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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乃"述往以为来者师也,经世之大略"

—— 王夫之

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

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

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

知。至舍，四肢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

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珠缨宝饰之帽，

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煜然若神人；余则缊袍

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

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今虽耄老，未有所成，犹

幸预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宠光，缀公卿之后，日侍坐备

顾问，四海亦谬称其氏名，况才之过于余者乎？

今诸生学于太学，县官日有廪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

之遗，无冻馁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诵 书，无奔走之劳

矣；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

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

见也。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流辈甚称其贤。余朝京师，生以乡人子谒余，譔长

书以为贽，辞甚畅达，与之论辩，言和而色夷。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

矣！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我夸

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岂知余者哉！

——选自《四部备要》本《宋文宪公全集》
【译文】

我年幼时就爱学习。因为家中贫穷，无法买书来看，常向藏书的人家求借，亲手抄录，约定日期送还。天气酷寒

时，砚池中的水冻成了坚冰，手指不能屈伸，我仍不懈怠。抄写完后，赶快送还人家，不敢稍稍超过约定的期限。因

此人们大多肯将书借给我，我因而得以看遍许多书籍。到了成年时，愈加仰慕圣贤的学说，又担心不能与学识渊博的

老师和名人交游，曾往百里之外，手拿着经书向同乡前辈求教。前辈道德高，名望大，门人学生挤满了他的房间，他

的言辞和态度从未稍有委婉。我站着陪侍在他左右，提出疑难，询问道理，低身侧耳向他请教；有时遭到他的训斥，

表情更为恭敬，礼貌更为周到，不敢答覆一句话；等到他高兴时，就又向他请教。所以我虽然愚钝，最终还是得到不

少教益。

当我寻师时，背着书箱，拖着鞋子，行走在深山大谷之中，严冬寒风凛冽，大雪深达几尺，脚和皮肤受冻裂开都

不知道。到学舍后，四肢冻僵了不能动弹，仆人给我灌下热水，用被子围盖身上，过了很久才暖和过来。住旅馆主人

处，每天吃两顿饭，没有新鲜肥嫩的美味享受。同学舍的求学者都穿着锦绣衣服，戴着穿有珠穗、饰有珍宝的帽子，

腰间挂着白玉环，左边佩戴着刀，右边备有香囊，光彩鲜明，如同神人；我则穿着破旧的衣袍处于他们之间，毫无羡

慕的念头。因为心中有足以使自己高兴的事，并不觉得吃穿的享受不如人家。我的勤劳和艰辛就是这样。现在我虽已

年老，没有什么成就，但所幸还得以置身于君子的行列中，承受着天子的恩宠荣耀，追随在公卿之后，每天陪侍着皇

上，听候询问，天底下也不适当地称颂自己的姓名，更何况才能超过我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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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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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初，本班全体新生顺利完成军训任务，并在军训汇报表演中取得荣誉，为

三年的高中生活点燃希望之火。

2.本月中旬，班委组织同学对教室进行美化，

在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下，一个古朴典雅的学习环

境呈现在师生面前。过程中，同学们体验了合作

的乐趣，播种了希望，

收获了友谊。

3.在年级组的指导

下，其他班级建设工作

悄然进行，不断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养成良好的学习

生活习惯，规范学生管理，强化纪律认同。

4.月底，积极迎接首次月考。

守 望 花 开
张振峰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100多年前，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刊词—

—《敬告青年》中如是说。一个世纪后的今日再提之，亦不觉过时！

人既有社会属性，又有自然属性；既有理性方面，又有非理性因素。文化的作用是以

社会规范“化”人，以发挥理性对人行为的主导作用。“人文精神”是人类以真善美的价

值理想为核心，不断追求自身解放的一种自觉的文化精神，是个人情感智慧提升的金钥匙

（情感智慧主要是指个人对情绪的把握和控制、面临挫折的承受能力和人际交往技能等）。

加强人文精神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克服目前教育太专门化而造成的科学与人文相脱

节的严重问题，是国家真正迈向现代文明的可靠保证。没有人文精神的青年，或者人文精

神严重缺失的青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媲美于“初春”、“朝阳”、“百卉”的，更不可能期

