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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所古典学校的校长，我常常和一些来我们学校考察

的家长交谈，他们对古典教育既感兴趣，也有困惑。“古典教

育方法和公立学校里的教育方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

哪些学校和你们的做法一样？”“你们的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

成绩怎么样？”七年下来，我常常可以预料到家长们的这些问

题，但家长们有这些问题完全合乎情理。而对我来说，不幸的

是，我所能提供的答案好像总是老一套，这也正是我写这本书

的一个原因。如果您在与我（或和我类似的人）谈话之前先阅

读这本书，那么我们就可以省去很多重复的问答。我写这本书

的第二个原因是：当我把给家长的回应记下来时，肯定还会写

下些新的想法。 

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可能从一位朋友那里听说过古典

教育，他的孩子在古典学校上学，或者他在自己家里用古典方

法教育孩子。你在做些调研，对古典教育满有兴趣，阅读这个

方面的材料。如果你曾参观过一所古典学校或古典教育联盟，

可能看到过一些课堂现场，这样的经历让你对古典教育心生困

惑或兴趣加深，并启发你提出更多问题。不管是哪种情况，你

在发问——你们当中很多人还会把问题记下来。 

你提出问题，这值得称赞，因为提出问题表明你在思考。

后面你将会看到，思索难题，这本身就是古典教育的特色。提

出问题、苦思求索、请教他人，继而再提问、寻求并发现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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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这是古典教育由来已久的传统。正如一位作家所言，古典

教育就是参与到“伟大的对话”中。这意味着：要读“大书”

（经典），学习、研究这些书，并与别人一起讨论这些书中所

蕴含的伟大思想。不管怎样定义古典教育，都不可否认，它是

一系列提出问题和寻求答案的持续过程。你除了问学校每年学

费多少，还提出了涉及各个方面的问题。现在，你明白我为你

提出问题而感到高兴的原因了吧。 

 

现代人的困惑，古代人的明朗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喧闹的时代。各种制度、信息、风

俗、习惯、标准瞬息万变。人们的选择机会增多，文化变得越

来越丰富多彩。丰富多彩、瞬息万变确实充满戏剧性，有些人

认为这也令人快活。然而，永不停息的变化和标新立异本身也

会变得老套，成为托马斯·奥登（Thomas Oden）所说的“对

彻底翻新的廉价应许”，这是“各种现代思想中最无聊和最为

重复的一点。”
1
 我们当中很多人已经做好准备，离开熙熙攘

                                           
1

托 马 斯 · 奥 登 ： 《 现 代 性 之 后 是 什 么 ？ 神 学 议 程 》 (After 

Modernity…What? An Agenda for Theology)（大急流市：桑德凡出版社，

1990 年），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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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的人群，回家，泡上一杯茶，坐在椅子上安静地享用。当我

们仔细考虑该怎样教养儿女时，不得不问问自己，我们希望传

授给孩子什么。我们应当怎样在这个充斥着各种混乱、疑惑和

冲突的现代世界里培养孩子？这个世界可否有休养和安息的地

方——那种可称为宁静之地、力量之源的地方？ 

教育是将智慧和知识从一代人传承给另一代人的伟大事

业。教育不仅是发现新鲜事物，也是教导学生；教育是文化传

承。当今文化瞬息万变，教育领域里存在各种混乱也就不足为

奇。对于要为孩子选择学校的父母来说，怎样担负起传承文化

这样的使命常常是一件令人犯难的事情。 

我们这些从事古典教育的人，从各种混乱出现之前的年代

获得启发。我们的经历都很相似：我们并没有从今天这个时代

找到我们所需要的健康养料，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是娱乐而非

滋养，是消遣而非教导。 

因此，我们去到另一个离我们并不太遥远的却为大多数人

所遗忘的地方。我们回访那条行之有效的道路——古典教育模

式。这种教育方法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只是变得有些支离破

粹、散乱不齐，在现代中小学校和大学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

残存部分。这种教育模式曾盛行上千年，大约在 100 年前才被

遮蔽起来。你的祖父母所接受的教育可能就是古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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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K．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说，每一次革命都是一

种回归——重新获得并引介某种在过去曾经给予人们指引和启

发的事物。“革命”这个词的英文 revolution 源自拉丁语中的

re-volvere，它意思是“回转”或“回归”。革命指某种事物来

来往往、循环往复。C.S.路易斯曾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当我

们迷路时，找到出路的最快方法通常是先回家。这样看来，我

们正在往回走、正在回转。说得严肃一些，我们正在革新，所

用的方法就是先回家。 

 

古典教育简史 

概述 

古典教育方法简单，却蕴含着深厚的思想，就像诸如轮

子、伞这样的事物都源自伟大的想法。希望发现这一点会让你

感到耳目一新。古典教育的基本理念是：根据孩子们天生所期

待的学习方式来教导他们，尽管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换

句话说，古典教育者根据孩子们的年龄阶段教授给孩子们他们

想要学习的内容。当孩子们对舌头这个身体部位感兴趣时，我

们教授他们语言和语法。当孩子们开始挑战每个观点时，我们

教授他们逻辑。当学生们热衷于充满感情地表达自我时，我们

教授他们修辞。确切地说，这种教育方法并不是由孩子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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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的，而是由家长发现的，并且这种方法在孩子们身上见

效。 

我们需要对“古典”(classical) 或“古典教育”下个定

义。历史上，古典时期是指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时期（约公元

前 600 年至公元后 476 年），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遗留给我们

古典神话、艺术、建筑以及希腊文和拉丁文这两门古典语言。

诚然，希腊人和罗马人所推行的教育模式可以称作古典教育。

因此，古典教育可以指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教育方法。然而，

“古典”或“经典”这个词不仅指古典时期本身。我们也可以

用这个词来描述权威性的、传统的、持久的事物。例如，经典

文学可以指任何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优秀作品（不仅是希腊文学

或罗马文学）。因此，我们不仅可以用“古典教育”这个词来

指希腊人和罗马人所推行的教育方法，还可以用它来指权威性

的、传统的、持久的、优秀的教育模式。当运用这个术语时，

我会想到它的这些内涵：古典教育是权威性的、传统的、持久

的教育模式，由希腊人和罗马人创立，在历史中发展，在 21

世纪的今天重新被发现和更新。 

基于这一宽泛的定义，现在我们可以来概述古典教育的历

史脉络。简短概述之后，我们会再回过头来看些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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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教育历史悠久，这正是它在今天显得新奇的原因。

2000 多年前，希腊人和罗马人首创这种教育模式；他们构建出

古典教育的基本理念，并为后人所称赞。我们可能会被误导，

认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教育方法简单容易并一成不变。实际

上，希腊人和罗马人在教学课程和教学方法上均有多样性，毕

竟这两大文明历经近 1000 年。在教育实践方面，这两个时期

有一以贯之的主题，即他们一直注重学习文法、文学、逻辑和

修辞。到了中世纪（约公元 500 至 1460 年），人们对希腊人

和罗马人的各种学习科目和教学方法进行分析，并将之纳入到

系统的、更具持续性的教学形式和课程中去。以“三艺”

（trivium）课程（“三种方法”）和“四艺”（quadrivium）

课程（“四种方法”）为整体架构的教育形式在这个时期正式

确立下来，其中“三艺”指的是语法、逻辑和修辞，“四艺”

指的是天文、算术、音乐和几何。“三艺”和“四艺”这两个

词出现在中世纪，并不是希腊或罗马时代。我认为把古典教育

看成是基于“三艺”的教育是颇有裨益的，这种教育形式在北

美很多 K-12（幼儿园至高三年级）学校和家庭学校里重新出

现。 

强调古典教育正在逐步发展，这一点很重要。在发展进程

中，有些主题和模式存留至今，但其中也有很大变化。我们认

为，中世纪的教育并非简单老套，尽管它推崇类别和秩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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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仍具有多样性。中世纪晚期，学术开始衰退（即所谓的“黑

暗时期”），时代呼唤文艺复兴（约公元 1350 至 1600 年）的

出现。文艺复兴的意义之一就是呼吁回归到以前的学术——回

到几千年前的本源。宗教改革（约公元 1517 至 1700 年）是一

项复杂的灵性复苏运动，但其中也包括回到古老的智慧源头这

一点，并特别注重回归《圣经》的权威和教导。改教家们继续

保持着文艺复兴时期燃起的学习古典语言和古典文学的热情；

伟大的改教家自身知识渊博，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古典教育。 

接下来的主要运动是启蒙运动（约公元 1700 至 1789

年）。启蒙运动标志着人们开始背离圣经权威、离弃教会，转

而推崇人类理智。科学领域中的很多学科也独立出来，尽管很

多科学家是基督徒或有神论者，但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在研究、

理解这个世界时不再参考《圣经》的教导，也不再认同其权威

性。不过，很多教育形式依然保留了“三艺”和“四艺”的基

本理念。例如，我们的建国先贤都在启蒙运动时期长大成人，

但他们在文学、古典语言（特别是拉丁文）、历史和修辞等方

面所受的训练都有古典教育的痕迹。 

我们发现，到了 19 世纪初的现代社会，古典教育开始衰

退；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衰退速度相当缓慢，可以说古典教

育在 19 世纪的美国和欧洲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教育方法。然

而，在 20 世纪初，衰退速度加快，到 1950 年为止，美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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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已经明显地从古典模式变为“进步”（progressive）模

式，而正是这种我们所接受过的“进步”教育限制了我们对古

典教育的了解和认识，也正是这种教育模式让我们对古典教育

方法感到陌生新奇——尽管古典教育模式在教育领域中占主导

地位有数百年之久，而“进步”模式只是新近产物。 

综上，古典教育历经发展、变革，在 20 世纪明显衰落。

在古典教育历史上，语法、逻辑和修辞课程一直是古典教育的

主体，尽管这些课程曾出现过起伏，人们也曾以不同的方式或

顺序来教授这些课程。古典教育方法持续至今，后文我们会谈

及这一点。甚至在“进步”教育成为主流后，古典教育的一些

碎片在现代学校中也存留下来。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还能看

出，古典教育的碎石散见于当代学校里。恢复古典教育就是重

新聚敛这些碎石，修复那些残垣。 

 

