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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抑或不读 ： 一场教育界内外的争辩
——— 以 1935 年《教育杂志 》关于“读经 ”问题的讨论为中心
黄明喜， 张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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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 1935 年《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为考察对象，结合时代背景，从“读经抑或不读”这
一话语主题入手，剖析其中所涉及的“读经能否救亡图存”、“读经能否弘扬文化”、“读经能否涵养德性”三大
问题，以为当下“读经”教育活动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反思和经验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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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Ｒead Confucian Classics or Not to Ｒead： a Debate Inside
and Outside Educational Circles
———A Case Study of the Special Issue on “Ｒeading Confucian Classics”
Published in Education Magazine in 1935
HUANG Mingxi， ZHANG Wenjing
（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631，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special issue on “Ｒeading Confucian Classics”published in Education Magazine in 1935 as a study case，this paper combin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starts with the problem of
“To Ｒead Confucian Classics or Not to Ｒead？”，and analyzes the three related issues： “Can ‘Ｒeading Confucian Classics’Save Our Country？”，“Can ‘Ｒeading Confucian Classics’Promote Chinese
Culture？”and “Can ‘Ｒeading Confucian Classics’Cultivate One’s Moral Character？”，which provides some historical reflections and experience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Ｒeading Confucian Classics”activities nowadays．
Key words： Education Magazine； reading Confucian classics； saving our country so that it may survive；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cultivating one’s moral character
自孔子以降，中国古代教育一直以经学教育为主体 。经学教育作为中国古代官学、私学以及书院教
［1］
育制度和儒学教育精神复合的教育形态 ， 以伦理教育为本位，着重探讨人自身、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
然之间关系的基本问题，对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乃至经济发展诸多方面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然而，
迨至清末民初，伴随着古今、中西、新旧之争，围绕经学教育和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本土化之间的对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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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关系问题日益展开，由此引发的关于“读经”问题的争论此起彼伏。 由谁读经？ 读哪些经？ 怎么
读经？ 尤其是读经抑或不读？ 谁也说服不了谁。可以说，经学教育的存与废被推至 20 世纪现代中国的
风口浪尖。
回望 20 世纪的百年中国，关于读经的争议主要经历了四次 ： 第一次发生在民国初年，主要围绕着袁
世凯、康有为等复古尊孔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者反复古斗争展开 ； 第二次是 20 世纪 20 年代
在东西文化反思过程中出现的，以 1925 年章士钊“读经救国”论和鲁迅的批判为标志； 第三次发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抗战前夕，高潮为《教育杂志》的 1935 年“读经专号 ”中关于读经的大讨论； 第四次肇始于
［2］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尚未结束。
仔细梳理这四次的读经论争，可以发现 1935 年的《教育杂志 》关于“读经 ”问题大讨论对当时中国
的人文思想、文化学术乃至社会意识影响甚大 。因此，本文以 1935 年《教育杂志 》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
为考察对象，结合时代背景，从读经抑或不读这一话语主题入手，剖析其中所涉及的“读经能否救亡图
存”、“读经能否弘扬文化”、“读经能否涵养德性”这三大问题，进而为当下“读经 ”教育活动的发展提供
历史的反思和经验的借鉴。

