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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习的责任
余闻婧
（ 江西师范大学 教育研究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今日大多数学生将学业负担看作“为人”学习的累赘。从“为人”之学转变为“为己”之学，将外在
负担转变为内在必需，其实质就是恢复学生学习的责任。学习的责任是转化学业负担的内在机制，这主要体
现在： 以学习之“进”转换学业之“厌”； 以学习之“勤”调节学业之“重”； 以学习之“思”转化学业之“乏”。学
生在学业中承担“为己”学习的责任，其实是获得知行更新的高峰体验、学会适宜的成人和成事，也是对传统
的继承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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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Ｒesponsibility of Learning
YU Wenjing
（ Institute of Education，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China）

Abstract： Today，most students consider school work as “learning for others”． From “learning for
others”to “learning for themselves”，changing the external burden into the intrinsic need，its essence is the recovery of learning responsibility． The responsibility of learning is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burden in studies，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changing hating learning
by making progresses，adjusting the “burden”feelings by hard learning，changing the boring feelings
by thoughtful learning． Students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learning for themselves”in studies，in order to obtain knowledge and update the peak experience，learn to be an appropriate adult and success，inherit the tradition，and innovate．
Key words： burden in studies； learning； responsibility

一、学业是累赘吗？
当前，面对学生学业问题的一种主要倾向是“减负”。“减负”，顾名思义就是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 。
为什么要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 “现有教育尽管在形式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仅从其‘唯书本、唯课堂、
唯分数’，与‘生活世界’高度隔离这一状况就可以判定，其在性质上仍然是陶行知先生批判的传统教育
［1］（ P14 － 18）

的继续，仍然是一种‘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 ’的‘死教育 ’模式。”

由此，表现在学生的学业上

就可能呈现出“因机械重复训练而带来的额外学习身体负担； 因难度明显超出学生的可接受性而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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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负担； 因时间过度压榨而带来的额外身心负担 ； 因理念偏误和错误的改革举措而带来的身心负
［2］（ p53 － 56）

担”。

这些影响学生健全发展的身心负担是需要减轻、减少、降低，甚至消除的。 这不仅关系到

学生学业本身的分量和深度，而且关联到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由此，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的归因路线和
解决思路大致朝着三个方向展开： “科学方法方面的原因，教学方法方面的原因和组织管理方面的原
［3］（ p153）

因。”

按照这些思路展开教育教学工作 ，学生的学业负担的确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缓解 。但是，这些

来自于外部的缓解措施似乎并不能完全根治学生内在的负担问题 。不少中小学生的学习现状是： 无论
什么样的作业都不愿意做； 无论教师布置多么少的作业都嫌多 ； 无论什么时候布置作业都做不完。这类
现状并不是个别学生的极端特例 ，而是多数学生学习的普遍现象，只是在表现的程度和方式上略有不
同。这类现象表达了今日大多数学生面对学业负担的普遍逻辑是 ： 学业就是累赘，学习就是累赘； 累赘
就是负担； 没有学业就没有负担，没有学习就没有负担。
学业是累赘吗？ 学习是累赘吗？ 今天的学生究竟为什么而学习呢？ 小学生是为了多得表扬、少挨
批评； 中学生是为了升学、考上好大学； 大学生是为了就业、找份好工作。 如果再追问一下，什么是好工
作？ 多数人的回答是，社会地位高、收入丰厚的工作就是好工作。 归纳起来，今天学生的学习就是为了
追求那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和利益。为功利而学，古已有之。《论语 · 宪问 》中写道： “古之学者为
［4］（ p152）

己，
今之学者为人。”

在孔子看来，学习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为己 ”； 一类是“为人 ”。 为己的学

习是为了修养自己的道德学问，并不在乎别人知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学问 。 为人的学习是为了让别人知
道自己有学问，学问只是表现给别人看的装饰摆设。《荀子·劝学》中写道： “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 小
［5］（ p8）

人之学也，以为禽犊。”

在荀子看来，为己的学习是为了完善自己的身心 ，这是君子的学习。 为人的

学习是为了表现自己、取悦别人，这是小人的学习。《朱子白鹿洞规 》中写道：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
人为学之意，莫非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 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今
［6］（ p94）