在轮廓里填色 

既然我们已经勾勒出古典教育的轮廓，现在来重描轮廓并

在一些重要地方涂上颜色吧。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希腊人，作为

先驱者，他们因奠定西方文化、文明的基础而名垂千古。希腊

人为何拥有深厚的文化、文明底蕴，这本身就是一个神秘有趣

的故事，我们在此不做深究。希腊人遗留给我们最原始、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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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形式（体现为希腊城邦）以及伟大的艺术和文学宝库。

他们的教育体制也发生过变化，但一直都注重德性，即个人美

德与成就。体能（如果不比智能更重要）与智能一样重要。希

腊孩童在 7到 14岁期间，在角力学校（palaestra）学习摔跤，

在“音乐学校”学习阅读、吟诵、写作、算术以及怎样弹奏七

弦琴和唱歌（对于希腊人来说，“音乐”的含义较之今日更为

丰富）。在 10 到 14 岁期间，学生继续在体育馆(gymnasium)

参加体能训练，学习摔跤、拳击、跑步、跳远、投掷铁饼和标

枪。显然，这些技能与军事训练有关。在 15 到 18 岁期间，一

些享有优待的男生继续接受教育，学习并参与希腊文化生活、

公民生活。最后，一些年龄在 18 到 20 岁之间的年轻人会接受

两年的军事训练，预备成为能干的军官和士兵。 

随着希腊文明越来越兴盛，这种大致的教育流程也有所变

动，基本课程也有所改善和调整。重要的希腊教育家（诡辩家

和哲学家）出现了，他们就教育年轻人的各种方法进行辩论。

有些人主张，训练年轻人的目的是实现其政治抱负，并认为人

是万物的尺度或标准（普罗泰戈拉）；有些人认为，专门学习

修辞不仅可以成就个人政治抱负，还有益于希腊城邦（伊索克

拉底）；还有些人如柏拉图（师承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为专门

学习哲学（而非修辞）而辩护。柏拉图认为，学习哲学可以引

导人们发现真理、良善和公义。这些教育家中的大多数人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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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辩证法（或逻辑），认为辩证法可以帮助学生学习怎样正

确地推理、发现并驳倒错误的推理。亚里士多德（继柏拉图之

后）为学习辩证法和修辞这两个方面进行辩护。希腊人把他们

的教化（paideia）观念传给后人，他们认为培育人就如同精心

制作艺术品，应当以美德（arête）为标准。照此，教育是培育

人，而不是训练人做事情（职业培训）。今天，我们的“全面

发展、人文教育”的教育理念保存了这种教化观念。 

罗马人征服了希腊人（公元前 143 年），却发现罗马文化

被希腊文化征服了。罗马人非常推崇并效仿希腊的艺术、建

筑、文学和教育。尽管罗马人在教育领域中也有他们自己所看

重的地方（如农业和军事训练），但他们吸纳了希腊人的教学

科目、目标和方法。因此，虽然希腊人设立了语法、逻辑、修

辞课程，罗马人却使这些课程越发完善。和希腊人一样，罗马

人在 7 岁时正式开始接受教育，先由一位文人(litterator)教他

们学习如何拼读字母单词。学完（希腊语或拉丁语或这两种语

言的）拼读之后，学生在学校里的文法老师(grammaticus)的带

领下，不仅学习语法（结构、形式和句法），还学习文学，特

别是诗歌。学习文学期间，学生还学习历史、伦理和政治，他

们还做大量的写作练习，为学习修辞做准备。希腊学生学习荷

马的作品（《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荷马的语言精湛，

拥有美德和智慧，是学生的典范。罗马学生最后会学习维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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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变形记》），维吉尔是拉丁文作家，与荷马难分伯

仲。有时候，学生没有师从专门的辩证法老师，有的学生一点

辩证法（或逻辑）也没学。第二阶段学习临近结束时，文法老

师经常教授学生一些修辞。通常情况下，学生的正式学业到此

就结束了。在希腊人的教育中，辩证法（逻辑）成为一门学

科，他们认为学习逻辑会促进学习修辞。如果学生希望从事政

治或法律职业，他们会继续学习修辞，因为修辞课程致力于训

练学生的口才，帮助他们善辩、有说服力，在议会和法庭上都

需要这些技能。 

涵盖语法、逻辑和修辞在内的“三艺”课程在希腊和罗马

时期延续下来，但是呈现出不同的顺序和形式。这些课程对于

提高语言运用能力非常有用，所以也常被称作“语言艺术”。

中世纪来临后，人们把四门量性艺术——几何、天文、音乐、

算术——加入到已有的课程中。几何包括关于地理的一些基本

原理，天文包括一些物理知识，语法包括文学，修辞包括历

史。这四门量性艺术也被称作“四艺”（四种方法），这七门

艺术合起来被称作“人文艺术”或“自由七艺” (artes 

liberales)。有人可能会认为，一所“人文艺术”(liberal arts)大

学会注重这七门课程（不可这样断言）。这些人文艺术被认为

是自由人需要学习的艺术（或技艺），或是可以为学习者提供 

“自由”的艺术。这七门艺术在中世纪成形，其后，新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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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尽管具有多样性）成形。通常，先学习前三门艺术

（“三艺”）（尽管学生最后学习修辞，并且学习修辞的时间

最长），再学习后四门艺术。希望下面的图表对你有所帮助： 

几何 天文 音乐 算术 

四艺：量性艺术 

 

 

在中世纪，人们对希腊和罗马时期的教育内容进行整理、

分类并使之定型。换句话说，人们修改并完善从希腊人和罗马

人那里继承来的古典教育模式。在这一时期，“三艺”、“四

艺”
2
 以及“人文艺术”(artes liberales)这些术语出现。普遍

                                           
2
中世纪早期作家马蒂纳斯•卡佩拉（Martianus Capella）在他的《墨丘利

与语文学的联姻》(The Marriage of Mercury and Philology)一书中向我们

语法 逻辑 修辞 

三艺：语言艺术/口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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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基督徒吸纳了古典教育模式，并在其中注入以服侍教会

为目的的神学教义和指导思想。神学，作为皇冠学科或者“众

学科中的皇后”，加入到“自由七艺”中。基督徒甚至怀着谦

虚恭敬的态度向早期非基督徒古典作家如亚里士多德学习，建

立基督教神学体系（例如托马斯·阿奎那）。在中世纪时期，

也形成了更为直观、独立的学科顺序。所以说，我们从中世纪

的“三艺”体系（继承于罗马人，并有所修改）获得教育架

构、灵感和指导，用于当下回归古典教育的探索（因此，我喜

欢“基于‘三艺’的教育”这个术语）。中世纪时期见证了大

学的兴起，“四艺”学科在体制化的大学氛围中真正成形，法

学和医学也首次成为大学学科。“三艺”学科，特别是语法

课，继续由私人教师（家教）在天主教学校或修道院里教授。

在大学阶段，教师教授“四艺”课程，同时也教授逻辑和修

辞。天主教学校是附属于天主教堂的教会学校，通常向在那里

接受教育的学生收费。修道院学校为那些希望成为修道士的男

生提供教育，但在能力许可的范围内也向社区里的贫困生提供

教育。很多中世纪时期的伟大思想家都是曾在修道院受过教育

的修道士（多米尼克、阿尔伯特·马格努斯、托马斯·阿奎

那）。 

                                                                                    
阐明了“自由七艺”（包括“三艺”和“四艺”）的原理。卡佩拉大致

生活在公元 410 至 449 年间，但他的书在九、十世纪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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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前面的概述部分所看到的那样，古典教育在文

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继续发展。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种

思想运动都体现了对以往知识的回归，他们都强调用希腊文或

拉丁文原文学习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作品。在这两个时期，学者

们寻找且找到很多希腊作家和罗马作家的手稿。学习希腊文的

热情在历经中世纪的衰退后复燃（学习希腊文对于研究《新

约》极为重要）。学习拉丁文的劲头一度中断过，这时又高涨

起来。毫不奇怪的是，此时的很多作家热衷于古代作者，并开

始模仿那些再次被发现的作家。 

诸如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这样的改教家们创办的学

校很重视古典学科和古典学术。例如，路德虽然质疑一些异教

作家如亚里士多德的价值（特别是他在伦理学方面的著作），

但他依然鼓励学生学习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和诗学方面的著作。

1520 年，路德在谈及古典语言学习时表示他喜欢学校里所开设

的课程，他说，“另外„„当然要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

来文以及数学方面的科目，还有历史”
3
 路德还认为，学生不

仅要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还要学习希伯来文（《旧约》的成

书语言）。改教家们强调，应当培养教会信徒的文化水平，他

们应当接受教育，用原文语言阅读、研习《圣经》，这很重

                                           
3
 马丁·路德：《三论》（Three Treatises）（费城：城堡出版社，

1978 年），第 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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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为古典教育传统的继承者，他们认为学生理当努力学习

历史和文学方面的知识——甚至了解各种异教学说。我们看

到，改教家们也注重学习量性艺术（路德提到了数学），量性

艺术也是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一部分。 

现在再回到启蒙运动时期，如果想对这一时期有全面的认

识，就需要注意到：这一时期教育领域中的宗教立场开始转向

自然主义立场；但仍需看清：首先，基督教立场和目的依然存

在，并在某些方面呈现出深化趋势；其次，古典教育教学科目

和教学方法也得以保存，并为非基督徒理论家和教育者采纳。

例如，在启蒙运动时期，大学在欧洲继而在北美迅速发展，数

量增加。很明显，这些大学里所开设的课程继承了古典传统，

是古典课程。古典传统确实受到考验、被修改（特别在科学实

证主义到来之际），但它从未被抛弃。 

直到 20 世纪初，各种形式的古典教育在美国和欧洲都颇

为常见。例如，1884 年以前，哈佛大学开设的课程都是必修课

（没有设置专业），所有学生都要参加。一份记录 1830 年哈

佛大学课程的文件表明，当时哈佛大学的课程都是古典课程，

显然与“三艺”和“四艺”密切相关。
4
 20 世纪前所有伟大的

                                           
4哈佛大学拉丁文学者 E.K.兰德(E.K. Rand)向我们如此描述哈佛大学以前

的课程设置：“在此，我想请所有读者关注 1830至 1831 年哈佛大事录

中的一页。我的复印版本没有装订起来，但即便装订起来，这本只有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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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和作家，诸如亚伯拉罕·林肯、奥利弗·温戴尔·荷马

