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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发展阶段及特征 

徐 梓 

全部教育教学 的问题 ，可以归结为为什么教学 、教学什么和如何教学三个方面。这其 中，教育 教学 

的方式方法，通常具有跨越时代的生命力，在各个时代普遍适用。这也就是说，一些有效的教学原则和 

方法 ，会被人们一直尊奉和坚守 ；一些容易出现 的问题 ，时过境迁之后也难以克服 。比如 ，距今 2300多 

年的《学记》所提出的长善救失 、藏息相辅 、豫时孙摩 、启发诱 导等教学原则 ，在现今依然有意义 ；而“教 

之所 由废”的发然后禁 、时过然后学 、杂施而不孙 、独学而无友 、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和“或失则 多， 

或失则寡 ，或失则易 ，或失则止”的“学者四失”，问题迄今依然存在。 

至于教或学什么，往往从属于为什么教或学 ，或者说 ，教学的内容是 由为什么而教学决定的。而为 

什么教学 、教学什么 ，则具有鲜 明的时代特色 ，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 ，往往迥然 异趣 。一般 的情形是 ，历史 

刚刚翻开新的一页 ，教学用的教材 已经与此前大相径庭 。 

根据为什么教学 、教学什么的不同，我们可以将 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 ，划分为周秦两汉六朝 、隋唐五 

代两宋和元明清三个历史时期。显然，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不是按照王朝的自然更代 ，而是依据传统启 

蒙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做出的。因为这三个阶段，传统启蒙教育的教育 目的不同，教学内容有别，分别 

主要是识字教育 、各类知识教育和伦理道德特别是 日常生活行为习惯教育 。 

一

、周秦两汉六朝时期：识字教育 

“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①识字是启蒙教育最基础的工作。在开始读书之前，“在儿童 

入学前后用 比较短的一段时间(一年上下 )集中地教儿童认识一批字——两千左右”②，是传统启蒙教育 

的普遍做法，也是传统启蒙教育的经验总结。不仅如此，我国传统启蒙教育在起步之后的很长一个历史 

时期 ，都集 中于识字教育。可以说 ，在隋唐以前 ，启蒙教育毫不旁骛地专心做着一件事 ，那就是识字。 

这一时期 的启蒙教育 ，分为特征明显不 同的两个 阶段 ：一是周秦两汉时期 ，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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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两汉时期的蒙书数量有限，概括起来，可以这样说：脱胎于《史籀篇》，在《苍颉篇》的名义下演 

化，而以《急就篇》对后世的影响最大。 

《史籀篇》是现在可考的我国最早的蒙书。这部书早已不存，有关它的书名、作者、成书时代、字数、 

字体、编写体例，在学术界都有不同的看法。汉代学者刘向、刘歆、班固、许慎都认为，《史籀篇》的作者 

是周宣王时的太史籀 。两千年来 ，学者们沿袭此说 ，没有异议 。王国维认 为：这其实是汉朝人“不知太 

史籀书，乃周世之成语 ，以首句名篇 ，又古书之通例”所造成 的错误 。具体地说，王国维认 为此书的开篇 

句是“太史籀书”，汉朝人把这句话错误地理解成了“太史籀的书”。实际上 ，“籀 ”是“讽读 、讽诵”的意 

思，“太史籀书”的意思是“太史读书”。《史籀篇》的性质，可以归纳为两点，而且是大家一致认可的：第 

一

，它是“字书之祖”①；第二 ，它是“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②。 

关于《苍颉篇》，既有残篇断简存留，又有《汉书 ·艺文志》的详细说明，所以，我们对它的认识要更 

加清楚一些：“《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 

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 

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 

十五章，并为《苍颉篇》。”⑧可见，《苍颉篇》有两部，一是秦丞相李斯所作，只有七章；另一种是汉初乡村 

启蒙老师合辑秦朝的三部字书，并在此基础上删繁并重、断字分章而成，多至 55章。 

《苍颉篇》成篇之后，同时成为其它字书的取材依据。《汉书 ·艺文志》说：“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 