之为学者，既反是矣。”

在朱熹看来，为己的学习是由为学修身到处世接物，完成个体性和社会性

的完整统一。为人的学习是用记诵章句来考取功名 ，为的是谋取声名利禄。概言之，为功利而学的实质
是“为人”的学习，不是“为己”的学习。这类学习的特征是学习与学习者自身相分离，学生将学习理解
为一种孤立地书本知识学习。这是一种以记忆已发生事实和他人观点为中心的学习 ； 这样的学习既和
自己的生活、做人、处事毫无瓜葛，也和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没有内在联系。 学习内容是学生的装饰
品和表现物。学习活动是学生为获得其它外在物的手段 。一旦学习完成了它作为摆设和手段的任务，
学生便可将其抛至九霄云外。为功利而学导致学生长期处于身心分离的状态 ，身体的忙碌与心灵的空
虚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久而久之，这种“为人”的学习就变成了令人生厌的累赘、与世隔绝的围墙和没有
意义的废品。
如何从“为人”之学转变到“为己”之学，如何将外在的学业负担转变为内在的学习需要，这是千百
年来不断摸索解决的教育教学难题 。回到学习本身，学习犹如遗传、成熟一样，是个体发展的基本要素。
然而和遗传、成熟等要素不同的是，学习是可以受到学习者自身意志支配的要素。《周易 · 蒙 》中写道：
“《彖》曰： 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 ’，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志应也。‘初
［7］（ p54）

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 ’，渎蒙也。 蒙以养正，圣功也。”

“蒙 ”的本义是幼稚蒙昧。

也就是说，一个人从幼童发展为成人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 、称心如意的，而是旅途艰难、险象环生的。
在面对这些艰难险阻时，幼童往往会显得幼稚脆弱、蒙昧不明，进而停止前行，甚至误入歧途。 孔子说：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 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 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贼； 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 好勇不
（ 《论语 · 阳货 》）
好学，其蔽也乱； 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4］（ p182）

可见，一个人的品性可优可劣。 如果

不学习，即使看似良好的品性也有可能转变为恶劣的品性 ； 反之，如果善于学习，即使看似不良的品性也
有可能转变为优良的品性。此时，学生的学习不仅是为了学习如何应对显隐 、远近、大小、深浅的艰难险
阻，更是为了获得精神的启蒙，以摆脱心智的幼稚、意志的薄弱和理性的蒙蔽。由此，学生面对学习和学

余闻婧

第6 期

论学习的责任

169

业的基本态度应是： “求”。这个“求”不是求取外在的好处利益、功名利禄，而是学习者自身的求知悟
道、求教启发、求学自得。这里的“求”揭示了为己之学的要害在于学习者自己的需求 ，而这种需求源于
学习者的忧患意识和自发的主动性 ，揭示着个体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蕴含着学习的责任。

二、学习的责任： 转化学业负担的内在机制
［8］（ p5 － 14）
如果将学业理解为“学校、社会、家庭及学生自我要求下所承担的所有学习任务 ”，
那么，学

业不是累赘，但的确是负担。作为学习任务的学业负担本身的类型 、数量、范围、难度就是促进学生内化
和转化、提升和拓展的必要条件。换言之，学业负担体现了学业本身是有分量、有深度的。 而这种作为
分量和深度的负担是学生学业的本性 ，也是学生学习的必然。“必然的意思是没有它作为伴随条件生
命就不可能，因为缺少这些条件生命就不能存在 ，没有它善既不能存在也不能生成，恶也不能被消除和
［9］（ p90）

摈绝。”

如此一来，如何将这种外在的负担转变为学生的内在必需 ，其实质就是回归学习本身的必

然，培养学生对学习的责任感。什么是学习的责任？ 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韩愈的《进学解 》以现身
说法的方式展现了“为己”之学的学习状态，诠释了学习的责任，揭示了必然与责任之间的内在关联。
［10］（ p146）
《进学解》中写道： “业精于勤，荒于嬉； 行成于思，毁于随。”
文题的“进 ”指前进、向前，这既是学