历史典故

【霸王别姬】

刘邦趁项羽

出兵之际，自汉

中出击攻占了项

羽都城彭城，项

羽回攻，大败汉

军，擒获了刘太

公和吕雉，刘邦

求和，范增未允，

刘邦用反间计离

间了范增，又以

划分楚河汉界为

诱救回老小，后

采用韩信的十面

埋伏之计将项羽

困在垓下，项羽

爱妻虞姬，唱罢

“汉兵已略地，

四面楚歌声，大

王意气尽，贱妾

何聊生”拔剑自

刎，一代名姬香

消玉损。项羽退

至乌江，乌江厅

长劝其退回江东

称王，项羽无颜

见江东父老，在

乌江 边拔 剑自

刎，“生当做人

杰， 死亦 为鬼

雄”，西楚霸王结

束了自己。

http://www.so.com/s?q=%E7%8E%8B%E5%A4%AB%E4%B9%8B&ie=utf-8&src=wenda_link
http://www.gushiwen.org/GuShiWen_ca3c1f5a2d.aspx


郝宏武和他的晋绥文物史料馆
在中国艺术品的收藏领域中，有一门特殊的、最具中

国特色的收藏，那就是红色收藏。红色收藏是一代人的共

同记忆，承载着收藏者对历史的崇敬和对一段往而不可追

的岁月的缅怀。因此，在很多人印象中，喜欢红色收藏的

都应该是上了年纪的人。然而近日，当记者慕名走进青年

收藏家郝宏武个人创办的晋绥边区文物史料馆，在参观他

所收藏的林林总总两万余件的晋绥红色文物后，不禁感叹：

没见过这么热衷于红色文化的收藏家，更没见过如此丰富 的个人红色收藏

品。

面对人们的赞誉，郝宏武说出了他的想法：“我愿意

做晋绥红色文化的普罗米修斯，把它的火种播洒在吕梁这

片沃土上，让昔日的晋绥精神再放光芒。”

从一位普通乡村干部到一名晋绥文物收藏家，从一次 游玩的偶然发现

到把晋绥文物收藏当成事业，从收集零碎资料到文物史料

馆初具规模，晋绥红色文物收藏之路，郝宏武一走就走了

27 年。

出生于柳林军渡的郝宏武自小就对红色文化深感兴趣。1989 年春，正在上大学的他前往

我们要记着，作了茧的蚕，是不会看到茧壳

以外的世界的。

——李四光

历史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万载，视通万里，

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

——[法]马克·布洛赫

兴县晋绥烈士陵园、晋绥纪念馆参观。辉煌的晋绥历史及其在抗日战争中所处的显赫

地位瞬间吸引了这个意气风发的大学生。这次简单的边区行让郝宏武受益匪浅，并开

始潜心收集晋绥时期党、政、军、民的各种文物党史资料。

谈到早期收藏，郝宏武兴致勃勃地向记者说起了他“淘”

来的“第一桶金”：“记得 1993 年除夕之际，有人告诉我一

位‘老夫子’有批有关晋绥的东西想出手，我闻讯后冒雪赶往

他家。在一幢老旧的房子内我第一眼就看到了那些藏物，满满

一麻袋，顿时兴奋得出了一头汗，虽然出售者要价很高，但我

最终还是倾其所有将这些资料全部揽入囊中。那个正月几乎没

有出过门，从战时的鸡毛信、公告、布告到军队、地方、政府

间的信件往来，包括边区的结婚证、离婚证、路条、土地证、

战时通缉令等记录我都细细分类，归档整理。那个正月，虽然

很累，但我感觉那是最让我兴奋的一个正月！”