(Oliver Wendell Holmes)等人，所接受的教育都是古典教育；

甚至 20世纪初的作家，例如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特(William 

Jennings Bryant)、G.K.切斯特顿，所接受的也是古典教育。英

国人当中，C.S.路易斯和 J.R.R.托尔金(J.R.R. Tolkien)的同代

人是最晚一批接受古典教育的人。诚然，美国建国先贤中的很

多人接受的教育是古典教育，历史学家公认他们在古典语言、

文学和历史方面造诣颇深，这对构建美国宪法和政治哲学至关

重要。略读一下《联邦论》(Federalist Papers)，就可以证实这

一点。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约翰·杰伊（John 

Jay）、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Alexander Hamilton)和托马

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等作者征引拉丁词句，论说希

                                                                                    
页的小册子也方便随身携带。这本小册子列出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学生的学习课程。课程以希腊和罗马文学为基础，册子上列出了很多作

品的作者。册子上也列出了以下这些课程：微积分数学、通史与古代历

史（课上会谈及《古代希腊》（“Greek antiquities”）这篇文章）、格劳修

斯 (Gratius) 的 《基督教真理》(De Veritate Religions Christianae)、英语

语法、修辞和主题写作、辩论术和演讲术、现代语言、逻辑、哲学和神

学、包括力学、化学、电和磁在内的自然哲学（课堂上会做实验）。第

一学年结束前学习所有这些课程。第四学年的特色是：不再安排古典文

学课；古典文学课由自然哲学课取代，自然哲学课程包括天文学、光

学、矿物学和自然历史哲学、智性和德性哲学以及自然神学和启示神

学。学生在第四学年仍然学习现代语言、主题辩论课。最后，我们还发

现册子列有政治经济学、解剖学，以及罗尔 (Rawle) 的《论美国宪法》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出自 E.K.兰德《中世纪的

缔造者》（Founders of Middle Ages）（纽约：多弗尔出版社，1957

年），第 231 页。 

http://cn.bing.com/dict/search?q=%E3%80%81&FORM=BDVSP6&mkt=zh-cn
http://cn.bing.com/dict/search?q=%E3%80%81&FORM=BDVSP6&mkt=zh-cn
http://cn.bing.com/dict/search?q=%E3%80%81&FORM=BDVSP6&mkt=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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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罗马和欧洲历史上的政治事件与教训，他们的文采和笔风

令我们惊叹。 

然而，历时如此悠久的教育传统在 21 世纪初为何显得如

此新奇？只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就可以中断历史的传承。确切地

说，教育是将我们所继承的知识传授给下一代，或者正如切斯

特顿所说，“当我们将教育事业代代相传时，教育就成了社会

的灵魂。”
5
 19 世纪中叶，侯瑞斯·曼恩（Horace Mann）

（1796-1859）等一些思想家开始背离古典教育。侯瑞斯·曼

恩是马萨诸塞州的一位教育者，他为公立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不

懈努力。后期思想家，例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推进

这种做法，他主张注重“实践学习”的“进步”教育，反对很

多诸如记忆、学习古典语言等的传统学习方法。杜威和“进

步”教育者强调，有必要教育公民，使他们适应美国工业化社

会中的民主进程。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进步”教育的各

种模式开始成形，并逐渐取代古典教育模式。事实上，古典教

育模式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我们在很多方面还可以看到它的

痕迹（例如，有的学校名称是“文法学校”），但时至 20 世

                                           
5 G.K.切斯特顿：《世界怎么了》（What’s Wrong With the World）（旧金

山：伊格那修出版社，1987 年），第 112 页。切斯特顿在另一个地方写

道，“教育这个词的同义词是‘渗透’或者‘继承’，教育不是指一个

对象，而是指一种方法。这意味着，教育是将某些事实或品质传承给下

一代人。”引自同书，第 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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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五十年代，“进步”教育模式成为主流。因此，我们当中大

多数人都曾受到“进步”教育的影响。“进步”教育者认为，

他们在推广一种更先进的教育方法，帮助学生适应战后日新月

异的现代生活。大家应该还熟悉“进步”教育的这些做法：古

典语言课程的地位下降，不再为所有学生开设古典语言课程，

组建古典学院，学院规模越来越小；对语音和语文理解不再作

基本教导，取而代之的是“整体语言”的阅读教授方法；不再

进行逻辑和辩证思维方面的训练，学生可以任意地表达自我，

老师不予纠错；学生写作风格越来越个性化、标新立异，写作

训练减少，教师不再教导学生模仿大家；数学科目的训练强度

降低，教师不再要求学生反复地做大量练习，反而更注重与数

学有关的活动和故事；历史科目不再注重滋养美国文明的西方

传统，淡化欧洲甚至美国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文化立场，

向学生展现碎片式的世界历史（以前在社会课上所学的内

容）。并且，“进步”教育者回过头来看古典教育时，常常认

为古典教育方式过于严厉、生硬，学生们不喜欢。因此，这些

教育者追求学习的娱乐性和趣味性；渐渐地，他们对学生的努

力程度和成绩的期待也降低。学生行为准则也有变化，学校越

来越纵容学生，即使学生行为不当也不太愿意对其进行管教。

为了建立学生的自信，评分标准也越来越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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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 年来，这种“进步”运动
6
 持续上演，并呈现出一些

新的花样。在流行文化和教育领域中，相对主义哲学（普遍真

理或道德标准不存在）势不可挡。与其观点相近的怀疑主义哲

学（任何东西都不是确知的）也气势凶猛。结果，我们看到，

如果有任何一种思想敢于宣称某种事实或伦理是真理或标准、

反对现代主导思想，就会遭到批判。诸如“价值阐释”一类宣

扬并教导道德相对主义的早期课题继续进行且相关书目增多。

尽管很多学校持相对主义立场，却不承认自己在坚持自以为是

的“真理”和道德，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7
 你可以想象出

或已经知道，通常人们不认可基督徒和他们的立场——创造、

堕落、拯救（当然，除非基督徒保持沉默、随大流）。这种相

对主义观念也滋生了平等主义——主张任何人都不比其他人优

                                           
6
 C.S.路易斯质疑“进步”教育、“中立”教育的合法性。他指出，即便

是相对主义者也有他们自己所坚持的价值观和原则，“重点并不是他们

希望达到怎样的宗旨，而是他们确实有自己的宗旨。他们肯定有自己的

宗旨，否则，他们所写的书„„就毫无目的。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宗旨

也肯定有真正的价值。他们不愿称自己的宗旨是‘好的’，而用类似于

‘必要的’或‘进步的’或‘有效的’这样的词汇来描述他们的宗旨，

这只是一种托词。辩论时，他们不得不回答这样的问题‘对什么来说是

必要的？’‘在朝着怎样的方向进步？’‘对什么有效？’；万不得

已，他们不得不承认，在他们自己看来，某些事态本身就是好的。”

《人的废除：教育如何培养人的道德感》（The Abolition of Man: How 

Education Develops Man’s Sense of Morality）（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

1947 年），第 40 页。 

7
相反，切斯特顿写道：“这是唯一有永恒价值的教育；如果你确定某些

东西是真理，你就敢于告诉孩子。”引自同书，第 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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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普遍标准不存在时，情况就是如此）。同样，平等主义又

导致了成绩泡沫，学习标准降低（每个学生因此都可以得

“优”），大家都不愿意承认一些学生比其他学生更优秀。家

长权威也明显弱化，很多公立学校向来不欢迎家长来学校旁

听。 

在不同地区和学校，现代教育的影响不尽相同。尽管如

此，全国范围内的调查表明，还是有可能总结出现代教育的普

遍影响力的。现代教育的调研方法在某些情况下的确行之有

效，带来新的发现并作出贡献。一些教育者在推行教育创新一

再失败后，也确实在回归传统教育方法。E.D.赫希（E.D. 

Hirsch）（《文化素养》(Cultural Literacy)的作者）的核心课

程——直接教学法、威廉·伯奈特（William Bennett）的传统

和网络特许学校模式、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的派

迪亚项目(Paideia Project)、各种独立的学习中心、新兴的独立

语音项目甚至于人们对学习拉丁文重新产生兴趣，这些都证实

我们在向传统教育模式回归。所以，对于一些现代教育家来

说，接受古典教育并不是困难；一些教育者碰巧接触到了古典

教育，还没有对它有真正的了解，这让我想起 T.S.艾略特的诗

句： 

我们不可停下探索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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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探索的终点将是 

我们启程的地方 

我们将会有新的发现 

因此，现代教育实验历时近百年，势头衰减；而古典教育实践

历时千年之久，重振旗帜。 

 

再谈„„古典教育 

除了古典教育的辉煌历史，我希望可以列举出它的更多现

代实证。我要提及一些在古典学校和在家上学的学生。那些考

虑开展古典教育的家长首先会发现这些学生学习时所表现出的

愉悦和喜乐。在文法阶段，学生们打着拍子唱歌，唱出历史年

代表、科学事实、拉丁词汇、圣经经句以及语法规则。他们通

常一整天都这样学习，充满活力，兴趣盎然，以惊人的准确率

和耐性记住歌词里的学习内容。你会见证，辩证（或逻辑）阶

段的学生花很多时间与老师或同学进行辩论。可能有些人会感

到诧异，老师们竟鼓励他们这样做。实际上，老师们担负着艰

巨的任务，他们不仅要教学生们辩论，还要帮助他们提高辩论

水平。大多数人会发现，这些青少年喜欢这样的学习方式。家

长们经常无奈地发现，这些学生越来越厉害，大家围着饭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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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聊天时，他们可以指出旁边所有人说错话的地方，甚至也会

指出爷爷奶奶所犯的错。修辞阶段的学生（高中生）已经学了

很多语法和逻辑知识，他们希望把这些知识应用到有趣的演讲

和写作当中。你会发现，这些年龄大一些的学生会做大量的写

作训练，涉及各种写作类型，他们常常在同学面前做演讲，不

管是政治演讲、法庭辩论还是实验报告。 

语法、逻辑和修辞是古典学校的主题课程。你可能已经注

意到，在学业的不同阶段或时期，课程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小

学阶段（文法学校）注重语法学习，初中阶段注重逻辑学习，

高中阶段注重修辞学习（见后文表格）。因而，所有年级（幼

儿园至高三）都会采取某种形式来教授语法，但幼儿园至六年

级这一阶段会特别注重语法主题。这里的前提是，所有学业阶

段都以某种形式教这些主题，但孩子成长的某些阶段特别适合

教授某些主题。因此，“三艺”的每一门主题都会被视作一种

“典范”或主要学科，在后文表格中用阴影标注出来，它可以

指导其他科目的教授方式。例如，在辩证阶段，教师会用辩证

方法教授每一门学科——学生在数学、科学、历史和神学课上

会进行辩论和讨论。在修辞阶段（高中阶段），除了在修辞课

上，学生在其他课上也写论文、做演讲。多萝西·塞耶斯

（Dorothy Sayes）认为，“三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科，

而是学习这些学科的方式或方法——帮助我们学习任何学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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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技艺（工具）。她将每一门“三艺”课程比作一种工具，