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 

《凡将》则颇有出入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 

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 

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其中以《急就篇》对后世的影 响最大，它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蒙书。全书 2144 

字，分为 34章。所以要分章 ，是由于教学的需要 ，与我们现在分第几课相 同。主体内容分为三部分 ，一 

是姓氏名字，二是服器百物，三是文学法理。它“包括品类，错综古今，详其意趣，实有可观”。成篇后就 

受到人们的重视，“元成之间，列于秘府”，在社会上流传得就更广。尽管“缙绅秀彦，膏粱子弟，谓之鄙 

俚，耻于窥涉”，但“蓬门野贱，穷乡幼学 ，递相承禀，犹竟习之”⑤，成为东汉魏晋时期最重要的蒙书。 

周秦两汉时期的蒙书都是识字读物，从“周时史官教学童书”的《史籀篇》，到汉代“间里书师合《苍 

颉》《爰历》《博学》三篇”而成的《苍颉篇》，从“立语总事，以便小学”的《凡将篇》，到“蓬门野贱，穷乡幼 

学，递相承禀，犹竞习之”的《急就篇》，都是如此。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在《说文解字》之前，所有的字 

书都曾经用作蒙书。而且，由《汉书 ·艺文志》的叙述可知，我国早期的这批蒙书，相互之间存在着一种 

因承关系，如《苍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均取材于《史籀篇》，而《急就篇》和《元尚篇》，又取材于 

《苍颉篇》，而《十三章》和《滂喜篇》则是《训纂篇》的续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所有蒙书，依然都是识字教材。与前一时期不同的是，这些蒙书之间，不再有因 

承关系 ，不再有一个单一的发展线索 ，而呈现出一种发散性的发展格局 ，各 自独立 ，互不统属 ，但识字的 

性质没有变化 。比如 ，在《隋书 ·经籍志》中，就著录有晋下邳内史王义的《小学篇》一卷 、晋高凉太守杨 

方的《少学》九卷、无名氏的《始学》一卷、吴侍中朱育的《幼学》二卷、晋散骑常侍顾恺之的《启蒙记》三 

卷。从书名上看 ，这些书的启蒙性质非常明显 ，它们被著录在经部小学类 ，在《急就章》即《急就篇》到 

《千字文》之间，字书的性质非常清楚。《隋书 ·经籍志》除在经部小学类著录晋著作郎束皙的《发蒙 

页。 

① 王国维：《史籀篇疏证序》，见《观堂集林》第 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 251页。 

② 《汉书》卷 3o(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 1721页。 

③ 《汉书》卷 30(艺文志》，第 1721页。 

④ 《汉书》卷 30《艺文志》，第 1721页。 

⑤ 颜师古：《急就篇原序》，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223册《急就篇》，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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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一卷之外，又在史部地理类互著，并注明为“载物产之异”，可见它具有双重的性质。蔡邕的“《劝 

