科研能力和交游能
力，到了这一步，才称得上是“小

成”，而到了第九年，曾经连断句识
字都需要人手把手来教的学子已经
成为了触类旁通、处事圆融的人，此
乃为之“大成”。就这一教学目标而
言，古代人求学也不容易。

“大学之道”在于“化民易俗，近
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故而古人对
求学过程也是十分重视，并形成了
一整套仪规，这套仪规在国家兴办
的太学中尤为繁复。《礼记》中记载：

“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大学开学，
学生要身着皮制的礼服来行释菜
礼，为先圣先师献上蘋蘩等祭品，以
示尊重。这一习惯来源已久，《诗
经·泮水》中有“思乐泮水，薄采其
芹”说的也是这一习俗。在祭祀之
后，学官要带领学生们共同学习《诗

经·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
者华》等三篇诗歌，这三首诗都以君
臣关系为主，鼓励学生要坚守初心，
为国尽忠。

一套仪式之后，学官击打太学
中的大鼓，并打开书箱，将书籍教材
分发给学生，之所以这样兴师动众
的原因就是为了增加仪式感，以勉
励学生要对自己的学业保持一份敬
重，正所谓“入学鼓篋，孙其业也。”
同时，学官也向学生们展示“夏楚二
物”，以起到警示的效果，所谓“夏”

“楚”其实就是教鞭，“玉不琢不成
器”，古代教师对学生的关切可以说
是简单粗暴，动辄则祭出教鞭，虽然
这样并不合理，却达到了极大的震
慑效果。这一套流程走完，学校生
活就算是正式开始了。

中国以耕读为本，
历朝历代的君王都十
分注重办学兴教，《礼
记·学记》中称“君子如
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
乎”“古之王者，建国君
民，教学为先”。按照
《周礼》，学校的建设是
有层级的，所谓“家有
塾，党有庠，术有序，国
有学”，自国家到社区，
每一个层级都有相应
的学校来对人们进行
教育，而到了最基层的
“塾”，则要求“二十五
家为闾，同共一巷，巷
首有门，门边有塾，谓
民在家之时，朝夕出
入，常受教于塾”，而到
了春秋时期，一些富人
自己出资办学，聘请塾
师，惠及乡里，这就是
我们今天都熟悉的私
塾。

中国人重学，对教
师更是尊敬有加，开学
对于历朝历代的中国
人来说，重要性不亚于
节日，也因此留下了许
多有关开学的仪轨。
这些仪轨虽然今天已
经很少再使用了，但是
其中对于知识的追求、
对教师的尊重、对国家
的抱负早已融入我们
的灵魂深处，成为了中
华民族敏而好学、尊师
重教风尚的一部分。

在古代，入学要行“释菜礼”，这
个名字听起来多少有些奇怪，这里
边还有一个有关孔子的故事。《论
语》《墨子》《庄子》《吕氏春秋》等著
作中都提到了“孔子围于陈、蔡之
间，七日不火食”的事情，在这种窘
境之下，颜回偶然得到了一些饭菜，
自己没有吃，而是先给了自己的老
师孔子，于是，后世为了纪念这种尊
师重教的行为，衍生出了释菜礼。
故事毕竟只是故事，其中一些关节
与文献上记载的有很大出入，在孔
子的年代，早就已经有了释菜礼，孔
子所修订的《诗经》中《泮水》一首即
是明证，更何况，孔子曾经说：“自行
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孔子在

招收学生时所收的“束脩”也是一种
“释菜”之礼。

“释菜”最早出自《周礼》，“入
学春，舍采，合舞”，意思是卿大夫
家的孩子要在春季到学宫去学习
礼乐，而在学习礼乐之前，有“舍
采”这一环节。汉代经学家认为

“舍采”即使“释菜”，并称“古者士
见于君，以雉为挚；见于师，以菜为
挚”，而大学者郑玄则进一步解释，
称“舍即释也，采读为菜，始入学，
必释菜礼先师也。菜，蘋蘩之属。”
之所以选择以蘋蘩苇芹为献，来行
尊师之礼，有人认为“风有《采蘩》
《采蘋》，雅有《行苇》《泂酌》，昭忠
信也”“明有忠信之行，虽薄物皆可

为用。”而这正符合师生之间关系
的特点，老师将以毕生所学传道受
业解惑，学生将在老师的帮助下逐
渐成长并超越老师，两者之间关系
紧密，甚至在求学期间需要忠心耿
耿，但是这却不同于世俗间蝇营狗
苟以利益相交的关系。释菜礼尚
简，不但“无牲牢，无币帛，无乐”，
而且此礼献菜只需一献，用最轻的
礼，传最真的情，这才是释菜礼的
本意。这一习惯也一直保留了下
来，即使是礼仪繁杂的明清两代，
释菜礼仍然一切从简，祭品也仅有
菜、枣、酒、栗数种而已。释菜礼束
脩壶酒的简，正折射出师德的厚
重。

