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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陈毅得知正在中国科
技大学读书的长子陈昊苏入了党后，
非常高兴。这年夏天，在繁忙的国务
活动中，陈毅专门抽出时间来到北戴
河，和几个孩子做了四次长时间谈
话，那是令陈昊苏和陈小鲁一生都无
法忘怀的记忆。“父亲其实很忙，以往
或者不去，或者就去几天，那一次他
抽出了好几天的下午来讲，当时是我
做的记录，印象很深刻。”陈昊苏谈及
这段往事时仍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
里。

陈毅1901年出生于四川乐至一
个破落地主家庭，15岁考上成都甲种
工业学校+现成都工业学院,学习染
织，受到实业救国的影响。1919年
夏，陈毅离四川赴法国勤工俭学之
前，在上海停留了一段时间，他在上
海时听过包括黄炎培、吴稚晖在内很
多人的演讲，向往过实业救国，也信
仰过教育救国。陈毅后来告诉孩子
们：“在这里，经历了思想上第一次的
动荡。”“那时思想真是一天一变。”

去了法国，他毕竟是华人，又在
底层做劳工，受到压迫和歧视。陈毅
在法国待的时间并不长，1921年10
月因参加中国留法学生爱国运动被
中法当局强制遣返回国，但在群众运
动中显示出的才能被蔡和森注意。
“蔡和森发现他敢闯，什么都站在前
面。父亲是四川人，很善于辩论，又有
组织能力，在同学中有影响，他很欣
赏我父亲。”蔡和森想发展他为共青

团员，陈毅未接受，“他还想看一看是
否有其他道路”。
回国后的陈毅四处碰壁，“后来

他慢慢认识到，在当时的环境下，实
业救国、教育救国都只能是一种幻
想”。1923年在中法大学学习并任学
生会主席的陈毅加入中国共产党，也
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在中共高级领导人中，陈毅的资

历比较老。南昌起义部队失败的紧要
关头，陈毅协助朱德将剩余不足千人
的队伍拉到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
春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当时红军
的重大决策都是毛、朱、陈一起制定
的。1934年8月，陈毅在战斗中负重
伤，未能参加长征，却在坚持南方根
据地的最为残酷的战斗中保存了革
命阵地。后人熟悉的《梅岭三章》，就
是这段浴血人生留在革命史上的绝
唱。“他在革命年代说过很沉重的
话———干革命就要有这样的思想准
备：‘打了胜仗开庆功会，打了败仗开
斗争会，牺牲了开追悼会。’”

陈毅在残酷的斗争中形成了富
有人情味的政治智慧和魅力。陈小鲁
说，当时红军打了败仗，长征主力已
经走了，国民党派兵要拔掉根据地，
军心不稳，有人要退出队伍。“别的领
导人可能会采取枪毙逃兵的方式，但
父亲没有。他对大家说：你们走可以，
把枪留下，不要出卖同志，以后欢迎
你们来。结果话一出口，本来动摇的
也不动摇了……”

在同为军人的陈小鲁看来，陈、
粟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善于大兵团作

战，靠的是协同、军事民主。“每一次
制订完作战方案，华野把纵队司令都
叫来一起开会，让大家进行充分议
论，有意见你可以提，有想法你可以
说，最后我父亲拍板。这样每个纵队
都了解自己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整个
决策是个非常完整的过程。他把领导
的决心变成每个纵队司令员的行
动。”在这样的领导机制下，该守的
守，但又非常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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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身上体现的大度，也是他人
格魅力的一部分。新四军将士们对陈
毅有评价：“陈老总有什么山头？陈老
总有个大坑！”后来到外交部当部长
时，陈毅也只带了一个秘书去。
“中央要求二野进军大西南时，