习的意义，更是学习的责任。“勤”与“思 ”，是“进 ”的途径，也是承担学习责任的要义。 学习的责任是
转化学业负担的内在机制，这主要体现在： 以学习之“进 ”转换学业之“厌 ”； 以学习之“勤 ”调节学业之
“重”； 以学习之“思”转化学业之“乏”。
（ 一） 以学习之“进”转学业之“厌”
学生之所以将学业负担看作累赘 ，是因为对学业和学习生“厌 ”。 为什么会对学业和学习感到厌烦
和厌恶？ 是因为丧失了学习的意义。学习的意义不是功利的目的，而是学生体验到求学本身的好奇和
惊喜，也是学生寻找到成人成事的适宜和满足，还是学生认识到基于传统的继承和创新。 学习之“进 ”
能够恢复学习者学习的意义，并以此转换学习者对学业的厌烦和厌倦 。
什么是学习之“进”？ 追溯韩愈提出“进学 ”的历史背景，据《新唐书 · 韩愈传 》记载： “华阴令柳涧
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报而刺史罢。涧讽百姓遮索军顿役直，后刺史恶之，按其狱，贬涧房州司马。 愈
过华，以为刺史阴相党，上疏治之。既御史覆问，得涧赃，再贬封溪尉。 愈坐是复为博士。 既才高数黜，
［11］（ p5256）

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谕。”

元和七、八年间，距今约一千两百年前，韩愈为人打抱不平而得

罪高官，从职方员外郎下迁到国子监太学博士。“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卷四四《职官志》三，国子监
太学博士三人，正六品上。‘掌教文武五品以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曾孙之为生者。’此职虽与职方员
［12］（ p447）

外郎品级相当，然调离省职，故称下迁。”

可见，韩愈是在仕途不得志，屡遭贬职的情境下提出“进

学”的。这里的“进学”不仅是无功利的，甚至是反功利的。因为在以功利为学的人看来，韩愈现在的处
境是“冬 暖 而 儿 号 寒，年 丰 而 妻 啼 饥。 头 童 齿 豁，竟 死 何 裨？ 不 知 虑 此，而 反 教 人 为？”（ 《进 学
解》）

［10］（ p147）

韩愈如此用功的学习却落得个屡遭贬官 ，连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都难以满足的下场，那学

习的意义何在呢？
在韩愈看来，这里的“进”并不是仕途上的前进，也不是物质上的丰富，而是对“业精 ”和“行成 ”的
不懈追求。“业精”是指求知的惊奇、认识的增进和事业的专精。“行成 ”是指事情的达成、处世的畅达
和实践的成功。而这种“精”与“成”又都落实在“各得其宜 ”上。《进学解 》中写道： “夫大木为杗，细木
［10］（ p147 － 148）

为桷，欂栌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

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事业专

精和实践成功并没有什么统一的衡量标准，全在于“各得其宜 ”。 如果一个人天生壮大，具有担当房屋
大梁的素质，那就尽力成为栋梁之才。但如果一个人天生短小，没有肩负房梁的素质，但却有承上启下
的灵活之便，那就不要往栋梁上发展，试着成为门枢门闩也是专精和成功的表现。 如此一来，学习本身
就不是朝着那个让旁人觉得好的功利方向前进 ，而是朝着那个自己觉得适宜的方向前进。 这里的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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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顺应于自己的自然禀赋，更是满足于自己的真实需求。这个对自身自然禀赋和真实需求的发现过
程就是“进”的过程。
学习之“进”如何转换学业之“厌”呢？ 当一个人不断认识到自己的知之与不知时 ，不断认识到自己
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时，这个人就进入到“进 ”的状态中。《进学解 》中写道： “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繇其
［10］（ p148）

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

这里连用的四个“不”字就是一

种对自己知之与不知、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认识。 这种认识符合韩愈在《原毁 》中所说的： “古之君子，
［10］（ p58）

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

韩愈以古之君子为榜样，并非只是学他们的所言所行，更是

学他们达成所言所行时经历的“道”。这种从“不 ”字中开掘出的强烈自省意识培育出了自觉学习的责
任感。这种责任感没有跃跃欲试、谁与争锋的躁动，而是各得其所、乐在其中的安谧。《孟子 · 离娄下 》
中写道：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自得之，则居安之； 居之安，则资之深； 资之深，则取之左右
［13］（ p189）