学》一卷”，著录在无名氏的《始学》和束皙的《发蒙记》之间，可知它既具有识字的功效，又具有劝学的 

意义。 

这一时期 的一些蒙书，很多直接用“杂字”、“要用字”等命名。这类读物主要有东汉郭显卿的《杂字 

指》、晋李彤的《字指》、宋谢康乐的《要字苑》、晋殷仲堪的《常用字训》、梁邹诞生的《要用字对误》、隋王 

劭的《俗语难字》、李少通的《杂字要》等。如果说它们启蒙的性质有些隐晦不彰的话，那么识字读物的 

性质就更加凸显。 

虽然隋唐 以前 的所有蒙书都具有识字 的性质 ，无一例外 ，但有两个特例需要予以讨论 ：一是《弟 子 

职》，一是《千字文》。 

《弟子职》是今本托名管仲所著的《管子》中的第五十九篇，《汉书 ·艺文志》在诸子略道家类中，著 

录了“《筅子》八十六篇”之外，又在六艺略孝经类中，著录了“《弟子职》一篇”及“《说》三篇”，郑玄的 

《曲礼注》也曾引用，可见此篇在汉代曾单行。全篇用四言韵语写成，记弟子事先生之礼，包括蚤作、受 

业 、对客 、馔馈 、乃食 、洒扫 、执烛 、请衽 、退习等内容。 

关于《弟子职》的性质，历代学者有表述不同、意思相近的说法。朱熹说它“言童子入学受业事师之 

法”①。朱长春说 ：“《弟子职》是古左塾师学规 ，以养蒙求者，故韵格相协 ，便于童儿课读 。⋯⋯此专 属 

书堂教条，子游示洒扫应对进退，此足略具格式矣。”②清代的庄述祖则说：“《弟子职》在《管子》书，古者 

家塾教子弟之法。⋯⋯记弟子事师之仪节，受业之次叙，亦《曲礼》、《少仪》之支流余裔也。”⑧今人郭沫 

若则认为：“当是齐稷下学宫之学则。”④我们认为，《弟子职》是学规学则，而且是关于童蒙的，否则就不 

必有那么详尽的细节，与后来的《蒙养礼》《家塾常仪》《重订训学良规》等一样，只不过是为了便于童蒙 

掌握和记忆 ，所以用韵语写成 ，与作为教材的蒙书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我们通常把《千字文》看做是识字读本，实际上它是习字教材，也就是说，从编写的目的来看，它的 

功用是为了练习把字写好 ，而不是为 了识字 ：“梁武教诸 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 ， 

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 日：‘卿有才思 ，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 白，而赏赐 

甚厚 。”⑧可见 ，梁武帝是为了“教诸王书”，而不是“教诸王字”，否则 ，也就用不着让人“于大王书中，拓 

一 千字不重者 ”。但这一千个不重的字 ，实际上也是识字 的绝好材料 ，所以，它流传开来之后 ，也被普遍 

用作识字教材。在敦煌文献中，《千字文》的写本多达近 50个卷子，并有不少是儿童习字作业的写卷， 

可知其兼具识字和习字的双重功用。至于用作计数的工具 ，则是明清时期的事情 。 

二、隋唐五代两宋时期 ：知识教育 

在中国蒙书发展史上 ，隋唐五代两宋时期是一个转折和过渡时期。一方面，受前一个阶段发展惯性 

的影 响，识字类的蒙书仍然 占有很大的份量 ；另一方面，蒙书突破了过去那种相对单一的发展模式 ，在传 

统的识字读本之外 ，又创编了一些形式新 、内容更是全新的蒙书。 

在教学实践中，隋唐五代两宋时期的启蒙教育，不仅利用旧有的识字蒙书，诸如《急就篇》，尤其是 

《千字文》，而且新编了很多有特色的识字读本，如《俗务要名林》《碎金》《杂集时用要字》等，而《开蒙要 

训》和《百家姓》两书，可 以称得上是最为杰出的代 表。《百家姓》在后世广为流传 ，为人所 熟知，以至于 

和《三字经》《千字文》并驾齐驱，大行于世。《开蒙要训》早已佚失，借敦煌石室卷子的发现，我们才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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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李绰：《尚书故实》，《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第 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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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睹它的原貌。但它的作者不详，撰作时代也难以考证。由于《隋书 ·经籍志》没有著录此书，四个敦 

煌卷子中注明的抄写时代 ，均属于晚唐和五代 时期 ，我们认为它作于唐代的可 能性很大。它以四字一 

句、整齐押韵的形式，依次介绍山岳河海、君臣宴乐、歌舞乐器、道德人伦、衣饰寝处、身体疾病、铁器工 

具、动作操持、饮食烹调、树木瓜果、鸟兽虫鱼、六畜弓矢等内容。它以“开蒙”名篇，启蒙的性质非常明 

显 ；除了首尾少数几句连贯可读 、能表达一定的意义之外 ，主干部分堆砌诸如“讽诵吟咏”、“箧簏箱柜”、 

“齿舌唇 口”、“珊瑚琉璃 ”、“骂詈嗔责”、“凤凰鸡鸭”、“豺狼驴马”等文字，语义不连贯 ，有 “分别部居 ” 