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读经”问题的政治文化背景
1927 年 4 月，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名义上取得了对全国的统治地位。 随后南
京国民政府基于稳定政治统治的需要 ，大规模地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的教育法令与规章 ，改变了民国初
年蔡元培担任首任教育总长期间所确立的废除读经讲经的教育主张 。1929 年 3 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
了“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自蔡元培 1912 年以来停废经学教育的立场。1929 年在
旨在推行和强化“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中，规定把蒋介石解释的“三民主义”思想贯穿于各级学校的所
［3］（ p16）
由此开启了全国的读
有课程，命令学校“陶融儿童和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 ”。
经运动。1934 年 2 月，蒋介石又发起一场全国性的“新生活运动”，正式恢复祭祀孔子的典礼，昭示国人
“尊孔读经”。这不仅为当时极力主张读经者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而且为他们提倡读经提供了借口和
范例以及政治和舆论上的优势。
南京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的做法激起了受到西方民主科学教育影响的知识分子的不满和强烈批
评。国立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岭南大学陈序经、北京大学胡适、傅斯年教授等人先后发文措辞严厉地
1935 年 1 月，在国民党“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特别是陈立夫及叶青 （ 任卓宣 ） 的策划
批判读经。为此，
［4］
下， 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傭、萨孟武、樊仲云十位教授在《文化
建设》第 1 卷第 4 期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批判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全盘西化论，倡导中国人
要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由此又引发出艾思奇、老舍、李公朴、胡绳、郁达夫、周予同等 148 人在
《新生周刊》上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公开反对读经。这种思想上的正反较量表明了当
时知识分子对待经学教育的迥异分歧 ，而在 1935 年 5 月 10 日出版的《教育杂志》“读经问题 ”专号刊载
的“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则是种种分歧的大集合。
1934 年，何炳松主持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时，借复刊机会发函给学界专家共 100 多份，针对“提
［5］
倡读经是否就是挽救国运和纠正思想的正当方法 ？” 征求看法，希望为读经纷争做一个系统整理。 何
炳松将所收回蔡元培、陈立夫、唐文治、任鸿隽、何键等人的回馈意见分为 70 篇，其中 68 篇为来自学界
和政界的 68 名人独自撰写，有 1 篇为中山大学古直、曾运乾、陈鼎忠、方孝岳 4 位教授联手撰成，最后 1
篇为武昌中华大学文学系中国文学诸先生共同完成 ，于 1935 年 10 月编成专刊，发表在《教育杂志 》25
卷第 5 期。这 70 篇意见涵盖了当时教育界、文化界乃至政界不同界别的主流意见 ，是近代以来有关“读
经”问题内容最为全面、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大讨论。其中讨论的分歧点非常明确，颇具代表性。 参与
其中讨论的人总是把读经的意蕴进行各自的理解 ，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简化为“读经抑或不读 ”的话语
方式。这样的结果遂使“读经抑或不读 ”这一话语成了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没有统一答案的
世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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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杂志》是由商务印书馆 1909 年 2 月 15 日在上海创办的，每月出版 1 期，正式停刊于 1948 年。
它肇端于清末而流行于民国，是近代中国教育类刊物历时最长且影响最大的专业学术期刊 。 毫不夸张
地说，《教育杂志》是民国时期教育理论界的主要喉舌和解读教育制度的重要阵地 。 我们从何炳松在复
刊之际刊发众说纷纭的“读经”问题，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对于读经问题所持之观点的针锋相对和势均
力敌。
参加此次《教育杂志》“读经问题”讨论的专家，除去武昌大学，共有 72 人。何炳松先生根据各位专
家是否赞成“中小学校应否读经 ”的意见，将其分为三类： 绝对的赞成者、相对的赞成者 （ 相对的反对
者） 、绝对的反对者。其中，赞成读经者为 16 人，反对读经者为 10 人，双方人数各十余人，似乎力量均
衡； 其余 45 人为持折衷态度者，所占比例略高，约为 62． 5% 。这种比例，显示了当时社会上对于读经问
题持不同意见各方的力量对比，透露出读经问题所处的尴尬之境 。具体情况参见表 1。
表1
类别

专家意见分类一览表

赞成读经论者

折衷论者

反对读经论者

李蒸、任鸿隽、陈立夫、郑鹤声、朱君毅、蔡元
培、李 书 华、胡 朴 安、王 新 命、何 清 儒、杨 卫
唐文治、姚永朴、陈朝爵、
玉、陈 鹤 琴、李 权 时、缪 镇 藩、刘 英 士、吴 自
王 节、何 键、杨 寿 昌、忆
强、
崔载阳、郑西谷、黄翼、章益、范寿康、谢
钦、钱 基 博、顾 实、郑 师
循初、陈钟凡、赵廷为、陈礼江、方天游、朱秉
许、江 亢 虎、古 直、曾 运
国、陈 柱 尊、陈 高 傭、傅 东 华、杜 佐 周、高 觉
乾、陈鼎忠、方孝岳、雷通
敷、姜琦、程时煃、高践四、蒋复璁、刘百闵、
群
吴研因、倪尘因、陈望道、谢六逸、孙寒冰、治
心、江问渔、周宪文

