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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教育構建
景念南公懷瑾先生誕辰百年              

文 /靳憲勇

前言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人類歷史長河，洶

湧向前，永不停息。縱觀歷史，和平如此珍貴，動蕩卻如此

繁多。乃至仇恨、鬥爭、殺戮，觸目驚心。從人生來講，家

家有本難念的經，人人有本難念的經。生老病死，悲歡離

合，成敗得失，名利權情，順境逆境。「花無百日紅，人無千

日好」；「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人不知從哪裡來，也不知

向何處去。百般問題，豈能無睹？不得不讓人們去反省去思

考：人生是什麼？世界為何物？

仁人志士，往聖先賢，長江後浪推前浪，不斷給人生、給

人類尋求答案，給苦難的眾生以燈塔、以希望。

人們熱愛和平，期盼光明。大同世界、天堂、理想國、共

產主義、極樂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人們追求幸福，渴望自

由。逍遙遊、遊戲三昧、隨心所欲不逾矩。人們探索真理，了

悟真諦，而作賢聖、而成仙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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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社會兩大車輪，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近百年

來，物質文明伴隨科技與商業發展，空前發達。物欲的擴張

蒙蔽了人類的智慧。人類文化思想陷入癱瘓狀態，空虛貧

乏。人們追求物欲而忽略精神的修養，而變得沒有理想，沒

有目標，渾渾噩噩，茫然無所措、無所從。在享受物質便利的

同時，精神忍受著巨大痛苦。

ㄧ、社會根本在教育與文化

文化、教育乃國之本也！張之洞說：「世運之明晦，人

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裡在學。」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們

最大的失誤在教育。錢學森疾呼：「為什麼近幾十年來，我

們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清乾嘉時龔自珍看到：左無才

相，右無才史。士不知恥，人心亡，世俗壞，意識到國將亂。

果然鴉片戰爭，日之將夕，悲風驟至。將萎之華，慘於槁木。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孔子曰：「富

之、教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實現了十四億人的溫

飽，此乃中國共產黨之大偉績。經濟發展背後是好的政治，政

通人和，經濟必發展。海晏河清，朗朗乾坤，政治清明，根基

在人心教化。民主、法制、和諧、發展，最終落在人。人受思

想、情感支配。人格建立，社會風氣形成，在文化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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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公懷瑾先生講：「比金溫鐵路更重要的是文化鐵路；亡

國不可怕，文化亡了，則萬劫不復矣！」張公尚德教授講：

「我的老師殷海光先生、方東美先生、南懷瑾先生，他們一

生真正做到了，人究竟應該是什麼？以及以何種方式好好活

著。他們不僅把中國甚至把整個人類人文精華都展現出來

了。也就是絕對實現在真善美上。他們真正做到了：天下為

公、無私，講理而有禮的博愛大同。」人人如此，即為和諧社

會、大同世界。

梁漱溟先生講，勤儉孝悌可以治國。人應當成為一個

人，做到勤儉孝悌可為人也。

二、當前教育的反思

南懷瑾先生講，近百年來，我們的教育失去了目標。

人為什麼要教育？回答這個大問題則需要回答，人是什

麼？人性是什麼？及人生的意義與價值是什麼的問題。如果

人需要教育，教育的目標又是什麼呢？

家長往往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總是把自己未實現的願

望加到兒女身上。學校也不斷考試，為了提高升學率，考上

名牌大學，甚至從幼稚園開始考，成不成才不說，卻消磨了

人的創造力、英雄氣。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要孩子好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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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好好學習為了考上好大學。為什麼要考上好大學？考上

好大學才能找個好工作。為什麼要找個好工作？找個好工作

能夠多賺錢。由此，我們明白，教育的目的是讓孩子有所謂

的「出息」，能多賺錢。嗚呼！教育目標是多賺錢，通俗講是

為了肚皮，或說為稻粱謀。

古人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僅得乎下，取法

乎下僅得下下。」嗚呼！如此，怎樣培養出傑出人才？少年

周恩來有「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豪語。我們童年，老師

講，好好學習，將來成為國家棟樑之材。范仲淹講「先天下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遍觀當今學校，竟無此發聲