从那一次满载而归后，但凡晋绥文物资料的物件，郝宏武

都想方设法收藏到手，收集足迹遍及晋绥儿女生活过的四川、

北京、陕西、甘肃、宁夏、山西太原及吕梁。截至今日，郝宏

武累计收集的晋绥文物党史资料及战时实物已达 2万余件。

一件又一件物品，就是郝宏武二十七年如一日潜心于晋绥

文物收藏的一个又一个见证。郝宏武说自己是一个拾荒者，一

个原始的囤积者，艰辛埋在心底，但收获却乐于分享。无论自

己在哪一个时段，倾情晋绥、研究晋绥、弘扬晋绥精神的初心

不改、追求不变。

为了使藏品发挥更大的价值，郝宏武个人出资开办了晋绥

边区文物史料馆，2015 年 9 月 18 日，800 多平米的史料馆在

离石区昌圆大厦四层正式开馆，免费向市民开放。

只身一人,二十余载,只为一事；一份史料,一段历史,一种

追求；一个展馆,一种精神,只为传承。

（完）

历史典故

《艺文类聚》卷

九十四引《蜀王本

记》（汉扬雄撰)：

“秦惠王欲伐蜀，

乃刻五石牛，置金

其后。蜀人见之，

以为牛能大便金，

牛下有养卒，以为

此天牛也，能便金。

蜀王以为然，即发

卒千人，使五丁力

士，拖牛成道，致

三枚于成都。秦得

道通，石牛力也。

后遣丞相张仪等，

随石牛道伐蜀。”

秦惠王知道蜀

王杜宇贪财好色，

一方面以献石牛打

开蜀道；另一方面

又献五美女给蜀

王。秦惠王更元九

年(公元前 316

年)，派丞相张仪等

伐蜀。蜀灭。

唐，刘禹锡《和

令狐相公见示题洋

州崔侍郎宅双木爪

花，倾接侍郎同舍，

陪宴树下，吟玩来

什，辄成和章》诗。

“金牛蜀道远，玉

树帝城春。”

【刻牛伐蜀】

冀其于社会能有所脾益。故陈公百年之前的论断，似乎更应该加上一个前提——“有人文

精神之青年”！

本刊以《芳甸》命名之，取自南朝•齐•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诗:“喧鸟覆春洲，

杂英满芳甸”；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诗之二:“江流宛转遶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清•方文《汾湖赠祖仲美》诗:“孤村僻远无兵戈，夏木秋苗满芳甸”等。

意为“野花遍生的原野”，取义“个性张扬”、“满园芬芳”。创设本刊有

目的两重，首先为搭建一师生交流互动平台；二来为拓宽班级成员视野，

以更为厚实的人文素养打造自身，进而营造一个有文化氛围、有人文情

怀、和谐积极的集体。特开创“时政要闻提要”、“班级工作概况”、“名

贤辑要”、“翰海拾贝”、“乡土情怀”、“史话趣谈”、“经典名篇”、“文苑”

等栏目。每月一期，欢迎大家来稿参与交流。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

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以冰心语作结，共勉同进！ （完）

△图为郝宏武

△图为贺龙写给

毛主席的亲笔信

宋濂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

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

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砚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灭人之枋 ，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

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 龚自珍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

——洛夫

现在学生们在太学中学习，朝廷每天供给膳食，父母每年都赠给冬天的皮衣和夏天的葛衣，没有冻饿的忧虑

了；坐在大厦之下诵读经书，没有奔走的劳苦了；有司业和博士当他们的老师，没有询问而不告诉，求教而无所

收获的了；凡是所应该具备的书籍，都集中在这里，不必再像我这样用手抄录，从别人处借来然后才能看到了。

他们中如果学业有所不精通，品德有所未养成的，如果不是天赋、资质低下，就是用心不如我这样专一，难道可

以说是别人的过错吗！

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中已学习二年了，同辈人很称赞他的德行。我到京师朝见皇帝时，马生以同乡晚辈的