姓名

翁文灏、尚仲衣、王西徴、
陶希圣、刘南陔、林砺儒、
吴家镇、周予同、柳亚子、
曾作忠、叶青

总计

16

45

11

所占比例

22． 2%

62． 5%

15． 3%

1935 年 10 月出版，由笔者统计成表
资料来源： 上海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第 25 卷第 5 期，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有超过 58% 参与讨论的专家都受过大学教育 ，超过 56% 的专家曾出国游学，感
受过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而且不乏留洋归来的博士。其中，唐文治为光绪进士，陈朝爵为清长沙府学
庠生，周予同、古直、胡朴安、任鸿隽等家学渊源深厚，在文字训诂、经文史学、诸子学方面颇有建树。 可
以说，参与此次讨论的专家普遍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 。具体情况参见表 2。
表2

专家受教育程度一览表

受教育程度

家学、私塾

前清科举

中等院校
毕业或肄业

大学毕业
或肄业

国外游学

情况不明

人数

13

4

4

42

41

5

所占比例
（ 约等）

18． 10%

5． 60%

5． 60%

58． 30%

56． 90%

6． 90%

资料来源： 由笔者据互联网有关材料统计成表

从参加此次讨论的专家职业背景来看 ，有 6 人彼时担任党、政、军要职。 譬如何键，时任湘赣两省
“剿匪”总指挥、湖南省主席； 陈立夫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任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
翁文灏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等等 。此外还有时任上海新垦书店编辑的叶青 （ 任卓宣 ） 、南京国民政
府主计处主计官兼统计局副局长朱君毅 。参与讨论者中超过半数的专家时任大学教授 ，超过 69% 的讨
论者来自教育界，对学校应否读经的问题，有较充分的发言权。不过，参与讨论的专家中无女性，可谓明
显的缺憾。具体情况参见表 3。
表3
职业背景

党、政、军要职

大学教授

专家职业背景一览表
中等院校教师

中小学教师

其他

总计

人数

6

43

4

3

16

72

所占比例

8． 3%

59． 7%

5． 6%

4． 2%

22． 2%

100%

资料来源： 由笔者据互联网有关材料统计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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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到 59 岁这一年龄段的人
从参与 1935 年《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讨论的专家年龄结构来看，
数占到 86． 1% ，大多数为中年人。此外，较年轻者两人，分别是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编辑朱秉国 （ 27 岁） 、
国立暨南大学经济学教授周宪文 （ 28 岁 ） ； 较年长者两人，分别是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校长唐文治 （ 70
岁） 、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姚永朴（ 74 岁） 。这表明参与这次讨论的专家不仅包括积学有待的中年人 ，更
有后学新进和古稀学者。具体情况参见表 4。
表4

专家年龄结构一览表

年龄（ 岁）

20 － 29

30 － 39

40 － 49

50 － 59

60 － 69

70 以上

生卒年
不详

总计

人数

2

26

26

10

2

2

4

72

所占比例

2． 8%

36． 1%

36． 1%

13． 9%

2． 8%

2． 8%

5． 6%

100%

资料来源： 由笔者据互联网有关材料统计成表

何炳松以讨论者意见中“中小学校应否读经”这一点，将其意见分为了三类： 绝对的赞成者、相对的
赞成者（ 相对的反对者） 、绝对的反对者。 其中因为武昌大学给出的是集体讨论的意见，所以单独排在
最后。这 70 份的意见主要从“读经可否救亡图存”、“读经能否涵养德性”、“读经能否弘扬文化”等多个
角度围绕“读经抑或不读”这一主旨话语较为充分地表达了各自的看法 。这些看法有所见，也有所蔽。
赞成读经论者一致认同： “读经可以救国。”首先，通过读经可以挽救国民道德，拯救国家。 其次，通
过读经保存国粹，从而谋求民族复兴。 再者，儒家经典中所蕴含的“君子之道”、“自强不息”、“内圣外
王”、“民为邦本”等价值观念、理想人格、伦理规范可以因地制宜而万古常新 。 所以，读经有益于人文精
神的养成。
反对读经论者，大多从“经”中所提倡的价值内容以及提倡读经者的动机出发，认为经籍所载是封
建道德，读经是复古倒退，根本不符合时代潮流，且于文化创新不利，判定经不可读。 所以，读经无益于
人文精神的养成，反而有害。
在反对读经与赞成读经中间，还有一类折衷的意见。他们分析读经与救国、保存国粹、复古、道德教
育的关系。意见之中既有肯定经典价值者，亦有否定经典价值者。 对于读经与道德教育，有较多的讨
论，又以否定以读经进行道德教育居多 。其次，他们对经的史料价值进行辩论，一致认同“六经皆史 ”之
说，认定经典具有史学价值，应当根据时代的眼光，用科学的方法，重新估定经的价值。
然而，尽管各方 观 点 莫 衷 一 是，在 各 种 不 同 的 意 见 中，却 可 以 看 到 一 个 相 同 的 目 标 是“复 兴 民
［5］
”
。
族
这种讨论的立场和出发点跟今天社会上对于读经问题的争论也极其相似 。 其中一些意见相比
近日社会上关于读经的讨论及其所持之理由更加深入 ，所以不但具有历史意义，更值得今人借鉴。