就像是凿子或刨子，我们一旦掌握了它的使用方法就可以用它

来处理各种木料（学科）。尽管我们习惯于认为“语法”是一

门学科（在现代学校，语法的地位下降，仅仅是一门独立的学

科）；但传统上，人们认为语法是一门无所不包的学科或“艺

术”。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逻辑和修辞。 

无论怎么强调这一点都不过分。老一辈的教师将知识分为

相对独立的“学科”，却忽视所有知识的关联性。我们在还未

真正明白该怎样学习这些科目的情况下就学完了这些“科目”

——而我们没有学过该如何学习。可以说，我们还没有学习怎

样使用工具，就已经开始敲击、砍凿、设计、雕刻了。我们的

学习方式比较随意，遇到什么学什么。古典教育者从另外一头

开始，强调学习工具的重要性，注重使用这些用途广泛的工

具。当然，为了学习使用这些学习工具（语法、逻辑和修

辞），有必要在一块木头上进行练习，也就是运用到某一门学

科里——所以，必须学习一些科目（英语、拉丁文、历史等

等）。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掌握这些工具——

掌握工具的时候，也就可以快速地掌握（任何）一门科目。我

们看到这样一种悖论：相比于学习内容，古典教育者更重视学

习工具；因此，他们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更多学习内容。他们教

授学生应当怎样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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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艺要点：典范课程或学习工具  

幼儿园至六年级 

语法阶段 

七至九年级 

逻辑阶段 

十至十二年级 

修辞阶段 

语法： 

英语、拉丁语 

语法 语法 

逻辑 

逻辑 

逻辑  

修辞 

修辞 修辞 

 

加阴影和所占区域较大的“语法”、“逻辑”和“修辞”表格表示：

在相应的学习阶段，这些科目是核心科目（典范科目），占主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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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法、逻辑、修辞模式的课程科目 

 

在每个学习阶段，所学科目相同，但所学内容取决于独特的“语法、逻

辑、修辞”课程模式。 

 

塞耶斯也认同，古典教育者应当在学生的特定学龄阶段教

授给他们学习方法。随着学生成长、成熟，老师会调整教学方

式和方法。在文法学校阶段（幼儿园至六年级），注重事实性

信息、语法、词汇和句法，通常采用唱歌、重复以及直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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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阅读和讨论等方式；在中学阶段（辩证学校阶段，七至九

年级），注重教导各门学科中的原理和联系，采用推理、辩论

和讨论的形式，侧重于逻辑学习，并以此为根基；在高中阶段

（十至十二年级），教师强调学生的演讲和作文应富有感染

力、说服力，教师传授给学生理论知识并要求学生进行相关训

练、鼓励学生模仿精彩的作品和演讲，并做大量的练习。塞耶

斯将“语法”阶段描述为“鹦鹉学舌”阶段，处在这个阶段的

学生热爱记忆、唱歌、重复他们所接触到的各种知识。她将

“辩证”阶段描述为“大胆纠错”阶段，此时，学生乐于挑战

权威，热衷于问“怎么样”“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喜爱争

辩、辩论。她将“修辞”阶段描述为“诗性表达”阶段，该阶

段的学生更热衷于富有创造性地思考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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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艺”——学习阶段 

语法 逻辑 修辞 

年龄：5-11岁 年龄：11至 14岁 年龄：14至 18岁 

“鹦鹉学舌”阶段 “大胆纠错”阶段 “诗性表达”阶段 

语言：语句、句法 

      结构、词汇 

语言：推理、辩论 

       思路清晰 

语言：善辩、优美 

      有说服力 

语言学家 哲学家 诗人 

基本事实、 

基础知识 

原理、关联性 交流表达、 

综合应用 

方法：唱歌、重复 

描述 

方法：说理、讨论 

      辩论 

方法：讨论、演讲 

      模仿、练习 

写作：清晰、叙述 

       描述 

写作：比较异同 

赞扬/批判、论述 

写作：有说服力 

合法性、雄辩性 

富有诗性、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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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指出，语法、逻辑和修辞这些词汇涵义广泛，它们既可以指独立的

学科，也可以指学习各门学科的方法或艺术（工具）。此外，它们还可

以用来描述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三个学业阶段。 

 

拉丁文和希腊文 

在西方古典传统中，拉丁文和希腊文是文学和教育的基本

语言。直到 15 世纪，大多数欧洲教师仍用拉丁语教学，拉丁

语是中小学校和大学的常用语言。18 世纪以前的学术作品通常

以拉丁文成书。直至今天，西方国家很多学校里的学生仍然学

习拉丁文。从重要性角度来说，希腊文位居其次，但很多人在

学习拉丁文时也学习希腊文。 

今天，英语是西方国家的常用语言，使用英语的人数仅少

于使用汉语的人数。尽管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古典学校未必

开设拉丁文课程，但是西方的古典学校重新开始教授拉丁文，

有的也教授希腊文。古典学校教授拉丁文的历史已经有数百

年，甚至在拉丁文不再是流行语言时还在教授这门语言。这样

做是有原因的。学生学习拉丁文会受益匪浅。 

拉丁文是古典学校和在家学校的基础科目，是文法学校里

的典范课程。在这门课上，学生可以学习语言——拉丁语、英

语的基本结构，进而学习各门语言的结构。英语中超过半数的



www.ClassicalAcademicPress.com 

31 

 

单词源于拉丁文，因此，学习拉丁文可以大大提高英语词汇

量。通常，一个拉丁词汇可以衍生出若干个英文单词。例如，

拉丁词汇 porto(搬运)可以衍生出 port（港口）、portal（大

门）、porter（搬运工）、porch（门廊）、airport（机场）、

import（进口）、important（重要的）、transport（输送）、

export（出口）、report（报告）、portable（便携式的）等词

汇。这里，一个拉丁词汇派生出 10 个英语单词——如此看

来，学习拉丁文可以做到事半功倍。 

学习拉丁文也可以帮助学生学习语法。学生在学习拉丁文

语法时，也在学习或强化英文语法。依据学习拉丁文语法的经

验，人们研究出英语语法的标注、分析方式。所有表示 “语

法”的词汇如 verb(动词)、noun（名词）、adjective（形容

词）、adverb（副词）都是用于理解拉丁语法的拉丁词汇。拉

丁文语法条理分明、简单易懂、有规律可循，所以学习语法

时，拉丁文是不二选择，拉丁文语法可以应用于所有其他语

言，当然包括英语在内。 

有研究反复表明，学习拉丁文可以促进学习英文，提高

SAT 和 GRE（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实际上，在 GRE 考试

词汇部分得分最高的学生并不是英语专业的学生——而是古典

文学专业的学生。有确切的统计数据表明学习拉丁文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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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鼓励任何想了解这方面信息的人登录全国拉丁文和希腊文

学习协会网站（www.promotelatin.org）来了解这些数据信息。 

尽早开始学习外语（我们为三年级学生开设常规课程），

这一直是古典教育者所采用的方法。经验证实这是明智的，因

为学生年龄越小，学习语言就越快。我们的学生每周学习 10

个拉丁文生词——远比他们父母学得更轻松。这个年龄阶段的

学生热衷于学习语言，他们当中很多人自称拉丁文是他们最喜

欢的科目。 

最后，我们应当指出，拉丁语也是所谓的“罗曼语系”—

—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的

母语。他们被称作罗曼（Romance）语系，因为他们直接源于

罗马人（Romans）所使用的语言，也就是拉丁语。如果说英语

词汇中有半数来自拉丁语，那么这些语言中则有 90%的词汇来

自拉丁语。拉丁语 porta 的意思是“门”， 在西班牙语中表示

“门”的词是 puerta。拉丁语 amicus 的意思是“朋友”，在

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中表示“朋友”的词是 amigo，在意大利

语中是 amico，法语中是 ami，在罗马尼亚语中是 amic。学生

在学习拉丁语时，他也为学习这些源自拉丁语的语言提前做了

准备。 

http://www.promotelati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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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拉丁文衍生出 50%的英文词汇，希腊文则衍生出另外

30%。希腊文也是很多医学和科学词汇的基础。希腊文的另一

优势是，它是《新约》的成书语言。所以，如果要入读基督教

学校，学习希腊文也很重要。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学生对英

文词汇和语法的理解最为深刻，也会发现学习拉丁文和学习希

腊文相互促进，因为他们都是屈折语言（名词和动词词尾有变

形），并且二者有类似的结构。 

学过多门语言的人知道，学完一门语言后再学第二或第三

门语言时速度会快很多也会容易很多，就如飞行员懂得怎样操

作一种飞机后就会很快学会如何操作另外一种飞机。音乐家学

完一门乐器后再学第二或第三门乐器时会比那些初次接触乐器

的人轻松很多。故此，学过拉丁文和希腊文或其中一门的学生

在学其他语言（特别是罗曼语系）时会轻松很多。 

 

整体学习 

我已经提到，古典教育者认为各门学科并不是独立割裂

的。知识更像一张网，而不是一个抽屉柜，没有一门学科和其

他学科无关。例如，文学、历史和神学密切相关。以前的任何

事物（每一门学科里的）都可称作历史；任何富有创造性的或

精湛的作品都可以是文学；与上帝和《圣经》教导有关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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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都可以是神学。19 世纪以前，教育者认为知识呈现出网状

结构，而不是割裂的部分，并传授给学生这样的知识。因此，

古典教育者在教授“历史”或“文学”课时，会淡化学科之间

的界限，融会贯通，强调所有知识的内在关联。 

古典教育者将知识整合起来，教授拉丁文就是一个恰当的

例子。拉丁文并不是一门简单、独立的学科。实际上，拉丁文

无处不在。英文作品中有拉丁文（因为 50%的英文词汇源自拉

丁文），因此，老师经常向学生指出英文中的拉丁词汇，以此

加深他们对英文的理解，并扩充其英文词汇。科学这门课上也

有拉丁文。我记得，有一天，我的女儿回到家，手里拿着一张

科学课上关于“食肉” （carnivorous）动物、 “食草”

（herbivorous）动物、“杂食”（omnivorous）动物的练习

题，兴致勃勃地对我说，carnivorous（食肉）这个词源自拉丁

文中的 caro, carnis，意思是肉；herbivorous（食草）这个词源

自拉丁文中的 caro, carnis，意思是草、植物；omnivorous（杂

食）这个词源于拉丁文中的 omnis，omne，意思是所有。在老

师教她陆生（ territorial）动物、树栖(arboreal)动物、水栖

（aquatic）动物这些词汇之前，她早就知道了，因为她认得这

些词的拉丁文词根。文学作品中也有拉丁文。1950 年前（也有

一些 1950 年后）的很多优秀作品中常常有拉丁文典故和引

文。当然，历史科目中也有拉丁文，因为罗马帝国统治欧洲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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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一千年。不仅在罗马有大量的拉丁文题词，在华盛顿 D.C.