者。如果講這是「唱高調、不合時宜」豈不痛哉？

同時我們發現，學生學呀、背呀，作業眾多，壓力很

大，睡眠嚴重不足。身心都受到巨大損害。同時，老師與孩

子、家長與孩子，壓力、衝突、矛盾、焦慮層出不窮。小學

學的東西，到中學變的無用。中學學的東西到大學變的無

用。大學學的東西，畢業到社會工作變的無用。如此造成社

會、人力、物力、財力、心力的巨大浪費。大學裡時常出現

跳樓、跳河現象，老師家長驚懼不安。到社會上又如何呢？

近期有人講，某某名牌大學只是培養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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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言之過重，但不得不讓我們反思。痛定思痛，教育沒了目

標，一切茫然而急功近利，而涸澤而魚，豈不悲哉？

少年強則國強，少年有志則國有志，未來世界是屬於青

少年的，君子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教育的目標物質化，導致人心的迷茫，人情的淡薄，理

想的喪失，人格的扭曲，情感的冷淡。人越來越為物所

役，沒了智慧。

三、人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人是什麼？人從哪裡來？到哪裡去？這確實是個大哲

學、大科學問題。幾千年來，人類由宗教到哲學，到科學，都

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因為一切的學問、知識都是為人生服

務的。

人是什麼？世界是什麼？統而言之歸於道。《楞嚴經》

有云：「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

現。」佛家又說，了不可得，本來自在。《老子》說：「道可

道，非常道。」《莊子》云：「無何有之鄉。」儒家說，允執

厥中，一以貫之，浩然之氣。

達爾文說，人是猴子進化來的。非也！不足為辯。佛曾

經說，人從光音天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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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事大，人生最大兩件事為生與死。有一次孔子學生

問老師「死後如何」？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死是個大

學問，先不要管死了，先把生搞明白，如何好好的活著。

佛學的基礎為三世因果、六道輪迴。前生、今生、來生為

三世，一切是因果。人在六道裡輪迴。上三道：天道、阿修羅

道、人道；下三道：畜生道、餓鬼道、地獄道。隨善惡累積之

果而上升而墮落。所謂「縱使經百劫，所造業不亡，因緣會

遇時，果報還自受。」所謂「欲知前生事，今生受者是，欲知

來生事，今生作者是。」佛學沒進入中國前，中國傳統文化

講，天道好還，無往不復。宇宙是圓形，一切都會回來，怎麼

出去，怎麼回來。與佛家所說，有異曲同工之妙。《大學》

講「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所

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

報，時候未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

殃。」人原來是妄想執著，人原來是業力習氣之所使，人原來

是自作自受。故曰：「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佛學講，父母閨閣中事時，中陰身或靈魂被吸引。為父

所吸引，為女身；為母所吸引，為男身。投胎後，在媽媽肚裡

七天一個變化，十月懷胎，出胎而為人。一個人多生累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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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氣個性為親因緣，決定一個人一生大半。父母遺傳為增上

緣。家庭環境、社會教育影響為所緣緣。由此而生生死死，死

死生生，而為等無間緣。永不間斷，永不停息，輪迴不已。

同時，佛家講，人身難得，中土難生，佛法難聞。有一個

比喻，無邊大海一盲龜，一個有窟窿的木頭，兩者在漫無邊

際的飄蕩。一天盲龜鑽入木頭的窟窿而成了人。幾率微矣！

故人身難得。生而為人，又生在中土，難！生在中土又能聽

到佛法，聽到聖賢學問，更難！否則，不知人生真諦，茫茫然

來去，枉有人生。可惜可歎！佛曰：「眾生是可憐憫者也。」

由此，佛家有根器說，儒家有因材施教，孟子有性向教

育。人多生累劫之親因緣，為其根器，為其心性，為其是什

麼材料，是什麼質。由此引導、啟發、教育，文質彬彬而後君

子也。人、士、君子、賢、聖，不斷昇華，而由一個平凡人，而

超越、而解脫，而自在，而成為一個真正的人！

佛學裡講，人成聖賢，成仙佛，要有五位：資糧位、加

行位、見道位、修道位與究竟位。資糧位，即要積功累

德，要完成一切的善行。正如孟子講，浩然之氣，乃集義之

所生。人生實為行義以顯仁也。

四、人性的探討



14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儒家認為人本性

為善，故相近。隨著人在社會中生活，被污染，被教化，而善

惡，而分類，而相去遠矣！如此，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產生

矛盾、衝突、鬥爭。《禮記》上講，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人最大的兩個欲求就是飲食與男女，告子曰：「食色性也。」