的味道。它收录了许多日常所用的俗语俗字，文辞不是很雅驯，组织得也有些呆板，但有很强的实用性。 

历史教学一直是传统启蒙教育的核心内容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历史类的蒙书，而且体裁多样 。归 

纳而言，可以分为四类：一是通过歌咏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遗迹，借以表达思想感情和议论见解的 

“咏史诗体”。如唐代胡曾的《咏史诗》，以 150首七绝这样一种非常新颖而浅显的形式，向人们讲述了 

“博学”所必备的历史知识。二是通常限用一千个不重复的字 、四字一句的“千字文体”，如宋朝胡寅的 

《叙古千文》。朱熹曾予以“表揭”，说它“叙事立言，昭示法戒，实有《春秋》经世之志。至于发明道统， 

开示德门，又于卒章深致意焉。新学小童，朝夕讽之，而问其义，亦足以养正于蒙矣”①。三是“类而偶 

之，联而韵之”，即用形式整齐 的韵语写成 ，并且前后句对偶 ，或者只是单纯地取 “童蒙求我”之义的“蒙 

求体”。继唐朝李翰的《蒙求》之后，两宋时期王邹彦有《春秋蒙求》，王舜俞、杨彦龄、吴化龙分别有《左 

氏蒙求》，刘珏有《两汉蒙求》，柳正夫有《西汉蒙求》，佚名有《汉臣蒙求》《三国蒙求》《晋蒙求》，程俱有 

《南北史蒙求》，白廷翰有《唐蒙求》，宋朝的范镇有《本朝蒙求》，徐子复有《圣宋蒙求》。此外，宋黄日新 

的《通鉴韵语》，“大略如李瀚《蒙求》四言体，而列其事于左方”②。宋文济道的《左氏纲领》，“排比事实 

为俪句，《蒙求》之类也”③。宋戴迅的《晋史属辞》，“用蒙求体以类晋事”④。佚名的《唐史属辞》，与《两 

汉蒙求》《南北史蒙求》，“皆效李瀚”⑨。数量之多，难以枚举，是历史类蒙书的大宗。四是形式整齐、押 

韵便读、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铿锵悦耳的“歌诀体”。如宋朝杨简的《历代诗》，共有诗 20首，有的是 

五言，有 的是七言，句数的多少各不相 同；主要是介绍帝王世系 ，而很少涉及 重大历史事件。黄继善的 

《史学提要》用四言韵语写成，篇幅长达一万多字，除了王朝更替、帝王世系之外，也简略介绍各种重大 

事件 ，乃至文化业绩。 

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显学。宋元时期是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 ，由于这一时期的学者治经 ，多 

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所以有理学或性理学这样的名称。经学的基本知识和理学的基本观点虽然 