身份拜见我，写了一封长信作为礼物，文辞很顺畅通达，同他论辩，言语温和而态度谦恭。他自己说少年时对于

学习很用心、刻苦，这可以称作善于学习者吧！他将要回家拜见父母双亲，我特地将自己治

学的艰难告诉他。如果说我勉励同乡努力学习，则是我的志意；如果诋毁我夸耀自己遭遇之好而在同乡前骄

傲，难道是了解我吗！ （完）

的学识。世人常称大学为“最高学府”，这名称易滋误解，好象过此以上即无学问可言。大学的研究

所才是初步研究学问的所在，在这里作学问也只能算是粗涉藩篱，注重的是研究学问的方法与实习。

学无止境，一生的时间都嫌太短，所以古人皓首穷经，头发白了还是在继续研究，不过在这样的研究

中确是有浓厚的趣味。

在初学的阶段，由小学至大学，我们与其倡言趣味，不如偏重纪律。一个合理编列的课程表，犹

如一个营养均衡的食谱，里面各个项目都是有意而必要的，不可偏废，不可再有选择。所谓选修科目

也只是在某一项目范围内略有拣选余地而已。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犹如一个科班出身的戏剧演员，

在坐科的时候他是要服从严格纪律的，唱工做工武把子都要认真学习，各种角色的戏都要完全谙通，

学成之后才能各按其趣味而单独发展其所长。学问要有根底，根底要打得平整坚实，以后永远受用。

初学阶段的科目之最重要的莫过于语文与数学。语文是阅读达意的工具，国文不通便很难表达自己，

外国文不通便很难吸取外来的新知。数学是思想条理之最好的训练。其他科目也是各有各的用处，其

重要性很难强分轩轾，例如体育，从另一方面看也是重要得无以加复。总之，我们在求学时代，应该

暂且把趣味放在一旁，耐着性子接受教育的纪律，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实的材料。学问的趣味，留在将

来慢慢享受一点也不迟。

历史典故

陈蕃字仲举，

汝南平舆人，其祖

上是河东太守。陈

蕃十五岁的时候，

曾经独自住在一

处，庭院和屋舍十

分杂乱。他父亲同

城的朋友薛勤来拜

访他，对他说：“小

伙子你为什么不打

扫下房间来迎接客

人呢？”陈蕃说：

“大丈夫处理事

情，应当以扫除天

下的坏事为己任。

怎么能在意一间房

子呢？”薛勤当即

反问道：“一屋不

扫，何以扫天下？”

陈蕃无言以对。

素材解读：

陈蕃欲“扫天

下”的胸怀固然不

错，但错误的是他

没有意识到“扫天

下”正是从“扫一

屋”开始的。“扫

天下”包含了“扫

一屋”，而不“扫

一屋”是断然不能

实现“扫天下”的

理想的。任何大事

都是由小事积累而

成的。

【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

（选自网络资源）

铺开历史画卷，我们可以想像在一座历经五千年海水冲刷的小岛上一位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

孤零零的守望着岁月的变迁，当年的硝烟弥漫，化作了今天的静默无言，当年的风起云涌，化作了

今天的海枯石烂。他的臂膀依然坚强地背负着鲜红的旗帜，他的眼眸一直饱含着未干的血泪。放眼

欲穿，这里广阔无垠，曾几何时，这里却是伤痕累累。1931 年 9 月 18 日，正是这一天，一群恶魔

踏着鲜血在这里登陆，他们一个个张牙舞爪，一个个手持钢枪，面对着手无寸铁的人们他们从不手

软。他们像一群群饥饿的、贪婪的蝗虫，无情的吞噬着、践踏着这片土地--这块洁白无暇的玉!突

然，人们觉醒了。他们要把这群恶魔赶出自己的家园!但是，一声喝令传来：“不许抵抗!”所有人

都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乖乖的躺回了自己的被窝里。于是，这里沦陷了，成了恶魔的殖民地。于是，

人都死光了 3000 万同胞沦为了亡国奴。接着，更多的妖魔鬼怪来到了这里，在这里厮杀抢夺，在

这里奸淫掳掠。面对这一切，一个光头，拄着拐棍，用一口流利的英文微笑地说了一句：“Welcome

to China!”此时此刻，中华民族，你，你的尊严被蹂躏着，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总是默默的企盼，