荀子提出，人性本惡。因為剛出生的嬰兒也會爭奶

吃，人是自私的。千字文有「墨悲絲染，詩贊羔羊。」墨

子，提倡兼愛、非攻、尚賢、尚同。自己一生踐行，摩頂放

踵，以利天下。毫無自己，絕對無私無我，貢獻天下。他曾

見「染絲而歎」、「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人本來的純

潔，污染而為黑為黃，由此他睹染絲而悲歎，菩薩心腸也。

《詩經》讚揚君子品德如羔羊一樣潔白無瑕。

佛家認為人有善、惡和無記三性。《百法明門論》講：

「善有十一：信、精進、慚、愧、無貪、無嗔、無疑、輕安、不放

逸、行捨、不害。」「惡有二十六：包括六個根煩惱，貪、嗔、

癡、慢、疑、惡見。二十個隨煩惱，忿、恨、惱、覆、誑、諂、

驕、害、嫉、慳、無慚、無愧、不信、懈怠、放逸、掉舉、昏沉、

失念、不正知、散亂。」《十善業道經》講，人的教育，超凡

入聖，要轉十惡為十善。滅除掉身口意帶來的十惡。滅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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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殺盜淫三惡，口的妄語、兩舌、惡口、綺語的四惡，意的貪

嗔癡的三惡。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

者……未之有也。」所以學問修身之道，使之還歸本來，而

含於天然本性純善之道的境界，這便是教化、教育的主旨。

中國文化，是至真、至善、至美的！

五、人生的意義與價值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人如地球上一沙粒，實不足

道。在歷史長河中，幾千年、幾萬年、幾億年，人又何足道

哉！然《三字經》講：三才者，天地人。天人師釋迦牟尼佛

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莊子說，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

一體。董仲舒說，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張公尚德老師

講：人本來是高貴的。

人都是抓一個小我一個假我為己！《楞嚴經》有云：「想

相為身。聚緣內搖，趣外奔逸。昏擾擾相，以為心性。一迷為

心，決定惑為色身之內。」又云「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唯

認一浮漚體，目為全潮。」讀來，可悲可歎啊！人真要憐憫自

己，憐憫眾生。人被自己所騙，而找不到本來高貴、廣大、深遠

的自己。流浪生死，頭出頭沒，無家可歸，悲哉！苦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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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孫中山說，人生以服務為目的，當有能力為千萬人

服務時，就要為千萬人服務，只有能力為一二人服務，就盡

力為一二人服務。毛主席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馬克思

說，勞動是人類的第一需要。雷鋒說，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

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

《中庸》講，人生的意義價值是參贊天地之化育。《易

經》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

物。《大學》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應不斷努力，自

強不息，去彌補社會與天地的一切不足，使之歸於和平、和

諧、幸福、安康、美好！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人生的

事業，是做一件事能夠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長久的有貢

獻、有益處。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講，求名當求萬事名，計利當

計天下利。人生的意義價值可謂偉哉！巍哉！

六、教育的目標

《朱子治家格言》有云：「讀書志在聖賢，為官心存君

國。」當前國家提出：把立德樹人作為教育的根本任務。

也就是跟「以道德為核心的人格教育與培養」一致的。然

而，如何立德？如何樹人？立什麼樣的德？樹什麼樣的人？

如何實現這個目標，尚需仁人志士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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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先生的《德育鑒》，是立德樹人的一部重要參考

書。另外，他在《北海談話記》中說：「現在的學校，多變成

整套的機械作用，上課下課，鬧得頭昏眼花。進學校的人大

多數除了以得畢業文憑為目的以外，更沒有所謂意志，也沒

有機會做旁的事，有志的青年們，雖然不流於這種現象，也

無從跳出圈套外。於是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

了。」（作者註：今尤甚之）同時又說：「我要想把中國儒家

道術的修養來做底子，而在學校功課上把它體現出來。自己

把做人的基礎先打定了……」

一九一七年一月，北大開學典禮，蔡元培發表演說，與

北大學子約法三章。一抱定宗旨「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

也。」二砥礪德行：「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

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唯思所以感己，更必有心勵人。」

三敬愛師友：「自應以誠相待，敬禮有加，至於同學共處一

堂，尤應互相親愛，庶可收切磋之效。」

復旦校長馬相伯說，所謂大學者，非校舍之大之謂，非

學生年齡之大之謂，亦非教員薪水之大之謂，係道德高

尚，學問淵深之謂也。

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說，大學者，非大樓之謂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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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之謂也。