颇为晦涩难懂，但不少人尤其是朱熹和他的弟子们，试图用童蒙可以接受的形式，施之于启蒙教育，为此 

编写了不少蒙书。比如，朱熹的《训蒙绝句》又称《训蒙诗》，“病中默诵《四书》，随所思记以绝句，后以 

代训蒙者五言七言之读”，“上白天命心性之原，下至洒扫步趋之末，帝王传心之妙，圣贤讲学之方”。⑥ 

今本 100首，均用七言写成，始于《天》，而以《闻知》终。又有《性理吟》七律 49首，也题为朱熹所撰，旧 

时与《训蒙绝句》并行于世，但一般都认为是后人伪作。 

朱熹晚年的得意门生陈淳，除了《经学启蒙》之外，还有《初学经训》，前者“集经书中语，启童蒙往学 

圣”，后者“紧栝经书训语，举群圣为标准，训之使养其良知良能，以先入之言为主”⑦。朱熹的再传弟子 

饶鲁，则有《训蒙理诗》，“咏天地、日月、四时、八节、人物、人伦为六篇，训之使其耳 目习熟，由粗人 

精”⑧。此外，朱熹的学生和女婿黄 的再传弟子王柏编写的《伊洛精义》，“辑伊洛诸大儒训释经书中 

① 朱熹：《叙古千文》跋，《千字文》，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 102页。 

② 《郡斋读书附志》，《郡斋读书志校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103页。 

③ 《郡斋读书志》卷 14，《郡斋读书志校正》，第 674页。 

④ 《文献通考 ·经籍考》卷 55，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第 1273页。 
⑤ 《郡斋读书志》卷 14，《郡斋读书志校正》，第 676页。 

⑥ 束景南 ：《朱熹作(训蒙绝句)考》，见《朱熹佚文辑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 687页。 

⑦ 熊大年 ：《养蒙大训》目录，《丛书集成续编》第61册，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 201页。 

⑧ 熊大年 ：《养蒙大训》目录，《丛书集成续编》第 61册，第 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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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义要语，末则归道学大明之功于朱子，训之以为它日穷理基本”①。以四言一句的形式，解说理学的概 

念和基本观点。朱熹的学生程端蒙所撰《毓蒙明训》，用四言写成，全篇有 155句，主要内容是讲官员的 

职守 、忠奸善恶的分别和 国家政治 的盛衰危亡 ，集 中表达 了中国古代的政 治观，有很厚 重的理学色彩 。 

程端蒙首先撰作、宋元之际的程若庸又广为增订、明初的朱升增加“善”字一条的《性理字训》，每句 4 

字 ，每条少或 2句 ，多则 8句 ，这个 “不但多棘唇 吻，且亦 自古无此体裁 ”②的读 本，专 门阐释性理概念。 

由于人们视之为“经学之总，修为之次第具焉 ”，或 “它 日造道穷源 ，皆由是出”，所 以旧时颇 为风行。元 

代的程端礼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 日程》的卷首，就告诫教子弟者，在小JLA岁未入学以前，先读《性理 

字训》，每天读三五段，“以此代世俗《蒙求》《千字文》最佳”。⑧ 

除了识字 、历史 、经学性理教育j大宗的蒙书之外 ，隋唐五代两宋时期蒙书 ，还有多方面的内容。真 

德秀的《对偶启蒙》虽然早已佚失，内容无从知晓，但从名题上看，可知它是《声律发蒙》《训蒙骈句》《启 

蒙对偶》之类的先声。至于诗歌类的蒙书，除了宋周子益的《训蒙省题诗》、宋寿翁的《省题诗》等之外， 

更有著名的题为汪洙所作的《神童诗》、宋刘克庄辑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等。天文则有题为 

丹元子的《步天歌》，算学则有《宋史 ·艺文志》著录的《求一指蒙算术玄要》《发蒙算经》，医学则有宋周 

守忠的《历代名医蒙求》，各种名物常识则有宋方逢辰 的《名物蒙求》、欧阳修 的《州名急就章》等 。至于 

王应麟的《小学绀珠》，则具有百科全 书的性质 ，可 以看作是古代士人知识结构 的缩影 。作者在 自序中 

说 ：“君子耻一物不知 ，讥五谷不分 。七穆之对 ，以为洽 闻；束 帛之误 ，谓之寡学 。其可不 素习乎?乃 采 

掇载籍，拟锦带书，始于三才，终于万物，经以历代，纬以庶事，分别部居，用训童幼。夫小学者，大学之基 

也。见末知本，因略致详，诵数以贯之，伦类以通之，博不杂，约不陋，可谓善学也已。”④可以看作是古人 

追求博学这一传统的集中体现。 

托王应麟之名、实则为同时期人区适子所编写的《三字经》，与《小学绀珠》性质和形式近似，很大一 

部分 内容也是 “以数为纲”编排 ，即用数字式 的题 目对知识 的主题作出提示性概括 ，如 “三才”、“三光”、 

“四时”、“五行”、“六谷 ”、“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等 ，然后详细列出具体的知识内容 。 