和美国历史文件中也有很多。逻辑课上也有拉丁文。所有非形

式逻辑的谬误都有拉丁文名称，例如 argumentum ad hominen

（与人争辩——攻击人却不针对他的观点）和 argumentum ad 

baculum（恐吓论辩——劝服或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

和逻辑课一样，修辞课上也有拉丁文。所有的修辞手法都有拉

丁文（或希腊文）名称，例如 alliteration（押头韵）和

assonance（半谐韵）。修辞的 5 种基本规则（原则）及其子规

则都有拉丁文名称。你或许可以想象出其他科目的结合方式，

例如历史、圣经、神学、文学和科学。结合方式举不胜举。  

阅读伟大著作，参与伟大对话 

古典教育者一向强调师从大家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存在评

定何为真、善、美的真正标准，他们敢于判定何为好书何为坏

书；（历经时日，）他们甚至可以评定出哪些书是最优秀的。

他们有品味，说得老道些，他们能够甄别优差等次。长期以

来，知识渊博的批评家认可一些书，这些书是伟大的著作，我

们称之为经典。
8
 可以通过其影响力来鉴定一本书是不是经典

                                           
8
经典从何而来？经典 classic 这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意思不一样，有时意

思也比较模糊。这个词源于拉丁文中的 classis,原意是舰队，后来指一群

人。英文中的 class 还保持这种意思，例如 class of 1st graders 指一年级学

生所组成的班级。classic 还有一个含义，就是高级的，形容某个事物

classy 就是指它质量很好或者是最高档的。拉丁文中的 classicus 这个词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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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书之所以成为伟大著作，是因为它们蕴含了伟大思

想，并且这些思想孕育出有关真善美的伟大而持久的对话。如

果我们接受莫蒂默·阿德勒的观点（他提出存在 102 条伟大思

想）
9
，这些书包含了其中的 99条伟大思想。 

在学校里，我们致力于阅读伟大著作，即经典书目。我们

知道，当代也出版了一些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们选择性地阅读

一些在我们文化里所能找到并得到广泛认可的优秀书籍。然

而，我们侧重于那些因文风优美、思想深刻、影响深厚而脱颖

而出的书目。阅读经典也有利于审视我们的现代视角，正如

C.S.路易斯所言，实在是恰如其分： 

                                                                                    
最高等级的罗马公民。classic 这个词保持了这个意思，即最好的。诸如

莫蒂默·阿德勒等学者认为，经典就是拥有永久价值的书籍。通常,经典

的同义词就是伟大著作。然而，经典是指不朽的作品，这意味着它们是

老书，长期以来受到积极评价，从而脱颖而出。一本新书也可能成为一

本伟大著作，但必须得得到很多批评家认可并具有深厚的影响力。因

此，新的伟大作品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成为经典，当然他们得经得

起推敲。查尔斯·凡·都伦（Charles Van Doren）认为，伟大著作是指那

些不需再写的书。 

9
阿德勒和威廉·格曼(William Gorman)认为，西方文明的经典作品蕴含

并探讨了 102 条伟大思想。在《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系列书的前两卷中，他们就这 102 伟条大思想逐条立

文，每篇文章长达 10 页。这前两卷书的书名是《西方大观念》(The 

Great Ideas: A Syntopicon)。（芝加哥：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1952 年

出版，第 31 次印刷，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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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一本新书后，先读一本老书，再开始读另外一本新书，这个规

则很好。如果对你来说，这样做难度太大，就每读三本新书时至少读上

一本老书。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世界观。瞥见一些真理，这是人之

所幸；但犯下某些错误，这也是人之常情。因此，我们都需要读一些

书，帮助我们纠正在这个时代我们特别容易犯下的错误。而这些书就是

一些老书。
10
 

从小学开始，我们为孩子们挑选文学经典，这些书出自不同年

代，风格也不一样，包括《伊索寓言》、童话故事、《撒

拉·诺贝尔的勇气》（The Courage of Sarah Noble）、《兔子

彼 得 》 （ Peter Rabbit ） 、 《 棚 车 少 年 》 （ The Boxcar 

Children）、《小妇人》（Little Women）、《墙中门》(The 

Door in Wall)、《柳林风声》 （The Wind and the Willows）、

《自由战士》（ Johnny Tremain ）、《亚瑟王》（ King 

Arthur）、《罗宾汉》 （Robin Hood）、《纳尼亚传奇：狮

子 、 女 巫 和 魔 衣 橱 》 （ The Lion ，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霍比特人》（The Hobbit）、《红色羊吃草的

故乡》  （ Where The Red Fern Grows ）、《金银岛》

（Treasure Island）、《汤姆·索耶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以及《青铜弓箭》(The Bronze Bow)，这只是

                                           
10 C.S.路易斯：《论阅读老书》(“On the Reading of Old Books”)，出

自《被告席上的上帝：神学和伦理学论文集》(God in the Dock: Essays on 

Theology and Ethics)（大急流市：俄德曼斯出版社，1970 年），第 2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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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一小部分。 当学生入读中学后，随着他们推理能力的

提高，他们阅读更适合自身成长阶段的书籍。 

 

终身学习的工具 

我们都听说过这个谚语——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给一

个人一条鱼，他可以吃一顿，教一个人怎样钓鱼，他可以吃一

辈子。到目前为止，我想读者已经猜到这里会讲该如何开展古

典教育。我们教学生怎样钓鱼，实际上是教他们“钓”知识，

用以填饱脑袋。鱼竿、鱼线和鱼钩分别是语法、逻辑和修辞，

他们可以随身带着，放在自己的“工具箱”里，以备寻求智

慧，并最终能传授给别人。 

换而言之，古典教育者致力于教导学生自主学习。例如，

如果我们把逻辑比作一把十分锋利的刀子，我们实际上在尽力

教学生该怎样使用这把刀子。总有足够的木头（其他学科或知

识领域）供他们雕凿；如果我们能给学生锋利的刀片，他们就

可以雕凿他们所发现的任何新木头。这种观念启发多萝西·塞

耶斯将“三艺”课程比作“学习工具”，这一比喻在古典教育

者中广为流传。学生一旦掌握了词汇语法、逻辑推理、演讲写

作等基本方法，就具备了学习、掌握所选的任何科目的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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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我们也可以期待，他们为大学阶段及之后的学习生

涯做好了准备。 

我们可以想象出这些学生在大学学习新学科时的情况。他

们已经在先前的“语法”阶段学过该怎样学习一门学科，方法

就是将它拆解为一些基本部分，运用重复、唱歌以及其他记忆

方法来掌握这些内容。在“逻辑”阶段，他们已经学过如何研

究这些部分之间的既定关系，推演出支配这些关系的原理。最

后，他们在“修辞”阶段学过怎样有效地、富有创造性地表达

出所学知识，并将之运用到新的情境当中，满足新的需求。譬

如说，这些学生现在在大学第一次接触解剖学这门课。他们知

道怎样开始学习：1）将解剖学拆分为基本部分（人体构造的

不同部分），通过唱歌、重复以及其他方式掌握这些内容；

2）学习这些部分之间的关系（如研究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之

间的关系）；3）书面或口头报告所学内容，整合这些知识并

运用于新的情境中。对于他们的同学来说相当陌生的解剖学词

汇，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们已经学过拉丁文和希腊文。 

以上，我以学习解剖学为例说明了古典教育如何帮助学生

为终身学习做准备。有些人认为，古典教育或许可以帮助学生

进一步学习英语、语言科目或历史，但并不适用于科学科目。

回看历史，情况并非如此。“三艺”引向“四艺”，语言学习

引向科学学习。实际上，以前的伟大科学家都接受了古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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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莫蒂默·阿德勒谈及 19 世纪德国伟大的科学家所接受的

教育方式： 

人文教育与科学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一种推测。19 世纪德国

伟大的科学家在人文艺术领域都有扎实的基础，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

实。他们都接受了人文教育，不仅学习了数学、物理和其他科学科目，

还学习了希腊文、拉丁文、逻辑、哲学、历史等科目。实际上，到目前

为止，欧洲科学家早年都接受了这种教育。爱因斯坦、波尔（Bohr）、

费密(Fermi)以及其他伟大的现代科学家都不是由技术院校培养出来的，

而是由人文教育孕育的。
11
 

道格拉斯·威尔森(Douglas Wilson)谈到另外一位德国著

名科学家、化学教授鲍尔(Bauer)。当鲍尔被问到，他更喜欢

怎样的大一新生，是接受过“科学”教育的学生还是接受过古

典教育的学生，他的答案是后者。鲍尔说，入学三个月后，那

些接受过古典教育的学生会超过其他那些上过更多门科学课的

学生。他认为，古典教育为学生提供了最好的智力训练，帮助

他们为从事科学研究做好准备。“让一位学过拉丁文语法的学

生来我这儿”，他说，“我保证，他可以学好化学。”
12
 

                                           
11 莫蒂默·阿德勒：《伟大著作中的伟大思想》(Great Ideas from the 

Great Books)（纽约：华盛顿广场出版社，1961 年），第 106 页。 

12
 威尔森在《重拾失落的学艺》（Recovering the Lost Tools of Learning）

一书中提及弗朗西斯·凯尔赛(Francis Kelsey)和鲍尔(Bauer)的对话。

（惠顿：克洛斯威出版社，1991 年）， 第 89 页。 



www.ClassicalAcademicPress.com 

41 

 