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当一个人以自身得以适宜作为学习旨归时，就不容易受到外在

物的诱惑和影响。在没有外在诱惑和干扰的影响下，学生的学习状态是纯然无邪的，对学业本身也存在
厌烦和厌恶的问题。在这种看似无目的的无邪状态下，人往往更容易内化、转化和迁移学习的内容，更
容易发掘一些言辞之外的意蕴。而这些意蕴往往是构成一个人深刻信念的原材料 。一个有深刻信念和
独立人格的人，学习、生活、处事、为人就会左右逢源、触类旁通、自然得体。 所以，学习的责任实质是学
习者对自己负责，对自己不断成为自己的内在品质负责 。
（ 二） 以学习之“勤”调学业之“重”
学生一旦将学业负担看作累赘，再少的学业都会觉得繁重不堪。 对这种学业之“重 ”的内在调节，
需要学生在认识学习意义的基础上 ，回归到学习之“勤”的道路上。
什么是学习之“勤”？ 《进学解》中写道： “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
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矻矻以穷年。 先生之于业，可谓勤
［10］（ p147）

矣。”

这一勤学图景可从三方面进行勾勒： 第一，勤是不懒惰。 这里的勤与嬉相对。 嬉是一种供

感官享受的逸乐，是对自身欲求无节制的放纵，更是对宝贵时间的亵渎。 嬉的结果是贪图逸乐，浪费时
间，懒惰成性。所以勤学的第一表征就是不懒惰，这具体表现为“口不绝吟”、“手不停披 ”。 第二，勤是
不厌倦。学习不仅仅停留在看懂了、知道了，还要“提其要”、“钩其玄”，时常温习，反复琢磨，得其新知。
第三，勤是不偏狭。“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并不是全盘接受的拿来主义，而是以博学而反约，重在比
较鉴别，为形成自己较为完善的观念做准备 。由此可见，当一个人开始为自己而学，开始对自己负责时，
就能展现出不懒惰、不厌倦、不偏狭的勤学状态。
学习之“勤”如何调节学业之“重”呢？ 这主要表现在意志上的调节。“勤 ”是为了“进 ”，但“进 ”并
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勤”中，究竟是什么意志力量支撑着“焚膏油以继晷，恒矻矻
以穷年”呢？ 是一种在发现自我的基础上立足社会的志向。 这种志向并不是一定要做成什么，或成为
什么； 而是源于一种对自己认为正确事情的坚持 。在当时的统治阶级奉行佛老之学时 ，韩愈坚持主张排
佛。因为在他看 来： “佛 老 是 社 会 祸 乱 的 根 源； 佛 老 是 破 坏 仁 义 道 德 的 罪 人； 佛 老 求 出 世 而 破 坏 纲
［14］（ p439）

常。”

与此同时，韩愈认为儒学的仁义道德才是先王之道 ，也就是先王之教。正如《原道 》中写道：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 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
［10］（ p4）
”
在韩愈看来，
德。
博爱称之为仁，
合乎仁的行为即称为义，从仁义再向前进就是道，自身具有而不依

赖外界的叫做德。这是儒家的仁义道德思想，
也是他认为正确的观点。他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
坚决
从事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而这种观点、
这件事情是不是得到统治者的支持，
是不是得到大众的拥护并不
是他在意的。这种对自己认定正确事情的坚持，
以及对这份坚持的守护，
构成了韩愈勤学的必然性。
正是由于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才有了勤学的必然。这种必然不仅能抵抗学习过程中的懒
惰松懈、反复枯燥、偏见狭隘，而且能在学习中生成一种独特的乐趣。“子曰：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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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乐趣是“补苴罅漏，张皇幽眇 ”的改正过失之乐； 是“寻坠

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的发现新知之乐； 是“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 ”的克服困难之乐。 当一
个人在学习中体验到改正过失之乐 、发现新知之乐、克服困难之乐时，就会拥有战胜意志薄弱的勇气，就
会品尝到探索发现的惊奇感，就会在展现自己能力的过程中唤醒自尊与自信 。 而这些勇气、惊奇感、自
尊和自信是学习带给学习者独特的乐趣 ，是引领学习者从必然走向自由的桥梁 。
（ 三） 以学习之“思”化学业之“乏”
学生一旦将学业负担看作累赘，通常会觉得学业乏味枯燥。这种学业之“乏 ”主要表现在： “学生所
［15］（ p7 － 12）
承受的负担只是‘劳其筋骨’的负担，很少有真正的‘劳其心智’的负担。”
对这种学业之“乏 ”的