二、读经能否救亡图存
自鸦片战争直至 20 世纪 30 年代，“救亡图存 ”始终是所有中国人必须思考和回答的最紧要问题。
因此，在 1935 年《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中，无论是赞成读经论者、反对读经论者，还是折中调
和论者，都无法回避“读经能否救亡图存”这一最为紧要的时代性主题。
《教育杂志》“读经”专号刊载的开篇之作是著名教育家、时任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校长唐文治的意
［6］

见。唐文治开宗明义，疾呼“读经当提倡久矣！ ” 认为读经是当今“救国”的唯一出路，是时代的迫切要
求。他慷慨陈词： “吾国经书，不独可以固结民心，且可以涵养民性，和平民气，启发民智。 故居今之世
［6］

而欲救国，非读经不可！ ” 强调读经不仅可以救中国，还可以救世界。 曾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教育思
想家严复一直以中国危亡为忧虑 ，而英国资深外交家、曾任驻华特命全权公使朱尔典不以为然，认为中
国决不至亡。唐文治在倡议读经的意见中，引用朱尔典与严复关于中国存亡的问题看法的一段对话 ：
“朱曰： 中国决不至亡。严问其故，朱曰： 中国经书，皆宝典也，发而读之，深入人心。 基隆扃固，岂有灭
［6］

亡之理？” 显然，唐文治将读经与中国之存亡相提并论 ，意在证实西学非救国图存之路，只有读经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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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正人心以拯民命，救中国以救世界”。
折射出他的尊经崇古的政治文化心态 ，基本上可以代表皓首穷
经的学者对于读经问题的普遍态度 。

时任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的陈朝爵站在“国何以立，人才何以成 ”的立场，指出读经关乎国家民族
之安危。他说： “如此二三十年后，全国人民更不知何谓《四书》《五经 》，并国学之名词，恐亦绝于口头
［7］

矣？ 倘至此时，将成为何国之人，且为何人之国，非所敢言！ ” 强调各级学校废除读经，将来会造成十
分严重的后果。
在赞成读经论者中间也有学者意识到 ，读经并非是唯一的救国之道。 郑师许认为要救国“当从一
［8］
切的学术上救起”，经学也是一种学术，“所以极需要有一部分的学者负起这个重责 ”。 即： 经书虽是中
国文化的源泉，但若要救国，经学应当和其他社会学科和自然科学一样 ，处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反对读经论者中，有大学教授，也有政府官员。他们多质疑提倡读经者是出于政治目的 。如武汉
大学教授刘南陔所言： “今日主张读经的人，或主愚民，或因反响，或走极端，或系附和，既在学术范围之
［9］
外，也多一时意气之政。”
北京大学教授尚仲衣，从“读经教育的目的”入手，指出： 读经是把“旧有的经 ”变成凌驾于“现代教
［10］
育之上的民族符号”，维护不合理统治。 “读经”实际上读的是封建制度之下“三纲五常 ”，目的是将人
们的意识禁锢于道德伦理及宗教的樊笼之中 ，磨灭人们的反抗意识。言下之意，实行读经教育就是要从
［11］（ p43）
这违背了教育的
教育制度上控制了人们的意识，“把社会的内在控制和外在控制结合了起来 ”。
本意，根本无助于中国的独立和富强，必须废止。
北京大学教授王西徴也直截了当地指责“统治者、士大夫及军阀政客 ”等在“国难空前、危急存亡、
举国上下寻找出路的时候”，却欲以尊经复古来应对的行为。 他们看准了经训有“化民成俗”、“内圣外
［12］
王”之功，所以才加以提倡。但是，尊经复古行为对于挽救国家危亡“毫无成效 ”。 对于国民党中央军
政长官的批评可谓是一针见血。
安徽大学教授周予同十分厌恶政府为维护统治而要求学生读经 。 因为通过读经培养出来的人是
“阿斗”，是在“替帝国主义者制造顺民”。在中国社会处于变革之际，人人虽有挽救国家民族危局的重
［13］
任，但是“高唱读经只是造就了统治者所需要的顺民 ，不可能挽救国家 ”。 言辞之中，透露出他对抱有
某种政治目的而提倡“读经”的行为的不满。