我父亲给中央打个报告说不要让二
野去，让我们三野去，二野在解放战
争中打得太辛苦了，装备人员都很
少，要留在富足的地方好好补充。邓
小平不同意，说我们都是四川人，三
野大部分是江苏人。中央同意了小平
的意见，这说明我军的传统，吃苦在
前，享受在后，遇事要先为友军着
想。”陈小鲁说。陈昊苏回忆，陈毅还
说过这样一番话：“我们不能在自己
党内争功，打了胜仗，我的功劳大，你
的功劳小，这样搞是低级趣味！”
陈毅和粟裕是彼此成就的一对

搭档。“父亲更多扮演政治家的角色，
他建立根据地，有统战才能、外交才
能，能整合军队。军事方面，华东野战
军最强的是粟裕，战斗都是他负责，

但把整个华东野战军整合起来，应该
说是靠我父亲。”陈小鲁说。“他对粟
裕同志很欣赏，他觉得这是我们党培
养出来的军事人才———父亲曾经有
份给毛泽东的电报，大意是说，我军
打了二十几年仗，培养的军事人才不
多，近来有粟裕、陈赓，他们与林彪、
彭德怀、刘伯承并驾齐驱，前途远大。
他们之间的合作也很好，父亲自己说
过很多次：‘我很多情况只发挥一个
政委的作用，军事指挥就是粟裕。’”
陈昊苏回忆。
另一方面，陈毅也利用自己的威

信，给粟裕在指挥战斗中以最大支
持。陈小鲁提到，华东野战军下面名
将云集，像叶飞、陶勇、王必成等勇将
对陈毅都服服帖帖，如果战役指挥中
有什么梗阻，陈毅一个电话追过去：
听到没有，这是我的命令！1948年5
月，中央要将陈毅调到中原野战军，
让粟裕主持工作，此提议却遭到粟裕
的反对。毛泽东很意外，因为从表面
上讲，粟裕是升了一个职位。粟裕对
陈毅的信赖可见一斑。
不管陈毅后来的职位发生了什

么变化，粟裕却一直保留着称其“军
长”的习惯，仿佛是铭记他们在战火
中结下的生死之情。父辈的特殊情谊
在下一代又得到了另一种方式的延
续———陈小鲁的妻子粟惠宁即是粟
裕的女儿。陈毅去世后，有一次，粟裕
对前来探望自己的陈小鲁说，当年如
果不是你父亲把我们带到井冈山，我
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说罢掉
泪了。

以人为本的教育

2500年前，鲁国国都曲阜，阙里
街道。热闹的春节过后，孔子学院又
迎来一批新学生。开学第一课，孔子
先生说什么呢？孔先生微笑着，用亲
切悠扬的语调对席地而坐的弟子们
说———

子曰(%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

不愠!不亦君子乎- &

《论语》第一篇第一章给了我们
这样的信息：孔子的教育关注人、关
注人心，孔子的教育以人为本、以人
心为本。在那时，他就对学生充满了
“心灵关怀”———他告诉学生，学习是
快乐的，生活是快乐的。他真是“心理
健康教育”的鼻祖。

孔子的心灵关怀是有历史背景
的。殷商之前人们崇拜鬼神，奉行鬼
神文化。周开始，由崇拜鬼神转而认
识到人的重要，开始关注人。到春秋
战国时代，又开始关注人“心”。庞朴
先生在《中国文化十一讲》中讲到古
代“仁”字有三种写法，其中一种是
“从身从心”为“仁”。郭店竹简的资料
显示，在孔子和孟子之间的时代，有
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那时出现
了一大批带“心”字旁的字。这说明，
那时在关注人的同时，开始关注人
心，关注人的心理感受。