开学典礼之后，随之而来的，是
教师节。而教师节被定在9月10
日，既非孔子生日，也非某位著名人
物诞辰，那么，为什么这一天有幸与
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结缘呢？

其实，我们今天的教师节历史
并不长。1985年，经全国人大常委
会批准通过，中国才有了第一个9
月 10日教师节，而这个节日的确
定，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早在
1930年代，有一些教育家就曾经提
倡要设置教师节，并把日期定在6

月6日，但没有得到回应，而当时的
政府曾经拟以8月27日孔子诞辰为
教师节，也没有得到全国教师的支
持。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教师也
是劳动人民的一员，曾经将教师节
并入“五一”劳动节，可是过着过着，
人们却只记得劳动节，不记得教师
节了。从1980年代初开始，一些政
协委员就不断推动单独教师节的设
置，终于，在1985年初，这一提案通
过了，当年9月10日，时任国家主
席李先念公开发表《致全国教师的

信》，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教师节。
之所以将教师节定为9月10日，

还要感谢叶圣陶等老一辈教育界人
士，叶圣陶认为每年秋季是新生入学
的时候，把教师节设置在这个时候，
是为了让新生一入学就感受到师德
的崇高、师恩的珍贵，于是这个日子
就水到渠成地定为9月10日了。

又是一年开学季，千万别忘了
给自己的老师送去教师节的祝福，
在一声问候中，有着传承了几千年
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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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入学“门槛”

链接

据史料记载，早在公元前17世纪
的夏朝，我国就有学校，那时叫“痒”。
从夏、商到西周，学生几乎都是贵族，
也就是所谓当时流行的“学在官府”。
既然是官学，学生的学费由政府掏腰
包，学生家长自然不用交学费。

◎春秋时期：上学有了“门槛”
到了春秋时期，孔子大胆提出“有

教无类”“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理念，
并身体力行创办私塾，与此同时，也开
创了“上学要交学费”的新时代。

◎秦汉魏晋南北朝：私塾顽强发展
到了秦朝，由于“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的需要，“私塾”受到一定程
度的打压。从汉朝到魏晋南北朝，
因政权更迭频繁，官学常受冲击，而
私塾（私立学校）却在顽强地发展。

由于私塾大多招收贫困学生，
学费自然很低廉，实在交不起学费
的学生毕业后，他们大多会为学校打
一年工，算是归还“贷学金”，这期间师
傅不付工钱，但管吃住，学生帮师傅料
理学校事务，甚至做家务，干劈柴、挑
水、做饭、带小孩之类的活儿。

◎隋唐：开创奖学金制度
到了隋唐，科举取士代替了“门

阀制”，这就意味着，再穷的家庭，只
要学生能在科举考试中考得高分，
一样也能做官，这项政策极大地刺
激了民营学校事业的发展。于是，
在“万般皆下品，惟（唯）有读书高”
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文
化感染下，“父母砸锅卖铁交学费，
只为孩子读书”的情景轮番上演。

在唐朝，收费最低廉的学校当
属佛教寺院里举办的学校。在这里
读书的学生只要学习刻苦，不仅不
用支付昂贵的学费，而且还能得到
奖学金。学校推行“奖学金制度”确
实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

◎宋朝：免费上大学
到了宋朝，由于财政充实，宋朝

各地官办学校大多不收学费（有的
县象征性地收二钱，对实在交不起
的学生，政府也免学费）。

不仅如此，国家和省政府举办
的“重点学校”还对学生进行补助，
如太学（相当于现在的大学），读书
不交钱，每月每个学子还能领到一
些零用钱，“孤寒士子”在校外没有
房住的，政府提供免费住宿和吃饭。

◎明清时期：家长与老师商定学费
明清时期，民办学校经费来源

分为两部分。硬件投资方面，一是
官办民助；二是由当地乡绅、义士或
民众集资，其中无偿划拨土地和捐
赠房屋是重要方式。

而民办学校教师的收入，主要
来源于学费，并多与学生家长们共
同商议而定。学生每人每年一般交
80 斤到 120 斤小麦，一名塾师一年
可得2000斤小麦。 （杨道 辑）

国画《孔夫子杏坛讲学图》。

清代画家焦秉贞画作《孔
子圣迹图》。

国画中的古人授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