历任暨南大学、大夏大学、西南联大教授的曾作忠指出是否读经应当根据“社会的需要 ”来判定。
眼下需要的是以民族团结的力量去对抗敌人 ，依据经书“舞干羽于两阶 ”不可能打败“有科学知识的敌
人”。现在需要的是“发达的生产 ”，从科学中得来的“可靠的、有系统的知识 ”，研究经书是得不来的。
［14］
他的论述未涉及“经书”的内在价值，而以当前“社会的需要”对“读经”问题给予意见。 答案是显而易
见的，“读经”不符合社会需要，不能救国。
在讨论中，论战各方对东西文明、古今差异的看法见解相近，运用的论证资料甚至相同或相似 ，但得
出的结论、作出的价值判断却是截然相反。 譬如，在古直等四位教授那里： “经也者，吾国立国之精魂。
［15］
……舍经而言教育，吾惟亡国是惧，他何论焉！ ”
满清猾夏超过两百年，只凭借《春秋》一部经典，就把
［16］

它推翻！ 但在吴研因那里，读经“无益于统治者的统治，有时还会被利用，并且足以促统治者灭亡 ”。
他们多忽略了历史发展进程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片面将“读经 ”或者“废经 ”当作是首要因素。 当然，也
有如折衷论者如吴家镇讲到： “反对读经的便称满清时代，读经也曾列入课程，但依然亡了国，可见读经
没有好处，而主张读经的举例说日本中等师范的学生都在读经 ，所以国运日加昌隆，可见读经确有好
［17］

处。”

必须指出的是，以“读经是否可以救国”为标准去判定“读经”是否有必要的这一行为，是不正确、不
合适的，“读经可以立国”、“读经导致亡国 ”均是错误的事实判断，立国、亡国不见得是读经一事导致。
若以“读经不能救国”就将读经一事彻底否定的做法同样是不合理的。 因为这种屈从于“功利主义 ”的
做法彻底否定了经典中所蕴含的人文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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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读经能否弘扬文化
读经能否弘扬文化？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持不同立场的论者给出了各自不同的意见 。
［17］
厦门大学教育学院的吴家镇认为“经书或许为我国数千年文化精华之所在，民族精神之寄托 ”。
曾作忠也肯定经书的文化价值，“它的内容极为复杂，包含道德学、宗教学、宇宙学、玄学、哲学、伦理学、
［18］
性理学、文学等，当然还不止此”。 赞成读经论者一致认为只有通过读经，才可以传承民族文化，保存
国粹。
钱基博从“中国复兴教育是否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和“现代中国教育，是否在三民主义之下谋复
兴？”两个问题谈起，认为《四书》《五经》中所蕴含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些“固有道德 ”是我们的
民族精神。近人将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从西方文化的视角来判定经的价值 ，其得出来的结果自然是
［19］
“不科学”的。
三民主义就是“发挥中国圣经贤传所阐发的一种合理的精神 ”，是“将孔孟思想、欧美俗
［19］
政、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融为一片的平实博大学说 ”。 他将“三民主义 ”与“读经文化 ”联系起来，
企图通过“读经”以贯彻“三民主义 ”，以至建设“中国本位文化 ”。 很明显，这中间不免有民族主义、文