企盼奇迹诞生，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总是默默的祈祷着，祈祷我们的民族能够转危为安，能够走出

泥泞的困境，驱散开这漫天的黑云……

画轴仍在不倦的转动着，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呼唤在古老的版图上回荡不息，那雄浑的声音使

每颗灼热的心为之震撼。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绝望过!让我们所有中国人最感骄傲的事情是：在

倍受屈辱的民族的背后，总有我们优秀的中华儿女挺身而出。1935 年 12 月 9 日，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6000 名愤怒的北平人们走上街头，高举着正义的旗帜，奔走呼告，如果，如果我们的民族，

没有你，它的生命将是如何的暗淡，它将会走向何等可怕的深渊啊!你以你坚毅不挠的行动，你以

你刚直不阿的作风，告诉所有居心可怕的人们：中国人是不可辱的，中华民族是不屈服的! 中国人

梁实秋，(1903一 1987)原名梁治华，出生于北京，浙江杭县(今余杭)人。笔名子佳、秋郎、程

淑等。中国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曾与鲁

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一生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著作，其散文集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

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代表作《莎士比亚全集》(译作)等。

1923年 8月赴美留学，取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南
京大学前身)、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前身)并任外文系主任。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英

语系教授。1987年 11月 3日病逝于台北，享年 84岁。

征稿启事
为将本刊打造成反映班级生活、沟通师生交流的优秀平台，现面向全班征稿，来

稿需为 word格式，发送邮箱至：hechangzhongxue506@163.com，内容要求积极健康，

题材、体裁不限。班级发展关乎每个成员的成长，赶快行动，投稿吧！



历史就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 。

—— [英]莎士比亚

历史好比一艘船，装载着现代人的记忆驶往未来 。

——[英] 史蒂芬·斯宾得

将为国而生、为国而战、为国而死。这一切的一切又使我想起了陈毅元帅，他曾这样说过，“南国烽

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到中俄战

争，从《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到《马关条约》，重若苦海的艰难，漫漫修远的长路，并没有使东

方巨人从此消亡，正是因为你们啊，我们民族最可爱的人，正是你们这些以天下事为已任的仁人志士，

所组成浴血奋战的洪流，卷起狂澜，闯出我们民族历史的新纪元!!。虽然，我们古老的中国像一艘搁

浅的大船，尽管沉重，尽管缓慢，但依然还坚挺着前进的风帆……

历史有时相似的让人心碎，如果没有真实的镜头、详尽的文字、残破的遗迹，我们简直难以相信

过去中国近代的那一幕一幕。历史终归是历史，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但不会消逝得无影无踪，历史流

下的不仅仅是一堆资料、几块碑刻，数处遗址。他留下的是一个民族的荣辱，是一个国家兴衰，甚至

是一个世界的衍变过程。人类社会日新月异，若是没有记载，任何伟大的东西，都会从地平线上消失。

但人们总是习惯于牢记胜利、成功和辉煌，往往把失败、伤痕和屈辱遗忘。一百多年的沉重而痛苦的

记忆，给予了人们太多的忧伤、悲愤和思索。中国人不应该、不可能更不可以忘记，刻写在中国近代

史镜头上的那一张张狰狞的面孔，一幕幕悲壮的片段，虽然它们斑斑点点但仍然历历在目：从旅顺大

屠杀到南京大屠杀;从走私鸦片、掠卖华工到火烧圆明园;从“支呐”、“猪仔”、“东亚病夫”到“华人

与狗不得入内!真可谓惨不忍睹、闻所未闻!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爱与恨、和平与暴力被定格在

这段屈辱的历史上，悲壮与思痛总是民族复兴的开始，这开始时时刻刻警示着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沧海桑田，风雨坎坷，我们伟大的祖国历尽磨难!此时此刻，我们必

须成为那埋头苦干的人，成为那拼命硬干的人，成为那舍身求法的人!必须成为新世纪复兴中华民族

的脊梁!