不管是学习科学还是文学，历史还是哲学，法律还是药

学；无论是从事商务还是艺术，政治还是神职，接受过古典教

育的学生都会做好准备，可以学习、掌握相关知识并取得优异

的成绩。他可以“钓”上“大鱼”。 

因此，古典教育是关乎运用“学习工具”进行学习的终身

教育——“工具”就是蕴含在语法、逻辑和修辞中的技巧，它

伴随着学生的各个学习阶段。语法、逻辑、修辞表示三个学习

阶段（塞耶斯称这些阶段为“鹦鹉学舌”阶段、“大胆纠错”

阶段和“诗性表达”阶段），它们有时也被称作“学习工

具”。下图描绘出将古典教育中的学习工具和学习阶段整合在

一起的“教育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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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历经语法、逻辑和修辞这三个学习阶段时，也就接受了古典教育，

掌握了每个阶段所教导的学习工具。 

 

温和、刻苦、喜乐 

G.K.切斯特顿指出，教导孩子是一种“干扰”行为，是一

种教育“暴力”。学生被迫停止自由玩耍状态，来到教室，苦

下功夫学习一些成年人强硬灌输给他们的内容。切斯特顿写

道，“教育事业充满激情，因为它富有创造力，是人类行为。

它也如弹琴时乱弹一气一样粗鲁莽撞，也像画画一样机械僵

硬，也像盖房子一样简单直接。简言之，教育是人们所有的作

为，是生活和成长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13
 这意味着，古典

教育者承认教育——对老师和学生来说——都不是容易的事。 

前面我说过，一般来说，学生们都喜欢古典教育。随后我

也提到，我们根据学生所期待的学习方式来教导学生。在此，

我依然这么认为。但我也相信，学生们刻苦学习，严格遵守学

习纪律，并不意味着他们享受不到学习的乐趣。古典教育者认

为，殷勤和喜乐并不矛盾。的确，我们得舍弃一些东西（玩

耍、看电视、玩视频游戏等），但我们获得了更精彩的经历

（学习另一门语言，阅读一本令人激动的新书，学习历史奇

                                           
13 切斯尔顿，引自同书，第 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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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科学和数学）。尼尔·珀斯特曼（Neil Postman）帮助我

们看清，电视怎样向我们传播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所有的教育

形式必须是娱乐性的、有趣的。
14
 这种想法虽然很有说服力，

但它是错误的。孩子们为获得高等奖项而刻苦学习并从中获得

乐趣，这要比看电视有趣的多。 

你肯定还记得，曾经为了得到自己所珍惜的东西——甚至

可能是自己的心上人而努力奋斗。学生（ student）和勤奋

（diligence）这两个词蕴含同样的意思。学习（studere）这个

词的意思是渴望或着迷。殷勤(deligere)这个词的意思是喜爱或

热爱。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出这两个词之间的联系：我们为我们

所热爱的——无论是人还是知识还是技——着迷。勤奋的运动

员渴望表现出色，赢得比赛；殷勤的爱人若不赢得心上人的芳

心便不停歇；勤奋的音乐家出于对音乐的热爱和技艺的追求一

连练习几个小时也不停歇；用功的学生被知识、技巧和智慧吸

引，并为之着迷。
15
 

                                           
14 珀斯特曼在《娱乐至死：“秀”商业时代的公共话语》（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纽约：

企鹅出版社，1984 年）中一直在阐述电视如何影响并塑形了当下的交流

和思考方式。书中有一章阐述了电视如何影响了教育，珀斯曼认为“电

视对教育理念的主要影响是，电视传播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教学和娱乐

密不可分。”引自同书，第 147 页。 

15 雅各·赛尔（James Sire）在他的《头脑的习性：智性生活作为基督徒

的呼召》(Habits of the Mind: Intellectual Life as a Christian Calling)（唐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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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古典教育者鼓励学生不要辜负自己的学生称号。我

们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对知识的渴望以及殷勤的态度；

我们努力带领他们欣赏语言、历史和数学的美感和魅力；我们

不仅诉诸于他们的大脑，更尽力赢得他们的心灵；我们对学习

研究充满热情，为他们树立榜样。在和谐的氛围中，我们为学

生设立明确的行为准则并取得良好的果效。这些做法可能有些

老套，但我们的学生通常都很开心、充满活力（他们在草场上

奔跑呼喊），他们的性情也很温和、沉静。热情和温和也并不

矛盾。 

 

结果表明„„ 

任何一位作父母的都想知道古典教育培养出的学生在大学

或职场的标准化测试中表现如何。他们表现得很出色，以至于

我们在评价他们和我们自己时得谨慎些——因为我们很容易骄

傲起来。在我们看来，他们表现得出色，并不是因为我们或者

他们聪明，而是因为古典教育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全国范

围内，古典学校里的学生在诸如斯坦福成绩测试（Stanford 

Achievement Test）和学术能力测试（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斯格罗夫：国际校园团契出版社，2000 年）一书中强调“智性美德”的

重要性。对于古典教育者来说，这本书值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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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类测试的简称都是 SAT)等全国测试中的排名通常在前百

分之十至十五的范围内。成熟的古典学校培养出的学生在全国

优秀生（根据 PSAT 成绩评定）中通常占很大比例，这些学生

也通常在 SAT 考试中取得特别优秀（前百分之五）的成绩。
16
 

古典教育培养的高中生不难考入名牌大学，很多学生获得优秀

奖学金或其他奖学金。全国各地的大学对这些学生都很感兴

趣，这些大学也对在美国复兴的古典教育方法和课程越发熟

悉。目前，古典教育培养出的学生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格罗夫城市学院(Grove City 

College)、希尔斯代尔学院 (Hillsdale College)、惠顿学院

(Wheaton College)、威廉玛丽学院(William and Mary)、威克

弗里斯特大学 (Wake Forest)以及众多诸如弗吉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Virginia)、爱达荷大学(University of Idaho)等的

州立大学所录取。 

古典学校发展势头猛劲，新创办的学校每年扩招 25-30 名

学生，直到在 8 至 10 年内设立幼儿园至高三各个年级，人数

接近 200，这并不罕见。目前，基督教古典学校联盟中有 150

                                           
16 吉恩·维斯（Gene Veith）和安德烈·科恩(Andrew Kern)在合著《古

典教育：美国学校的复兴》(Classical Education: Towards the Revival of 

American Schooling)书中收录了这些结果。（华盛顿 D.C.：首都研究中

心，1997 年），第 24 页。基督教古典学校联盟每年出版记录册，列出联

盟中大多数学校的学生在标准化测试中的成绩，结果显示联盟学校学生

的平均成绩排名在前百分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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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学校，每年增加 10-20 所新学校。古典家庭学校增长速度更

快，在家接受古典教育的学生比在传统学校中接受古典教育的

学生更多。
17
 

 

与家长合作 

古典学校与家长一起努力，并服务于家长。既然我们相信

教育孩子是家长（而不是国家）的责任，所以，教育的主要负

责人是家长，而不是学校。家长邀请我们协助他们完成教育孩

子的使命，并授予我们教育孩子的权柄。我们的身份是“代理

父母”——我们站在父母的位置上。这并不意味着，家长可以

决定课程设置或教学方法，而是意味着老师要为家长服务，认

真听取家长对学生和课程的回馈，并努力与家长建立真实的关

系，目的是更好地了解、教导学生。这通常表明学校欢迎家长

进入课堂，家长通过帮助孩子复习功课、辅导孩子完成作业、

鼓励孩子受教殷勤、尽力支持学校教职人员等方式切实尽上自

己的责任。 

                                           
17 尽管衡量家庭学校的增长速度比较困难，但我们确实了解家庭学校所

购买的大部分古典书目和资料，购买数量表明在家上学的学生比那些在

传统学校上学的人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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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家长放弃教育孩子的责任时，不可避免地，其他机构就

会插手接管。T.S.艾略特曾发出警告，当家长变得消极被动

时，学校将越发取代家长的角色并接任他们的职责： 

当学校承担了家长本该承担的责任时，我们不能把这种状况当作进

步并为之庆祝。相反，或许我们更应该承认文明已经跌落到这样的地

步：家庭变得没有责任感、无力或无助；我们不能期待家长能够合宜地

教训孩子；很多家长没有能力正确地养育孩子，即便他们有经济能力也

不知道该怎样养育。这时，教育机构必须插足进来尽力弥补父母的不称

职。
18
 

古典学校的学生家长并不认为教育是学校的职责。他们明

白，学校在协助他们完成使命。很多家长选择运用古典教育方

法在家教育孩子；这些家长确实在教育孩子的职分上很用心。

然而，不少家长自身并没有接受过古典教育。毕竟，我们正在

恢复至少被两代人所忽略的教育理念。因此，家长实际上是在

和孩子们一起学习。有的孩子在我们学校里上三年级，他们的

父母和他们一起学习拉丁文，很多家长开始学习英文语法或逻

辑。你可以想象，家长、老师和学生间的这种合作和委身需要

花很多功夫。我们学校的家长们认为，这样的付出不仅对孩子

是值得的，对他们自己也是值得的。我们都在不同程度地促成

                                           
18 T.S.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Christianity and Culture） (奥兰

多：哈考斯布雷斯公司出版社，1939 年)，第 1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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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接受古典教育，尽管我们自己以前并没有机会接受这样

的教育。 

每天晚上，父母鼓励孩子们做家庭作业。他们帮忙检查家

庭作业、阅读老师给出的批语、写信或打电话给老师、帮助学

生有条理地做事情并预习后面的学习内容。除此之外，他们给

孩子们读书，和他们一起祷告，在家里各个角落包括餐桌前用

各种方式教导他们，和他们讨论所读过的书、野外活动以及一

天的经历，在同伴关系、学校作业、家庭作业、家务和玩耍等

方面给予建议和劝告。他们在养育孩子。学校帮助家长养育孩

子，但学校并不是家长。家长可以随心所愿地来到校园、进入

教室；他们在教室里做助教，做代课老师，参加野外活动，帮

忙准备午餐，做运动队的教练。许多老师自身也是家长，自己

家的子女也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学校董事会会员也是家长，管

理人员也是家长。在这样的学校里，养育和教育融为一体。 

 