梁漱溟說，教育應當是著眼一個人的全部生活，而領著

他走人生大路，與身體的活潑、心裡的樸實為至要。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大學》

講大人之學，何為大人？中國文化講，大人者，與天地合其

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就是

一個凡夫，人格不斷昇華，精神不斷提升，而超凡入聖，成為

一個真正的人，一個頂天立地的人，一個天人合一的人。人

的價值何其大也。在明明德，講人本來是高貴的、光明的、清

淨的、自在的、沒有煩惱的、天人合一的。即為內聖。即為自

立，即為自覺。在親民，自立而立他，自覺而覺他，再去幫助

人、服務人。在止於至善，由此內聖外王，覺行圓滿。是為教

育之真諦也。此金玉名言，此至理之道，豈能荒廢？與大乘佛

法講的「自度度人」是一致的。同時與西方精華文化也是一致

的。東方有聖人，西方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楞嚴經》

有云：「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

現。」人本來清淨、本來放下、本來無修無證。只是妄想執著為

業力習氣所轉而凡俗。修養自己，自知者明，而去利人利他。

自己站起來了，有了自己的氣派、氣度與氣識，有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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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格、風格與風範，去擔當、去奮發、去有為。《老子》有

云：「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時刻有救人救世的責任）。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隨時精神、修養上又是超然的、超脫

的）」

七、教育的理念、原則、方法

「人人可為堯舜，人人皆有佛性。」六祖惠能講，人本來

智慧具足。家長、老師不可能給孩子什麼，教育不是填鴨，不

是灌輸。教育是通過引導、啟發，打開了學生本有的智慧寶

藏。一切填鴨、灌輸，終將是人的負擔，而成為死的教育，而

成為書呆子。思想、知識變成了包袱。教育一定是活的教

育，應機而教。

家庭教育是基礎。中國傳統家庭教育從胎教開始。母親

懷孕後，房間重新佈置，分床而息。屋內字畫花草，乾淨整

潔雅致，都很講究。同時母親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多看山水自然，多看花草美景。心態平和安

詳。多讀聖賢之書。胎教在中國古代已經很完備。有一次我

問張公尚德老師：「家庭教育是什麼？」張老師講：「沉默寧

靜。」我沉思良久，心有所悟。一個家庭身教勝於言教。

父母的人生觀、價值觀、為人處世，一言一行乃至起心動



151

念，情緒變化都是教育。而不是講道理、說教。張公尚德老

師講：「爸爸豁達大度，媽媽多擁抱孩子。」《中庸》有云：

「如鼓瑟琴，和樂且耽。」家庭不責善，不過分要求，少講對

錯，多講感情，多些理解、包容與體諒。張公尚德老師講：

「人生只有兩個歸宿，一是家，一是宗教。」

天生我材必有用，人人是人才。根據個人的性向不同，而

因材施教。孟子講：「直養而無害。」要順著孩子的心理、生

理而引導、啟發式教育。教育本身是活的教育，不是死的教

育，不是僵化的教育。世界本來是變化的，是活潑的。《列子》

有云：「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

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也。投隙抵時，應事

無方。」《金剛經》有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讀書明

理，敬業樂群。不可讀死書，死讀書。」《孟子》有云：「盡

信書，則不如無書。」書要讀通，要智慧，要圓融，要通達。

宇宙天地是我們的根本大老師。少兒要多親近自然，融

入天地。山河大地，花草樹木，飛鳥魚蟲，藍天星辰，清風明

月，白雲星辰，是人智慧的源泉。中國文化來源於田園，來

源於自然。人的童年融入自然，快樂陽光，自在無拘，是建

立起人的情感、思想、志趣的根本所在。鄧小平說：「我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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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這片土地。」魯迅說：「教育總根於愛。」