它是一篇劝学文献 ，但它不仅强调学习的必要 ，不只是劝人向学 ，而是具体指出了学 习的内容 ，用 了大量 

的篇幅说明要学什么，其中包括算数、经典、历史以及百科知识和历史上的勤学事例。《i字经》主要以 

知识 的传授为主 ，使得这篇文献具有跨越时代 的生命力 ，以至于时过境迁之后 ，传统 的伦理道德 日渐陈 

腐之时，它也依然能成为人们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有效入门书。 

隋唐五代两宋时期是科举制度发生发展的时期 ，从唐代开始 ，中国社会进入 了所谓的科举时代。科 

举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全社会都高度瞩 目科举。有一分天份的子弟，往往被寄予家族的厚望，以“龙 

马的精神、骡子的体力，又要像土鳖虫那样麻木不仁和骆驼那样吃苦耐劳”⑤，肩负向科举发起冲刺、以 

光大门楣的重任。然而 ，要在科举考试的各个环节一帆风顺 ，在科举考试 的路途上高奏凯歌 ，就必须具 

备杜林所说的“中国式的博学”，或者韦伯所谓的中国“文人 的修养 ”。这包括熟读乃至背诵《四书》《五 

经》全文，通晓历史 、擅长写作策论 ，能作诗填词 。⑥ 步入仕途之后 ，为 了独立处理形形色色而又不 同类 

型的各种问题，一个宰制一方、肩负重任的官员，必须知识渊博 ，做事干练，具备全方位的素养，而不只是 

拥有某一个方面的专业知识。刘知几在《史通》中说：“一物不知，君子所耻。是则时无远近，事无巨细， 

必籍多闻以成博识 。”⑦古人认为 ，一个学者只有博识多知 ，才能“见博则不迷 ，听聪则不惑”。这是导致 

隋唐五代两宋时期的蒙书 ，以教学各种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原因所在。 

l4 

① 熊大年：《养蒙大训》目录，《丛书集成续编》第 61册，第 201页。 

②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 95，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 1246页。 

③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13程》卷 1，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l页。 

④ 王应麟：《小学绀珠》卷首，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5页。 

⑤ [英]莱芒 ·道逊著，金星男译：《中华帝国的文明》，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年版，第 43页。 

⑥ 参见[13]三石善吉：《传统中国的内发性发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第 22页。 

⑦ 《史通通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版，第4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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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明清时期 ：道德教育 

元明清时期，是我国传统启蒙教育的兴盛时期。这主要表现为各类学塾遍地开花，各种蒙书大量涌 

现，有通行全国的，有适应于特定地区的，有限于某一学塾的，更有专门为某个特定的孩子之需而编写 

的。如王守仁的《示宪儿》或《NJL篇》，具有家训和蒙书的双重性质。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传统蒙书和 

有关蒙学的著述大约有 1300种 ，其中绝大多数都出现在这一时期 。蒙书的内容在越来越广的同时 ，分 

类专写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如道德伦理 、经学性理 、历史知识 、典章制度、诗词歌赋乃至天地山川I、姓氏 

名物、历法算学、医药科技等。其中，有关伦理道德教育特别是 El常生活行为习惯教育的蒙书则最为繁 

富，除了在综合类的蒙书中有所涉及之外，还有众多的专书介绍。 

为了养成童蒙良好的行为习惯 ，这时出现了大量的相关蒙书。就其体裁而论 ，就多种多样。其中有 

形式整齐、押韵便读的韵语体，如《幼仪杂箴》《弟子规》《蒙养诗教》《小学诗》《小学韵语》《童蒙须知韵 

语》《伦理学歌》《节韵幼仪》《四字经》《教儿经》等，还有不少教诫女德的蒙书，如《女儿经》《闺门女儿 

经》《闺训千字文》等；也有尽量贴近儿童口语的“小儿语体”，如《小儿语》《续fl,JL语》《女小儿语》《小 

儿语补》《老学究语》《家常语》等；还有广泛采录经传子史中的格言至论，兼收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俗言谚 