转化，需要借助学习之“思”的贯通。
什么是学习之“思”？ 《进学解》中写道： “沉浸醲郁，含英咀华； 作为文章，其书满家。 上规姚姒，浑
浑无涯； 《周诰》、《殷盘 》，佶屈聱牙； 《春秋 》谨严，《左氏 》浮夸； 《易 》奇而法，《诗 》正而葩； 下逮《庄 》、
［10］（ p147）
《骚》，太史所录； 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
这里体现了学习

过程中“思”的三个维度： “思”的第一个维度是一以贯之。无论多么艰涩难懂、佶屈聱牙的文本，都要学
会用精简的语言加以概括。这种概括既需要体现这本书或这篇文章的要害 ，更需要展现阅读者的独到
见解。这种见解与随波逐流的听任相对 。在思想上的随意，是一种轻率放任的态度，是缺乏独立自主的
盲目。所以，善思的第一表征就是见解独到。这种见解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一定是独一无二、且
颇具问题意识的。“思”的第二个维度是举一反三。 这里的“闳其中而肆其外 ”类同于“告诸往而知来
（ 《论语·学而》）
者”，

［4］（ p9）

都呈现一种思考的放射性和网络状。 具体表现在类比推理、究因探果的关

系性思维方式上。拥有这种思维方式的人学习起来如鱼得水 、游刃有余。“思 ”的第三个维度是知行合
［10］（ p147）
在这里，“知学”与“敢为 ”是
一。《进学解》中写道： “少始知学，勇于敢为； 长通于方，左右具宜。”

合为一体的。也就是说，完成从知到行的贯通才是完整的学习。 而这种统一贯通的要害在于“左右具
宜”，合适得体才是学习之“进”的表现。
学习之“思”如何转化学习之“乏”呢？ 一以贯之、举一反三、知行合一的思考状态并不是全凭学习
者意志控制就能实现的，这里存在一个“求 ”的问题。 学习中的“求 ”是求进，而这个“进 ”就表现在“左
右具宜”的适合性。什么是适合性？ “充分性和准确性结合起来，就构成适合性，即不多不少正是包含
［16］（ p73）

对象所要求的东西的那种概念特征 。”

由此可知，适合是建立在准确和充分的基础上的 。准确性，

可以理解为对规则的熟悉和运用 。充分性，可以理解为对证据的把握和运用。 准确性意味着学习者需
要保护好一种共通感，因为“共通感是外在感觉的共同根源，或者说，是联结这些外在感觉，并对给予的
［17］（ p37）

东西进行判断的能力，一种人皆有之的能耐 ”。

这里的共通感也可以理解为孟子所说的“良能和

良知”。“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 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
（ 《孟子 · 尽心上 》）
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 敬长，义也； 无他，达之天下也。”

［13］（ p307）

这种“亲

亲仁”、“敬长义”是人与生俱来的，也是能引起所有人共同体认的规则 。凭借这种共通感就可以判断准
确。但这种共通感需要格外保护，需要时常澄清，切不可因眼前的得失丧失自己原初的判断。 此外，充
分性意味着学习者需要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保持一种敏感性 ，需要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轴上，在上
下、左右、前后、内外的空间领域中，寻求各种细节。这些细节既是印证判断的证据，也是修正判断的证
据。细节越充分，准确性就越高，就越易求得适宜。
对适合性的“求”是由学习者内在生发而来的。 这是因为对共通感的保持和对细节的敏感性都与
学习者个体经验的广度和深度有着密切的关联。《论语·季氏》中有对“君子有九思”的论述： “视思明，
［4］（ p175）

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这可以理解为学习者身处

世界之中，与周遭世界打交道所应调动的感官通道和经验路径 。这些过程都是学习者内在的体验过程 ，
是旁人无法直接介入的。但是，这种由内生发的“求 ”可以在个体的长期训练中转变为一种思考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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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断形成和打破习惯的过程恰恰就是学习之“进”。