化优越感使然的情感话语。
彼时执教于上海中学的郑西谷支持“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而且认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应该
以经书为基础。读经的目的应当是从经书之中认识古代的文化 ，找到一些“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艺
术的”等有价值的材料。“现代读经，要用现代的眼光，重新估定经书的价值，有价值的才教人去读，不
是凡经书都须一读。有的和现代思潮，差得太远，应该悉数汰除，免得蒙蔽读者的思想。 有的是现代文
化的渊源，有的足以矫正现代文化的缺陷，应该选编成书，使读者认识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 ，进而
［20］
遵循过去文化演进的陈迹，以辟今后文化建设的新路。”
［21］
范寿康指出经书应由“值得研究中国哲学的人研究，喜欢读经的人也可以自由去读 ”。 但他否认
“读经在于保存我国固有文化”，认为“一切文化是带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 ，古代的文化不能完全适用于
［21］

现代。取舍文化的标准只在好坏，不在固有不固有”。
反对读经者否认经书蕴含着民族文化精神 ，指斥经书为糟粕，因此极力要求清除读经的影响。尚仲
衣早年留学美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时执教于北京大学。 他对中外教育有深刻的了解，因此
有比较详细的比对。他指责“读经”目的是维护不合理统治，是用道德伦理和宗教的樊笼禁锢民众的意
［21］（ p43）

识，直斥提倡读经就是“把社会的内在控制和外在控制结合了起来 ”。
无助于中国的独立和富强，更无民族精神可言。

这违背了教育的本意，根本

1932 年获哲学博士后回国任
曾作忠于 1929 年进入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院深造 ，主攻教育心理学，
教。先进国家的教育经历使他认识到经书是没有“社会的需求 ”价值的，并以自己切身的经历指出“舞
干羽于两阶”的读经教育无助于民族团结，通过读经根本无法使人们获得“可靠的、有系统的知识 ”。 因
此，他呼吁正视现实，以合理科学的态度对待无“社会的需要”价值的读经诉求。
叶青（ 任卓宣） ，早年曾赴法留学。他呼吁沉迷于读经论者以“科学的态度 ”对待读经，指出“经 ”与
中国的民族复兴“没有丝毫逻辑上的必然关系”，诵读经书也不益于“创造新文化 ”，没有继承发扬的民
族文化价值。从欧洲强国输入的文化，反倒远胜于我们自己的“固有的经、子和集的文化 ”。 因此，对待
这种“零碎、粗浅和落后的经，应与‘戊戌’、‘五四’运动一样，采取果断的措施，一刀截断与经的联系，采
［22］

用欧洲的文化，学习欧洲的文化”。
吴家镇认为，“不必人人读经，不必公然主张读经或者废经”。“在此二十世纪，科学进步、文化昌明
［17］
的时代，尚欲抱残守缺、寻章摘句，以期孔孟之富盛，万事皆尊古炮制，是可以不必的。” 这种说法，无
疑是以功利主义为坐标，将经书贬弃到以“强国、科学”为半径“圆”之外，否定了经书的全部文化价值。

当西方文明强烈冲击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秩序和道德观念之时 ，传统社会便被强制进行政治和文
化的转型。然而，政治上虽然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 ，儒家学说仍然是人们信仰的重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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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五经》虽然不断被“肢解”、“重构”，成为西方文化视角下的中国文化，却仍存有强大的生命力。
1935 年《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的这场论争，无论是从参与者的身份还是争论的主要问题来看，无疑
是“新文化运动”前后“东西文化的论争”、“传统与现代论争 ”的发展和延伸，是中国发展出路问题讨论
中的一个细节。以此角度视之，部分讨论者已经将“读经 ”与“尊孔”，“读经 ”与“复古 ”问题区别开来，
将文化与政治问题区分开，客观对待中西文化、对待“读经”、“废经”的问题。
赞成读经的专家学者虽然正面回答了来自反对读经论者的问题 ，但是论据仍未走出“孔孟之道 ”的
象牙塔，忽视了中国已经被卷入世界潮流的现实 。这种一切思想、观点都要通过经典阐释出来的方式，
客观上来说未免有些牵强，甚至墨守成规。 同时，这也表现出部分赞成读经者不想超越旧有的思维框
架、价值体系和伦理规范，是“文化保守主义”取向的反映。
反对读经者则从内容和文字上分析经的不可读 ，认定经籍所载，是封建的糟粕，是愚民的文化。 中
国要走文化创新的道路，经籍所载已是“既陈的刍狗”，读经不能承担起复兴民族、复兴文化的大任。