基督教古典教育 

我在一所学校服事，创办这所学校的目的是恢复古典教

育，但学校最重要的特点是其基督教信仰立场。教会继承了古

典教育并作出了一些调整，并应用于服事，这已有数百年历

史。因此，我们传承的是基督教古典教育传统。基督徒先辈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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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耶稣基督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居首位，在学术领域也当如

此。现今时代，很多基督徒容易忽视智性生活，接受世俗机构

中的理念、世界观。在这样的时代中，我们致力于恢复这样一

种观念，即荣耀基督，承认基督是各个学科、课题和机构里的

主。我们认为学术回归和灵命复苏密不可分，并尽力为我们在

这两方面的荒废而悔改，因为我们并没有尽心尽意爱神。 

在很多基督徒的观念里，世俗和神圣是二分的，将二者统

一起来比较困难，以基督徒当有的视角思考生活的各个方面也

比较有挑战性。但是，有些人正在尝试这样做。我们设置课程

时，并没有通过开设一门孤立的圣经课来实现基督教教育；而

是试图将基督教教育融入到各门学科中，包括数学。即便是诸

如 2+2=4这样的简单等式也蕴含着基督教思维。
19
 

                                           
19
 数学家和神学家维恩·皮薛士（Vern Poythress）已经证明：从宗教意

义上来看，“2+2=4”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毫无异议的。他写道，“并不

是所有人都接受‘2+2=4’，读者可能会对这一点感到吃惊。接受巴门尼

德哲学的人认为，万物都是 1。印度教吠檀多学派信徒认为‘2+2=4’是

虚幻的陈述。从终极意义上来说，1+1=1。这意味着什么呢？即便是最简

单的算术真理也只有在承认终极抽象复数的世界观中才可以成立——不

管是三一论者所接受的复数，还是多神教的复数，还是基于偶然的复

数。”维恩·皮薛士， 《圣经数学观》(“A Biblical View of 

Mathematics”)，出自《基督教学术根基》(Foundations of Christian 

Scholarship)(费城： P & R 出版社，1975 年)， 第 86 页。对于皮薛士来

说，基督教三位一体教义是数学中同一性和多样性的基础，这样，诸如

“2+2=4”等式中真正的同一性和多样性才得以成立。雅各·尼克斯

(James Nickels)出版了《数学：上帝沉默了吗？》(Mathematics: Is God 

Silent)一书，这本书直接探讨了基督教数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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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100 年前，基督徒一直位居所有文化事业的前沿，塑

形政治、商业、哲学、科学、文学、音乐和艺术。基督教影响

力下降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但是，基督徒退出教育领域是一

个主要原因。1961 年，哈利·布拉密尔写道，“基督徒的智性

不复存在”。值得庆幸的是，自从 1961 年以来，我们夺回了

很多阵地，但从未接近曾经的版图。
20
 古典教育者尽力复原基

督徒的智性，装备那些有超凡恩赐的领袖，致力于“将人所有

的心意夺回，使人都顺服基督”，影响并引导当今社会的文化

体制。 

 

牧养心灵/智性美德 

你可以看出，我们关注智性生活。但是作为基督徒教育

者，我们知道，学生并不是空有脑壳，而是有心灵的人。我们

不可能只开发智性，或只培育心灵；我们在教书育人时，总会

诉诸这两方面。因此，我们不能推卸培育学生心灵、道德的责

任。古代教育家，例如柏拉图和昆提良(Quntillian)甚至认为，

                                           
20 33 年后，1994 年，马可·诺尔（Mark Noll）在《福音信徒的智性丑

闻》(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大急流市：俄德曼斯出版社，

1994 年，第 3 页）写道，“福音信徒的智性丑闻是指福音信徒并没有什

么智性可谈”。他引用布拉密尔（Blamires）（《基督徒的智性：基督徒

当有的思维》（The Christian Mind: How Should a Christian Think?））一

书，再现布拉密尔的部分观点，激励基督徒完成这项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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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善良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杰出的雄辩家。品格培养一直是古

典教育的主要目标。长期以来，基督徒教育者一直强调，教育

和学习是基督徒门徒训练的一部分——是对我们尽心、尽意、

尽力爱上帝的表达。约翰·弥尔顿表述得很好： 

学习的目的是通过重新正确地认识上帝来修复我们始祖遗留下来的

废墟，并基于对上帝的正确认识去爱上帝、效法上帝、成为上帝的样

式。我们培育真正的美德——心灵美德，这种美德与天恩信德相联合，

达到极致，这时，我们也就最接近上帝的样式。
21
 

基督徒应当看到，在终极意义上，所有知识都是关乎上帝

的知识，是逆转咒诅、重返伊甸的尝试。在那里，我们可以更

加亲近上帝、更像他。也就是说，基督徒应当坦然面对教育领

域中存在罪这样的事实，把所有知识看作认识上帝的方式，并

在此过程中获得“真正的美德”。 

基于这样的视角，在教育领域中，我们必须得不停地悔

改，参与持久的争战。自从亚当堕落以后，这就成为基督徒的

使命，在教育领域中尤为突出。因此，学生们需要被引导、指

正、训练和批评，正如他们需要鼓励、奖励和赞扬一样。他们

在学业上需要门徒式的训练。为此，从事古典教育的基督徒老

                                           
21 约翰·弥尔顿：《论教育》（“On Education”）出自《哈佛经典·卷

3》(The Harvard Classics, vol.3)（纽约：科利尔&森斯出版社，1910 年), 

第 2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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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不能只教授学科内容，也必须牧养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学

生。老师也是牧者。
22
 

 

一些反对意见 

现在，一些听说过古典教育的人，甚至一些开展过古典教

育的人，会提出反对意见。对很多人来说，古典教育听起来显

得过时、沉闷，让人联想起一些脾气暴躁的老师责打学生，学

生心里愤恨不平。谈及教学秩序和氛围时，我们有时会被认为

“严厉、冷漠、教条”。一些人点点头，眨眨眼睛，小声嘀咕

着一些话，例如“迂腐的学习方法”，他们自认为对古典教学

方法的评价是贴切中肯的。在这些人的想象里，古典教育也就

只能是枯燥乏味、僵化死板、重复无聊、干枯无趣、陈旧过

时、跟不上文化步伐的。 

古典学校提高学业要求，期望学生掌握更多知识，远远超

过过去 50 年间学生普遍所能掌握的知识量，有些人因此指责

我们对学生过于严厉、过于看重学习成绩。接受古典教育的学

                                           
22 泰德·特里普(Ted Tripp)曾写过一本关于养儿育女综合方法的书，书

名叫做《牧养孩子的心灵》(Shepherding A Child’s Heart)。书中，他主张

运用基督教福音，诉诸孩子的心灵和良心，引导孩子的内在发生持久变

化。这本书指导古典教育者在学校或家庭学校里制定纪律、切实执行管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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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标准化测试中通常排名在全国前 15%，一些人因此指责我

们是精英主义者，怀疑古典学校只适合天资聪慧的学生，或者

我们只接受这样的学生。接下来的相关指责就是指责我们骄傲

自大，那些指责我们的人认为，如果不是出于骄傲自大，我们

为什么要宣称我们的学生通常比他们在其他学校上学的伙伴们

的成绩更好呢？ 

还有些反对意见主要是针对古典课程。三年级就学拉丁

文？从初一就开始学习为期三年的逻辑学？对于从来没有学过

一门外语的人来说，或者对于那些高中学过 3 年西班牙语后忘

得差不多净光的人来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为什

么要学习一门既不重要又很难学的“过时”语言呢？对很多人

来说，逻辑学是大学阶段的课程，不仅枯燥无味还晦涩难懂。 

最后的指责便是古典学校通常没有开展校多的体育项目或

课外活动。部分原因在于，古典学校通常建校时间不长，学校

还在发展过程中，资金也并不宽裕。另一原因在于古典学校所

秉承的优先次序，认为学习成绩比其他活动更为重要。古典学

校首先看重的是学业，有些人批评这样的做法一边倒、不均

衡、过于一本正经。 

我将逐条回应这些批评意见。一所井井有条、安定有序的

学校并不一定就是严厉、冷漠的。营造温暖、热情的校园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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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在这样的氛围中，学生们尊敬他人、遵守纪律、勤奋好

学，这是可能的。学生学习态度认真，对自己严格要求却不苛

刻，勤奋并喜乐地学习，这也是可能的。我们承认这样的学习

氛围并不常见，但我们坚信我们正在重新营造这样的氛围。 

不能仅仅因为学生成绩优秀就指控古典学校坚持精英主义

立场。通常，古典学校里的学生来自学校所在的社区，各样学

生都有，中等生和优秀生所占比例相当。就我个人经验而言，

古典学校里的学生在标准化测试中能取得高分，原因在于古典

教育方法行之有效，它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技能和知识。并且，

古典学校里的学生通常培养了勤奋守纪的学习习惯，智商一般

的学生因此也可以取得较高的成绩。一名学生（或范围大些，

一所学校）一旦成绩出众，就可能遇到骄傲的试探，这是古典

教育的短板。一旦骄傲，我们就当悔改。然而，我也要指出，

成绩差（或中等）也会带来试探——绝望、麻木，这也需要悔

改。 

对古典教育的异议通常源于无知——排外心理的外在表

现，我们可能会批判那些我们不熟悉的事物。现今时代，人们

在不停地追新。在这样的时代，古典课程就像是“古董”（例

如拉丁文），因此，人们更加反对这样的课程体系。在这些人

的观念里，学习拉丁文就像是在退步。然而，历时久远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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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比新鲜事物糟糕。评定事物好坏时，除了看年代，还应当

看其他方面，学习拉丁文和逻辑学有很多益处。 

的确，古典学校建校初期在体育项目和课外活动方面难以

为学生提供优厚的条件。不管基于怎样的教育理念，大多数学

校在建校初期都是这样的情况。古典学校确实重视学习成绩，

这是因为美国学生所欠缺的往往就是优秀的成绩。但这并不意

味着，古典学校不重视体育和其他活动。它们重视这些活动。

然而，这些活动与扎实的学术性课程相比，位居其次。并且我

们将有限的资源首先投之于学术性课程。学校成立初期，我们

常常寻找义工协助开展体育项目和课外活动。 

 