三、责任视野下的学生学业
《进学解》以“进”为核心，分别从“勤”与“思”的角度展现出为己之学的学习图景 。其中，“进 ”内蕴
着对“不”的忧患，“勤”透露出对“必”的坚守，“思”揭示了对“求”的内在生发。学习的责任源于忧患意
识，但表现出的是内自用力、安于自得的奋进。这种奋进在情意上是勤学，是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情，是无条件地遵循一种无邪的必然性 。这种奋进在认知上是善思，是对本真共通感的保护和对细节的
敏感，是自觉地寻求一种独特的适合性 。简言之，奋进、勤学、善思是学习的责任。 在责任视野下，学生
的学业是一种体认与践行“为己”而学的责任，是在体验个体不断发展的乐趣、体会人在世界中存在的
适宜性、体现人在历史中与时俱进的连续性 。概而言之，学生在学业中承担“为己 ”学习的责任，其实是
获得知行更新的高峰体验、学会适宜的成人和成事，以及对传统的继承和创新。
（ 一） 知行更新的高峰体验
学生，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意味着学生在学业中从个体内部生发出一种为己学习的责任 ，需
要有一种纯然的快乐情感作为支撑 。正如《进学解》中写道： “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
于行； 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
［10］（ p148）

其遇于世何如也？”

在韩愈看来，孟子和荀子的个人价值并不在于他们的人生际遇 ，而是他们“吐

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的人生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就是一种纯然的快乐情感。“绝类
离伦”，意为超群出众。而这种超群出众并不是地位、财富等身外之物的超群出众，而是“尊德乐义 ”的
“嚣嚣”。正 如《孟 子 · 尽 心 上 》中 写 道： “尊 德 乐 义，则 可 以 嚣 嚣 矣。 穷 则 独 善 其 身，达 则 兼 济 天
［13］（ p304）

下。”

这种自得其乐的“嚣嚣 ”，不以时运的得意与否为转移，而只是对德的崇尚和对义的喜爱。

这种崇尚与喜爱之情不是感官层面的快乐 ，而是一种高峰体验的快乐。“高峰体验的一个基本方面是
体验者内在的整合以及随之而来的体验者与世界的整合 。在这种状态中，这个人变得对体验更开放、更
［18］（ p206）

具自发性、更加技能健全。”

这启示我们： 学生从学习之初起就应将学业这件事与其它诸如奖励 、

表扬等外在物隔离开来，而将学习仅仅作为个体感知内在和外在世界的一种方式 。 在这种感知方式中
需要保留下对崇高品质的尊崇和对做正确事情的喜爱 ，同时，尽力摒除掉学习过程中可能伴随的感官刺
激的影响。
为保留下对崇高品质的尊崇和对做正确事情的喜爱 ，就需要让学生体验到自身知与行的更新。 正
如《荀子·劝学》中写道：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行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
［5］（ p8）

法则。”

对己负责的学业是一种由耳入心，贯注全身的学习。 这在认知上是一种对或新鲜具体事

物、或类属抽象事物的开放性，是一种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和疑惑，是一种自发、不受抑制地调动能量和开
发潜能的过程。对己负责的学业还是一种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可以效法的学习。 这在行动上是一种
自然的表达，并不是为了成为别人的榜样而这样做 ，只是遵循自己内心的真实与真切，是与外界无冲突、
无恐惧的接受与包容。这种认知上的开放、行动上的自然是一个不断累积、不断覆盖、不断更新的过程。
而每一次的更新都是在体验自身内在的完整性和与周遭世界的整合性 。这种对整合的体验就是学习的
高峰体验。学生越早获得知行更新的高峰体验 ，越早体验到为己之学的乐趣，越快形成学习的责任。学
生越多获得知行更新的高峰体验 ，越多感受到为己之学的乐趣，学习的责任感越浓烈。
（ 二） 适宜的成人与成事
学生，是身处社会的存在。这意味着学生在学业中不是与世隔绝的存在。 希望让学生与世隔绝以
排除干扰专心读书的想法，只是缘木求鱼。学生的全面发展就意味着其个体性和社会性的自由和谐发
展。学生在学习中有责任体认这种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和谐 。人生在世，无非成人与成事。这里的成，并
不一定是功成名就，追求人人艳羡的完美状态； 而是一种“左右具宜”、“各得其宜”的完整与和谐。 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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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人与成事是学生发展中个体性和社会性和谐 ，也是学生需要体验到的责任。《进学解 》中写道： “玉
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 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馀
［10］（ p148）