时光的流逝也许会磨灭人们心头的许多记忆，但充满着“血与火”的往事历历在目，警示人们永

远引以为戒。《论语》曾告诫人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古希腊哲人也曾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

同一条河里”，这不都是意味着我们要从昔日的经验教训中时刻照看着这后视镜缓缓向前跋涉的见证

吗?描述与记录，回忆与解读，是人类永远不会放弃的权利。“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可以说历史是

人类前进的行囊，虽然沉重，但旅程必不可少。

今天，我们又重新谈起九一八，重新感受历史，重新找回中国人应有的尊严!勿忘国耻!中国人将

永远背负着历史遗留下的伤疤!勿忘国耻!千百年的屈辱怎能一笑而过?!勿忘国耻!前辈们的每一滴鲜

血都将流入后人的体内!我们将继承这悲壮的历史，继承这不屈的精神，继承这任凭千百万年风吹雨

打的，坚韧的玉石!朋友们，你们听!一曲雄浑壮烈的交响乐正在我们的脑海里演奏着，那正是一曲冲

锋的战歌，正是振奋着亿万中国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完）

历史典故

明 清 时

期，民间还有

在中秋之夜

燃灯的习俗。

中秋灯与元

宵灯不大相

同。中秋夜点

的是宝塔灯，

而且主要在

南方流行。宝

塔灯，即由村

童捡拾瓦砾

搭成宝塔形

状的灯。清代

苏州村民在

旷野用瓦叠

成七级宝塔，

中间供地藏

王，四周燃

灯，称为“塔

灯”。广州儿

童燃“番塔

灯”，用碎瓦

为之；还有柚

皮灯，用红柚

皮雕刻各种

人物花草，中

间安放一个

琉璃盏，红光

四射。

【燃宝塔灯】

前辈的学者常以学问的趣味启迪后生，因为他们自己实在是得到了学问的趣味，故

不惜现身说法，诱导后学，使他们也在愉快的心情之下走进学问的大门。例如，梁任公

（梁启超）先生就说过：“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

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任公

先生注重趣味，学问甚是渊博，而并不存有任何外在的动机，只是“无所为而为”，故

能有他那样的成就。一个人在学问上果能感觉到趣味，有时真会像是着了魔一般，真能

废寝忘食，真能不知老之将至，苦苦钻研，锲而不舍，在学问上焉能不有收获？不过我

尝想，以任公先生而论，他后期的著述如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以及有关墨子

佛学陶渊的作品，都可说是他的一点“趣味”在驱使着他，可是在他在年青的时候，从师受业，诵读

典籍，那时节也全然是趣味么？作八股文，做试贴诗，莫非也是趣味么？我想未必。大概趣味云云，

是指年长之后自动作学问之时而言，在年青时候为学问打根底之际恐怕不能过分重视趣味。学问没有

根底，趣味也很难滋生。任公先生的学问之所以那样的博大精深，涉笔成趣，左右逢源，不能不说一

大部分得力于他的学问根底之打得坚固。

我尝见许多年青的朋友，聪明用功，成绩优异，而语文程度不足以达意，甚至写一封信亦难得通

顺，问其故则曰其兴趣不在语文方面。又有一些位，执笔为文，斐然可诵，而视数理科目如仇雠，勉

强才能及格，问其故则曰其情趣不在数理方面，而且他们觉得某些科目没有趣味，便撇在一旁视如敝

屣，怡然自得，振振有辞，略无愧色，好象这就是发扬趣味主义。殊不知天下没有没有趣味的学问，

端视吾人如何发掘其趣味，如果在良师指导之下按部就班的循序而进，一步一步的发现新天地，当然

乐在其中，如果浅尝辄止，甚至躐等躁进，当然味同嚼蜡，自讨没趣。一个有中上天资的人，对于普

通的基本的文理科目，都同样的有学习的能力，绝不会本能的长于此而拙于彼。只有懒惰与任性，才

能使一个人自甘暴弃的在“趣味”的掩护之下败退。

自小学到中学，所修习的无非是一些普通的基本知识。就是大学四年，所授课业也还是相当粗浅

梁
实
秋
：
学
问
与
趣
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