溯源 

如果我们敢把古典教育称作一项运动的话，那么它必定在

走向某处。正如我所说过的，我们既在往后走也在往前走，并

且这是同时发生的。如果我们再大胆一些，把我们所做的称作

是一项变革，那么我们最好回到前辈友人那里，他们所受的教

育比我们好多了。我们应当下定决心苦干一番，预料到会遭到

一些人的反对，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明白并欣赏这样的努力。

流行文化与我们背道而驰；我们自己以前所接受的可怜的教育

也与我们的努力格格不入。我们应当有耐心，因为做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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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需要时间。在一两代人中间失去的东西可能需要花费同样长

的时间来完全恢复。 

我们逆流而上，并下定决心不随大流。
23
 我们接触到一些

历时久远并重现光彩的事物。我们开始领略深厚的思想和精

神，开启持久的对话，与伟大思想对话，彼此对话，与上帝对

话。著作，而非电视，再次让我们着迷： 

在漆黑空旷的校园里， 

我听见图书馆在深夜里低吟， 

作家们组成合唱团，从书页里传来静谧的歌声。 

在黑暗、有序的书架上， 

乔瓦尼·彭塔诺挨着蒲柏，大仲马在他儿子旁边， 

每个人都藏在自己书卷的封面下， 

一起用文字演奏出低沉、动人的乐曲。 

 

我听到母亲给我读书的声音， 

                                           
23 切斯特顿也在某个地方也说过，“死的东西顺水而流，只有有生命的

东西才会逆流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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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坐在床边的椅子上，读关于马儿、小狗的书， 

我听到从远方传来的其他声音， 

马厩里马儿受惊的声音划破黑夜的寂静， 

还有难以形容的犬吠声。
24
 

 

图书馆吸引着我们，令我们着迷。我们听到作家们在低声

细语，而如果我们不能参与到他们的对话中，那该多么令人恼

火；我们一定要参与其中，把大仲马、小仲马的书从书架上取

下来，塞进包里，带回家。我们在书店里的花费超出预算，在

网上寻找二手书。我们中的一些人如比利·柯林斯（Billy 

Collins 上面的引文出自他笔下）还记得小时候母亲曾给我们读

书；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现在正在读那些本该早就有人吩咐我们

要读的书。我们也为自己的孩子读书。 

我们想起母亲曾经为我们所做的事，现在我们也给自己的

孩子读书；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古典教育者满有盼望，

他们认为，过去的辉煌是对未来的最好准备。他们认同，时代

在变化，但人性没有改变。他们让我们注意到，书籍以及母亲

                                           
24
 比利·科林斯：《室内航行》（Sailing Around the Room）（纽约：兰

登书屋出版社，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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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声音在我们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也是我们可以传给

后代的最宝贵的礼物。从根本上说，古典教育就是我们对孩子

们的爱，我们将自己所领受的传承给他们。 

希望我解答了你的一些问题；毫无疑问，你又提出了更多

问题。但我也希望，这些书页里能闪过一丝真理的光芒，或者

可能让一些相关的思绪串联起来，拼出一幅完整的拼图。当

然，还有更多需要学习的内容，为此，我附上了一份参考书

目，引领你有更多发现。如果你还没有亲眼见过我们所谈到的

教育模式，不妨去参观一所古典学校、教育联盟或家庭学校，

去看看我们的实例——在学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和未来

的影子。我们相信，看见他们后，你会更加感兴趣，也会想到

更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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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与古典教育相关的一般书目 

G.K.切斯特顿：《世界怎么了？》  

（G.K. Chesterton, What’s Wrong with the World） 

T.S.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  

（T.S. Eliot,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 

C.S.路易斯：《被告席上的上帝》 

（C.S. Lewis, God in the Dock） 

马可·诺尔在《福音信徒的智性丑闻》 

（Mark Noll, 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托马斯·奥登：《现代性之后是什么？》 

（Thomas Oden, After Modernity，Then What?） 

尼尔·珀斯特曼：《娱乐至死：“秀”商业时代的公共话语》 

（Neil Postma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E.K.兰德：《中世纪的缔造者》 

（E.K. Rand, Founders of the Middle Ages） 

雅各·赛尔：《头脑的习性：智性生活作为基督徒的呼召》 

（James Sire, Habits of the Mind: Intellectual Life as a Christian Calling） 

保罗·特里普：《机遇年代》 

（Paul Tripp, Age of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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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德·特里普：《牧养孩子的心灵》 

（Ted Tripp, Shepherding A Child’s Heart） 

理查德 M.韦弗：《思想有序》 

（Richard M. Weaver, Ideas Have Consequences） 

 

教育类书目 

威廉·伯奈特：《受教孩童》 

（William Bennett, The Educated Child） 

E.D.赫希：《我们所需要的学校 & 我们为何没有这样的学校》 

（E. D. Hirsch, Jr., The Schools We Need & Why We Don’t Have Them） 

C.S.路易斯：《人的废除》 

（C.S. Lewis, The Abolition of Man） 

约翰·纽曼：《大学理念》 

（John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古典教育书目 

莫蒂默·阿德勒：《改革教育》 

（Mortimer Adler, Reforming Education） 

奥古斯丁：《论基督教教义》 

（Augustine, On Christian Doct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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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怀斯·鲍尔：《训练有素的头脑》 

（Susan Wise Bauer, The Well-Trained Mind） 

阿兰·布鲁姆：《美国智性的终结》 

（A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斯坦利·博纳：《古罗马的教育》 

（Stanley Bonner, Education in Ancient Rome） 

E.B.卡索：《古今教育论》 

（E. B. Castle, Education Ancient and Today） 

H.I. 马卢：《古代教育史》 

（H. I. Marrou,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ntiquity） 

约翰·弥尔顿：《论教育》 

（John Milton, Of Education） 

皮埃尔·里什：《野蛮西方的教育与文化》 

（Pierre Riche, Education and Culture in the Barbarian West） 

多萝西·塞耶斯：《学艺》 

（Dorothy Sayers, “The Tools of Learning”） 

吉恩·爱德华·维斯 & 安得烈·科恩：《古典教育：美国学校的复兴之

路》 

(Gene Edward Veith, Jr. and Andrew Kern, Classical Education: Towards the 

Revival of American Schooling) 

道格拉斯·威尔森：《重拾失落的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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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glas Wilson, Recovering the Lost Tools of Learning) 

 

有用的网站 

美国古典联盟（The American Classical League）:           

www.aclclassics.org 

基督教古典学校联盟（The Association of Classical and Christian Schools）: 

www.accsedu.org 

基督教古典在家教育（Classical Christian Homeschooling）: 

www.classicalhomeschooling.org 

古典学术出版社（Classical Academic Press）: 

www.classicalacademicpress.com 

全国拉丁文和希腊文学习协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Study of 

Latin and Greek）: www.promotelatin.org 

训练有素的头脑（The Well-Trained Mind）:         

www.welltrainedmi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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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咨询 

克里斯托弗·佩林 博士 

克里斯是古典学术出版社全职出版人，提倡

复兴古典教育并为此发表演讲。 

演讲 

克里斯在学校、宴会、在家教育联盟、会议等各种场合发表演

讲。他富有激情地为开展或打算开展古典教育的教育者分享古

典教育的优势。克里斯拥有学术背景、担任学校领导并著书出

版，这些都帮助他成为一位深有见地、激励人心的演讲家。克

里斯常常就以下话题发表演讲： 

·何为古典教育 

·古典教育的起源和目的 

·伟大思想家如何看待古典教育 

·古典课程历史 

·21世纪的修辞学 

·如何教授学生发现逻辑谬误 

·如何教授孩子拉丁文 

·如何教授孩子腊语文 

·重新培养智性美德 

·G.K.切斯特顿：面带笑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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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 

克里斯也为开始或尝试创办古典学校的人提供咨询。他曾担任

一所古典学校的校长十年之久，从建校之初一直到头两届高中

生毕业。克里斯特别擅长指导新创办的学校开设幼儿园到高三

年级的课程，向学校管理人员、董事会和老师就开展古典教育

的各个方面提供咨询。克里斯也会就以下各种话题对校职工进

行培训： 

·建设积极校园文化：从小学到高中 

·如何将逻辑课融入到高中课程 

·如何将修辞课融入到高中课程 

·针对每位教师的非形式逻辑学 

·与丧气的家长合作，一起解决问题 

·促进老师、家长和学生之间的沟通 

·建立老师和家长之间的合作关系 

·建立并维护教职工之间的团结情感 

·如何指导、培训新教师 

·向古典学校学生传授智性美德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克里斯演讲和咨询服务的更多信息（包括收

费情况），请发送邮件至 info@classicalacademicpress.com 进行

咨询。 

 

mailto:请发送邮件至info@classicalacademic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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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拉丁语：入门书 ABC》 

《少儿拉丁语》是一套有趣、富有创造性

的渐进式课程材料，向三年级小学生介绍

拉丁语。《入门书 A》及其配套材料是三

年系列课程中第一年的材料。《少儿拉丁

语》是单元课程，课程灵活，内容丰富，

适合各种学生。这套书不仅可以帮助学生

大致了解这门语言，还可以有趣、互动的形式在语法、词汇及

派生英文词汇等方面帮助学生学习，这种方式完全适合语法阶

段的学生。更妙的是，虽然《少儿拉丁语》的直接受众是孩

子，但它也是准备与孩子一起学习拉丁文的老师、家长们的绝

佳选择。 

 

《辩论的艺术》非形式逻辑学 

初中生常常辩论（有时甚至争吵），但因

没有受过良好的训练，他们辩论的水平并

不高。《辩论的艺术》这本书的初衷是教

导好辩、热衷于问“为什么„„”“„„

怎么样”等问题的青少年如何清晰、恰

当、有目的地推理。这可以帮助年轻人在

当今极度商业化的社会里成长、娱乐、生

活，帮助他们培养更敏锐的思维。这本书很有意思，教导学生

认识 28 种非形式逻辑谬误，涵盖 60 多个聪明而狡猾的“忽悠

人的广告”，涉及牛仔裤、轻型货车等物品，这些广告呈现出

各种真实生活场景里的逻辑谬误。 

 

登录 www.ClassicalAcademicPress.com 了解书页样本及更多信息。 

http://www.classicalacademic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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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 快 加 入 我 们 吧 ！ 
更多了解古典教育、给我们提些建议、给我

们留言、登记领取赠品和优惠券，填写调查

问卷影响以后要出版的书„„我们热切希望

听到你的声音，通过我们的 Facebook 爱好者

网页来加入我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