从孔子说话的语气上，可以揣摩
出他希望弟子们享受学习的快乐、做
事的快乐、生活的快乐。我们不妨设

想一下：如果孔子是对自己说，他应
该这样说：学而时习之，说哉！有朋自
远方来，乐哉！人不知而不愠，君子
哉！可以想象，孔子面对弟子们，用引
人思考的口吻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和
希望。他告诉弟子们：你们学到知识、
学到本领、能够做事情并且把事情做
好，自己有了成就感，不是十分快乐
吗？孔子收徒授教，弟子来自四面八
方———不同的地方、国家。孔子接着
对他们说：远方的朋友来了，多了学
习的伙伴，可以相互切磋，不是应该
感到快乐吗？孔子常常教导学生：独
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朋友多了，
同学多了，个性各异，情趣相殊，难免
不被人理解甚至被人误解，怎么办
呢？孔子说：别人不了解自己，心里不
要怨恨，那才是君子的风度啊！每个
人学习都是为了提高自身的修养，做
“君子儒”，不做“小人儒”。学习可不
是为了显摆，要向古人学习———“古
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学
习不是为别人而是为了自己。孔子的
三句话都是反问语气。这反问不仅仅
是强调语义，更是与弟子们说心里
话，启发他们思考。
《论语》开篇孔子的这三句话，可

谓“开学寄语”，向弟子提出做学问、
做事、做人的希望和要求，是孔子教
育弟子的总纲。学习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在适当的时候去实践、去做事，
并且为学有成效、学以致用而快乐；
学习还要跟同学相互切磋，共同提
高，快乐地与同学相处；在和同学相

处时，保持良好的心态，不因为别人
不了解自己而怨恨。孔子不愧是“愉
快教育”的祖师爷。他就是这样一位可
敬可爱的教师，不是单纯地“传道授业
解惑”，而是首先关注作为人的学生的
学习心境和学习态度。这样的境界，对
今天的教育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换个角度理解开学寄语

我们还可以从音韵和诵读的角
度来感受、领悟这三句话的意味。
“朱熹将文学作品分为‘外面的

皮壳’和‘里面的骨髓’两个层次，前
者是由音韵、文字、文体等组成的，它
处在作品的表层；后者是由前者所暗
示的情趣和韵味，它处在作品的深
层。‘文义’与‘言外之意’是表与里的
关系，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虽
然，‘言外之意’是作品的灵魂，但它
也必须融于‘文义’之中。文学作品的
这种结构方式，内在地决定着了解读
者只能通过对作品表层的语言、文字
以及音韵、节奏、声调和韵律的‘讽
诵’和‘熟读’，来最终获得对作品深
层的情趣和韵味的领悟与把握。”+苑
青松(.朱熹对%涵泳&的阐释#!.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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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讽诵”“学而时习之，不亦
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体味其中的
“语言、文字以及音韵、节奏、声调和
韵律”，尤其是其中的“节奏、声调”，
孔子面对学生谆谆教诲的场面，自然
地浮现于我们的眼前、脑际。这三句

话，不是孔子的理性判断，不是孔子的
自说自话，也不是孔子对学生的训话；
而是孔子与学生的亲切对话和循循诱
导，表现了他对学生心灵的殷殷关注。
当孔子感受到弟子们心中的困乏、疑
惑、芥蒂时，他这样说，就是在与弟子
们交心。这样的交心是富有情趣的，
是充满感情的。情是孔子对待弟子的
真诚、关心和期待；趣是孔子说话的口
吻和语气；“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不
亦君子乎”不是反问，而是商量，是启
发，是引导。这就是大教育家的境界。
由此，我们不难明白，正是孔子高超的
教育艺术、丰富的教育情感，才使得那
么多不同年龄和性格的弟子始终跟随
着他、敬仰着他。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

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

之有也0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0 孝弟

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 &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1 &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

而信!泛爱众!而亲仁0 行有余力!则

以学文0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

归厚矣0 &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

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0 &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没有
给仁下过定义，只是描述过不同的具
体的仁。比如：“巧言令色，鲜矣仁！”
在孔子看来，也许“仁”不是一个概念，
而是人的存在方式或状态。因此，理
解仁，我们不要问“是什么”，而应该问
“应该怎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