语的格言谚语体，如《增广贤文》《名贤集》《一法通》《治家格言》等；用语体文编成的散文体的蒙书，虽 

然不顾及儿童的特点，不适合儿童的兴趣，在启蒙的课堂上难以流传开来，但也著述不乏，如《童子礼》 

《仪小经》《初学备忘》等。 

在很多综合性的蒙书中，也都有大量关于伦理道德的内容。清中期刘沅的《蒙训》(又名《槐轩蒙 

训》)，内容与《三字经》近似，主要传授各种知识，尤其是历史知识，但也有大段篇幅涉及伦理道德：“未 

生性 即心 ，既生拘气质 ，以人合天心 ，养性最为急。性是天之根 ，命是地之质 ，分之名五常 ，其实一性毕 。 

仁义礼智信，为人当体贴，慎之在一心，言行要修饬。大者在五伦，君臣尊卑别，父母即是天，兄弟如手 

足。夫妇要谐和，朋友忠信切，五伦果然敦，天地一气接。”在知识性的叙述中，夹杂有厚重的伦理色彩。 

如在介绍历史知识后这样说 ：“旷观古今来 ，兴衰如旦夕 ，有德则 昌荣 ，无德则消灭。苍天爱生民，宜聪 

建皇极，念念体天心，乃是人君职。”在介绍传统的文人雅艺时，是这样表述的：“近人重章词，词章何可 

蔑?忠孝为本源 ，文章光 日月。诗以道性情 ，天籁 岂容盟?心正而身修 ，风雅无人及 。若但务淫夸 ，悖逆 

伤天德。书法泄菁华 ，圣人递造作 ，可 以正人伦 ，可以详物则 。点画要分明，六体循古法 ，无德徒精工 ，术 

艺亦何益?世上万千途 ，修己治人毕 ，己正亦正人 ，礼乐文为集。文莫吾犹人 ，躬行须心得 ，责在君亲师 ， 

养教功能密。世无圣人师，学述遂衰息 ，天理与人情 ，临政多忽略。”所有 的“艺”，都立足 于“道”，一句 

“无德徒精工，术艺亦何益”，典型地传达了道与艺的关系。一反《三字经》以介绍知识为主的做法，清佚 

名所作的《四字经》，专讲为人处世、孝亲敬长之事。 

这一时期的启蒙教育，之所以注重伦理道德教育，特别是 Et常生活行为习惯教育，与朱熹 的主张和 

倡导有关。 

我 国传统教育 ，分为小学和大学 ，而没有 中学 ，更没有初中和高中之分。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 ，小学 

和大学的分界 ，根据的是年龄 ，即“八岁入小学 ，十五岁人大学”。朱熹显然注意到 了在入学的年龄问题 

上，并没有一个整齐划一的硬性规定，实际上存在着或早或晚的问题，所以，他没有像前代学者那样，在 

大小学的年龄问题上做文章，更多地是根据小学和大学不同的教学内容，而将二者区别开来。 

在朱熹看来 ，小学“只是教之以事”，进人大学 以后 ，则是“教之以理”。“小学者 ，学其事 ；大学者 ，学 

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 以”，“小学是直理会那事 ，大学是穷究那理”。① 小学阶段学是什么，大学阶段则要 

弄明白为什么 ；小学阶段是要知其然 ，大学阶段则必须追究所以然 ；小学要掌握的是形而下 的事，而大学 

① 《朱子语类》卷 7，北京 ：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 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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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弄明白的是形而上的理。小学之所以被称之为小学 ，就是因为它与学生较小的年龄相适应 ，教的都是 

一 些浅显 、具体而微 的事情 ，是一些 日常生活中诸如事亲敬长、洒 扫应对之类 的事情 。“小学之事 ，知之 

浅而行之小者也 ；大学之道 ，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 。”①大学之所以被称为大学 ，就是 因为要 引导学生透 