四、读经能否涵养德性
对于读经能否涵养德性这一问题 ，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在赞成读经者的眼里，儒家的经书在现代社会中仍是最有价值的书 。 因为人们可以从经书习得万
物并育的宇宙观、自强不息的人生观、亲亲仁民的社会观，特别是修齐治平的德育观。 这些都是中华民
族精神的精粹，中国民族之所以为中国民族的特征 。
唐文治认为： “读经责乎致用，而致用之方，必归于躬行实践。 故凡讲经者必须令学生一一反诸于
［6］
身，
验诸于心，养成高尚人格，庶可造就其德性才能。” 强调通过读经可以完善人格，涵养国民德性，进
而拯救民族危亡，拯救国家。陈朝爵则认为小学教育应以培养国民共同必要之道德根性为主 ，小学儿童
“受读《孝经》、《论语》、《孟子》，可以培养德性，”初中高中教育要以“知识道德，尤应双轨平行 ”为职志，
［7］
中国大学的道德伦理精神更是“系乎经学，决无可易之定例也”。
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何键在他的意见中专门列出“读经与国民性 ”的标目，极力肯定礼义忠信诸

德的价值，指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孙中山所谓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诸德，是即我国民性
［23］
也”。 按照何键的看法，儒家的六经于礼义忠信诸德，言之最详。因此要培养国民的德性，学校必须增
加读经的科目。
反对读经者王新命则指出，对于“振兴精神的文明，恢复民族自信，挽救堕落人心，保存将丧的斯
文”这些目的来说，“读经没有意想不到之效力 ”。因为经书中那些“固有的精神文明 ”是“落后、不符合
科学、不适合社会需要的古董”，与当前的“物质文明”、“经济生活条件 ”无用。 所以，我们不应该固守
“固有的精神文明”。他强调，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经济生活条件的不足 ”，因此，教育要以“用最短
［24］

时间来求最多知识”为原则，“不应准备把整个古代的遗物来充实现代人的生活 ”。
其实，如果结合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视角来审视 ，可以看出经学道德主张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思想
体系，从具体内容到现实作用都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重性 。所以，无论赞成读经者还是反对读经者片面
地指责和一味地肯定都是不可取的 。

五、余论
从这场唇枪舌剑的论辩中可以看出 ，无论参与者的知识立场、学术观点如何，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
景下，他们都迫切地想为中国的发展寻求一条出路 ，这中间不可避免地要直面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
“经典”的问题。不论是赞成读经者所认为的“经非读不可 ”，反对读经者认为的“经不可读 ”，还是持折
衷态度者指出的“经非不可读”，无不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出路相关。 但是，虽然主编何炳松在序言中表
明这次讨论的出发点在于“读经是否就是挽救国运和纠正思想的正当方法 ”，各位专家的讨论也是“平
心静气”，似乎只是涉及学理，事实却是部分讨论者根本难逃为政治擂鼓助威之嫌疑、对意见相左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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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口诛笔伐之势，不能不说带有些情绪。
传统中国是一个强调伦理的社会 ，讲究道德、重视人的亲疏远近。家国同构，父权与君权相互依仗，
孝亲与侍君畅行，道德与政治相互缠绕。 无论是汉代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文教政策之后历代
王朝的治国方略，抑或具体的官学、私学乃至书院的办学实践，都鲜明地反映出儒家经学教育的主导地
［25］（ p3）

然而，时过境迁，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经典较为彻底而残酷的批判 ，经学教育从高高的
庙堂之上全面跌落下来。由《教育杂志》在 1935 年“读经专号”引导的一场教育界内外关于读经问题的

位。

争辩，因为缺乏现代政治和教育制度体系的支撑 ，且发生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前夕，其实
际产生的社会作用相当有限。但是，这场争辩所涉及的诸多问题足以发人深思。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经学教育走向何方？ 尤其是读经抑或不读，这仍将是一个与时偕行、争辩不已的教
育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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