为妍，卓荦为杰，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

在韩愈看来，适宜的成事就是“俱收并

蓄”，“待用无遗”。俱收并蓄，意味着遇到或好或不好、或有益或有害的事情，都不要忙着处理或拒绝，
先用一种开放的姿态表示接受，兼纳包容。这一观点的妙处在于“待 ”，也就是说，成事事宜与否关键在
于留有的余地。看起来不好的、有害的事情，其实是可以在回旋余地处转化为好的 、有益的事情； 看起来
好的、有益的事情，也需要防止往坏的、有害的方向发展。对这种待用余地的把握就是成事的适宜。 适
宜的成人就是“校短量长”，“惟器是适”。校短量长，意味着世上无完人，每一个既有长处也有短处。 自
我认识就是要认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认识自己的可为与不可为。让自己成为自己，成为那个符合自己
品格的自己，成为那个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的自己 ，这就是成人的适宜。 成事是社会性的表现，成人是个
体性的表现，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人对适宜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因为追求适宜就是在探寻人丰富的可能性 。韩愈在人生事业低谷时
写下了《进学解》，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 踰
［19］（ p4198）

岁，转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 ”。

韩愈因为这篇《进学解 》而令自己的人生峰回路转。 这

是学习带给韩愈的副产品和身外物 ，甚至有颇多的偶然性。但是，偶然当中又有着必然性，这种必然就
是这种心无旁骛地追求适宜的学习本身其实就已经将人自身置于越来越丰富的关系网络当中 ，这些关
系网络编织出多种多样的可能性 ，身处其中的人与其说是偶遇了某种机会 ，不如说是等待合适时机的到
来，或者说等待时机发现自己。今天的学生总是频频参加各种比赛 ，争着拿奖，总是担心自己的才华被
埋没。其实，学生学习的责任就是学习本身，学习适宜的成人与成事，学会不断寻求适宜。 这本身就是
生长和发展，这本身就是在将自己融入到社会的关系网络中 ，这本身就是一种显现。
（ 三） 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学生，是在历史发展中的存在。“人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 他是由他在时间和空间之中所具有的
［20］（ p19）

位置、由他在各个文化系统和共同体的互动过程中所具有的地位决定的 。”

历史的车轮从未停止

前进的步伐，人在这种历史的发展中存在着。这种存在决定了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织性 ，决定了人在
文化系统和共同体中所处的位置 。当学生意识到这种在历史发展中的存在 ，意识到自己在这种发展中
的交叉关联时，就会发现原来学习不仅是个体体验的纯然快乐和追求适宜的丰富可能 ，更是人在历史框
架中的关联和伟大。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对韩愈的评价是： “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
［21］（ p105 － 114）

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是韩愈在历史发展中存在的标示。

但是，这些意义的标示并不是韩愈学习奋进的目标 ，而是从他一生的学习生涯中显现出来的 。对韩愈来
说，他只是在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判断这件事情是否正确，不仅源于本真的共通感，而且来自
于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意味着学生在学业中“首先生活于敬畏之中，然后又生活在自我感觉和行动
［22］（ p138）

的准则中，最后才加入到永恒的在中”。

正如《原道》中写道： “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

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
［10］（ p4）

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韩愈对道统的梳理始于对儒家传统的崇敬，但又在学习过程

中融入了当时的时代需要，赋予排斥佛老的现实意义。韩愈在这个“传 ”中寻找到了自己在历史发展中
存在的位置。这启示我们： 学生的学习和学业，首先是对历史传统的继承。继承传统并不是把传统作为
单纯的知识，收藏一些古老的认识，而是去创造当下存在的现实性。 创新是继承传统的旨归。 如果说，
学生可以在继承传统中寻找到自己在历史发展中的位置 ，那么，对传统的创新就能让学生发现人在历史
框架中存在的伟大。在历史发展中寻找到学习的责任，是人格完整的表现，更是民族复兴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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