过事情 的表象 ，深入其本质 ，搞清楚事情背后深奥 的大道理。清初学者陆世仪显然理解并赞同这一 说 

法 ，他予以引 申发挥说 ：“小学之设 ，是教人由之 ；大学之教 ，乃使人知之。”② 

朱熹所谓的事 ，是指礼乐射御书数 ，是指孝弟忠信 、事亲敬长 ，是指洒扫应对进退 ，是指父子之亲、君 

臣之义、夫妇之别 、朋友之交 、长幼之序 、心术之要 、威仪之则 、衣服之制和饮食之节。归结到一点 ，就是 

儿童 日常生活的规范。朱熹认为 ，一个接受启蒙教育 的儿童 ，只要按照要求 ，依照规范 ，哪怕是依样画葫 

芦地把事亲敬长 、待人接物的具体事宜掌握 了，就能养成儿童 良好 的行为习惯 ，就模铸了一个“圣贤”的 

坯璞，也就完成了启蒙教育的使命。 

元明清时期 ，朱学不仅是整个社会居支配地位的学术思想 ，而且是具有权威性质的官方哲学。从元 

代开始，读朱子之书，学朱子之学，已不单纯是一种学术风气 ，而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时尚。“上 自公卿大 

夫 ，下至齐 民之子 ，莫不家传而人诵 。”⑧“凡六经传注 、诸子百氏之书，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 以为教 ， 

子弟不以为学也。” ‘群经、《四书》之说，自朱子折衷论定，学者传之，我国家尊信其学，而讲诵授受，必 

以是为则 。而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⑤不仅是读朱子之书 ，学朱子之学 ，而且以朱子的是非为是非 ，朱 

学甚至被定为科举考试 的标准答案。 

“人情役于所利 ，风俗变乎所尚。”在这种情势下 ，朱熹有关启蒙教育使命 的论述 ，也就在元明清时 

期的启蒙教育 中得到具体落实 ，从而给这一时期 的蒙书编写烙下 了深重的印记 。启蒙教育 中也就特 别 

注重道德教育，特别是 日常生活行为习惯教育。比如，清朝万斛泉在《童蒙须知韵语》之《杂细事宜》其 

六中说：“举匙必置箸，举箸必置匙。食已皆置案，须令常整齐。”其十四则是：“凡从长者行，步履须安 

妥。行居路之右，住必居之左。”种种规定极其详实，非常具体。胡片爿的《蒙养诗教》，以七言律诗的形 

式 ，全面规范了童蒙的立行坐卧、穿衣吃饭、事亲敬长、洒扫应对、读书写字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细而 

至于静声敛气 、便溺时的方位等 ，都有规定 。大量 的有关伦理道德尤其是 规范 日常生活行为习惯的蒙 

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的。这类蒙书，以《弟子规》最为典型。 

传统启蒙教育特别是作为启蒙教材的蒙书，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扇非常有效的窗口。通过这 

扇窗 口，我们可以领略到特定时期 的文化风貌 ，感受这个时代的性格和气质 ，把握这个时代的脉动 ，倾听 

到这个时代的心声 ，读懂这个时代 的精神。或者说 ，传统蒙书是传统文化 的一个非常重要 的载体 ，是一 

个时期文化的风 向标和晴雨表。了解传统蒙书的发展及 阶段性特征 ，既是把 握传统文化流变的一个有 

效视角，也是整体把握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前提条件，是准确认识传统启蒙教育最基础性的工作。 

(责任编辑 ：仲平) 

① 张伯行 ：《小学辑说》，见《蒙学要义》，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 23页。 

② 陆世仪 ：《论小学》，见《蒙学要义》，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第 5—6页。 
③ 冯福京 ：《翁洲书院记》，见《大德昌闰州志》卷2，《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 10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 ，第 

4746页 。 

④ 赵济：《商山书院学田记》，《东山存稿》卷 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21册，第 287页。 

⑤ 虞集：《考亭书院重建朱文公祠堂记》，《道园学古录》卷 3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07册 ，第 515页。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