作為家長與老師，對所有的孩子要關愛、尊重、瞭解、讚

賞和接納。好孩子要教育，壞孩子更要教育。作為老師，要

有些菩薩精神，愛別人的孩子如愛自己的孩子。

教育不僅是知識，更是體驗，學習知識要與勞動結

合，多體會挫折與艱辛。《菜根譚》有云：「欲做精金美玉

的人品，定從烈火中煅來；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須向薄冰

上履過。」教育要把現代知識、傳統道德、中外經典、風度

禮儀、人生挫折、勞動協作、從業技能、科學創造等等融合

起來，不可偏執。馬克思說：「天下所有的知識，我都要知

道。」佛家說，遍學一切法。鑽的進去，又跳的出來。海納百

川，有容乃大。中外古今，融會貫通，經世致用。南公懷瑾先

生有云：「功名富貴原餘事，濟世利他重實行。」

八、教育的內容

古代少兒從五六歲開始教育，先從灑掃、應對、進退教育

開始。自己生活的教育，屋子的灑掃，自己物品的擺放。與

長輩的、老師怎麼說話，怎麼應對。處事懂得進退。基本生

活習慣的養成好，包括吃飯、穿衣、勞動、睡覺、衛生等等。

自己行、住、坐、臥的規範。自己心理行為、語言、做事都隨



153

時反省，所謂有「功過格」的教育。養成尊重自己，尊重別

人，對人禮貌的修養。

孔子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四科包括：德行、言

語、政事，文學。值得借鑒，並結合當代實際的變化而現

代化。

中西方教育一百年前，最重要的是十三歲前大量吟

誦經典。十三歲前，人記憶力最好。無須懂，只要大量

朗讀或吟誦經典，此將影響一生。懂而後學，是美國杜

威的觀點，是不科學的。中國傳統基本經典誦讀，包括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孝經》、《三字

經》、《千字文》、《千家詩》、《蒙求》、《增廣賢文》、《道

德經》、《古文觀止》、《左傳》、《史記》、《資治通鑒》

等等。

青少年教育，另外可結合琴棋書畫，詩詞歌賦，武術

等。同時要學習現代的科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理等。要

開展各種豐富多彩的活動，做飯、拓展、協作、露營、勞動、遊

戲等等。當然，一定要與現代教育相結合。另外，每個孩子

都要有謀生的基本技能。

當前世界各國教育各有優勢，中國突出的是知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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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美國突出的是創新精神，歐洲是團隊協作，日本是挫折

承受，英國是紳士風度。要科學合理等融合起來，而面向未

來。

九、老師的素養

老師是為人師表的。師，學高為師。師者，所以傳道、授

業、解惑也。表，表率，是做人做事的表率。老師是靈魂工

程師，對人的慧命負責，責任重大。中國文化能不斷的延綿

五千年，是因為中華民族自古尊師重道。年羹堯的門聯「不

敬師尊天誅地滅，誤人子弟男盜女娼。」是為振聾發聵，是為

警戒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何為學？學者，學問

也。何為學問？做人做事對，做人做事讓人佩服即為學問。

有學問，然後不斷在生活中、工作中去實踐，此為學問長進

之門徑，也是人生大快樂。古人有云，經師易得，人師難求。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以修身為本。諸葛亮《誡子書》

有云：「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

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

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此為至理名言，流

傳千古，是我們修身的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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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一生做到了「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是我們老師踐

行的榜樣。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要學習天

的自強不息，學習地的厚德載物。作為老師，更應當學習范

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大情懷。要

做一個人生真理的探索者。自覺覺他，自立立他。少私寡

欲，無私無我，奉獻一生。《大學》有云：「心誠求之，雖不

中，不遠矣！」

王勃的爺爺叫王通，人稱文中子。他於隋楊堅時上

書，結果意見未被採納。後王通於山西授徒，培養出了唐李

世民的班底。魏徵、李靖、房玄齡、杜如晦、溫彥博都是他的

學生。可以說王通對貞觀之治有大貢獻。更對中華文化的傳

承有大功德。

往聖先賢是真正的中華民族的脊樑！

十、教育的頂峰──禪

禪，是中國文化的最高峰。釋迦拈花，迦葉微笑。拈花

是不可思議的大教育，迦葉由此明瞭了人生真諦。六祖惠

能，不識字，後經千山萬水千辛萬苦而大徹大悟。布袋和尚

的包袱、德山棒、臨濟喝、雲門餅、趙州茶，揚眉瞬目、無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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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妙哉！妙哉！更妙的是南公懷瑾先生、張公尚德教授的

香板，「啪」的一聲，超天超地，大徹大悟！禪是接引上上根

器之人，豈虛言哉？禪是人類文化的最高峰，豈虛言哉？

一切的哲學皆是第六意識分別而來，而非真諦。人生

的真諦在哪裡？在那應機而教變化萬千的禪機裡。德山有

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

壑。」禪乃仙珠走盤，飛鳥掠空，不留痕跡與蹤跡，是最高的

教育，又超越教育。《中庸》有云：「無聲無臭，至矣！」釋

迦有云：「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

尚德讀後：

大文也！大理也！大心也！大氣也！

大、大、大、大、大！真大也！

願全中國人民，皆行其：

                                                          大

尚德 於台灣達摩書院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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