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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 第十八回讲的是“高老庄行者降魔”，悟
空边追八戒边叫道：“哪里走！你若上天，我就赶到斗牛
宫！你若入地，我就追至枉死狱！”在下一回中，悟空还
告诉八戒，自己当年大闹天宫被二郎神擒住，押在斗牛
宫前，被众天神斧剁锤敲，刀砍剑刺，也不曾损动分毫。

然而，在新千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 《西游记后传》
中，天上竟然出现了一个“鬥牛宫”。

“鬥”是“斗 （dòu） ”的繁体字。提起斗牛，大家
一定会想起西班牙的这项国粹体育竞技运动。莫非天宫
神仙也爱斗牛？

非也，此乃“斗 （dǒu） 牛”之误也！估计这部电
视剧的导演、舞美误以为“斗”是个简化字，其繁体字

一定是“鬥”。殊不知在过去，“斗”和“鬥”都有，前
者是容量单位和星宿名，后者为“争斗”之义。简化字
将二者合并为“斗”，成了多音字。

在简化字语境中，“斗牛”一词既可指体育竞技活动
（音：dòu niú），也可指二十八宿中的斗宿和牛宿
（音：dǒu niú）。但电脑软件无法辨识，在由简体字转
化为繁体字时，苏东坡《前赤壁赋》“月出于东山之上，
徘徊于斗牛之间”，王勃《滕王阁序》“物华天宝，龙光
射斗牛之墟”，表星宿名的“斗牛”都变成了“鬥牛”；
成语“气冲斗牛”也成了“气冲鬥牛”。

关于“斗”字，《说文解字》 解释为：“十升也。象
形，有柄。” 下面是“斗”的字形演变：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隶书 楷书

由“斗”的甲骨文字形可以看出，它是古代长柄勺
子的象形，下部的“十”为手柄。故“斗”的本义就是
勺子。天空中的北斗七星与南斗六星，正是取其形象来
命名的。

我们再看“鬥”字，《说文解字》 释为：“两士相
对，兵杖在后，象鬥之形。”下面是“鬥”的字形演变：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隶书 楷书

因许慎依据的是小篆字形，他对“鬥”字的解释不
够准确。从甲骨文字形可以看出，“鬥”为二人徒手搏斗
之状，很像阿Q、小D互拔辫根的样子，只是不见“兵
杖在后”。另外，“鬥”还有鬦、鬭、鬪等多种异体写法。

虽然辨析了“斗”“鬥”二字的字形和字义，但落实到简
化字上，有些词语恐怕还是难以区分。比如陶瓷彩绘有一
种工艺叫“斗彩”，究竟读dǒu呢，还是读dòu？甚至连颇
有文化的人也未必知道。查阅古籍便可知道答案：“鬥彩”。

斗彩创烧于明成化年间，是将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
相结合的一种彩色瓷器装饰工艺，有青花与五彩相互争
奇斗艳的独特艺术风格，故谓之“斗彩”，亦称“逗彩”。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通用规范汉字
表〉8105字形音义源流研究》阶段成果）

□ 汉字故事

““鬥鬥牛牛宫宫”：”：天宫天宫神仙也爱斗牛神仙也爱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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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须多方合力

“二十四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不仅是对其文化遗产价值
的肯定，更是对其实施保护有了更高的要求。

日前，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召开了“二十四节气”保护工作座谈会。会议
集结了非遗保护、民俗学、天文学、农业遗产、新闻
传播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二十四节气两个申报群体
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民俗学会和十个申报社区，共
同为非遗的传承建言献策。

与会人士普遍认为，“二十四节气”的弘扬和发
展需要多方合力，一方面，继续加强学术研究和实践
探索，为非遗传承保护实践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提供
智力支持；另一方面，非遗保护的关键在于人，在地
方社区建立协作机制，更多地开发弘扬相关民俗实践
活动，让“二十四节气”活在人们的生活里。

（赖 睿）

颜 永 京
（1838 年 -1898
年），中国近代著
名教育学家，所
译 《心灵学》 是
中国第一部汉译
西 方 心 理 学 著
作，被视为把西
方心理学介绍到
中 国 之 第 一 人 ，
也是武昌文华书
院 （今华中师范
大学前身） 及上
海 圣 约 翰 书 院

（后 称 圣 约 翰 大
学） 开创者之一。

颜永京的子侄中不仅有著名的铁路工程师、在京
张铁路修建中任詹天佑副手的颜德庆，创办多所医学
教育和医疗机构及中华医学会的著名医学教育家颜福
庆，更有曾任民国政府外交总长和国务总理的颜惠
庆，兄弟三人并称“颜氏三杰”。这样的成就显然与颜
永京十分重视子女教育的家风紧密相关，他时常对子
女说：不能许诺留给他们任何财产，但保证让他们受
到最好的教育。也正所谓“积财千万，无过读书”，颜
永京正是秉承这样的家训理念对子女进行教育。

颜永京时常鼓励子侄们博览群书，要求他们坚持
不懈地阅读，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以便为将来做好
准备。在他看来，若非博览群书，便不能算受过良好
教育，而一个爱阅读的人也从不会感到寂寞。这对子
侄们产生了很深的影响。颜惠庆回忆，他十来岁时便浏
览了父亲收藏的大部分图书和杂志，如《哈泼斯周刊》和

《论坛》以及托尔斯泰、狄更斯、司各特的大部分小说。
《雾都孤儿》使他悲伤难已，《莎士比亚故事集》令他爱不
释手，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翻译的汉学经典亦给他留有
深刻印象。此外，凡是能找到的中国小说也广为涉猎。

作为教会工作人员，颜永京只领得一份薄薪。为
了保障子侄的教育费用，全家生活极为简朴。颜永京
在子女儿时就告诫他们：要勤俭持家、举止端庄，远
离社会陋习，严禁秽语。对子女的衣着，颜永京也有
严格的要求，直到16岁时，都不允许他们穿皮袍或皮
外套。颜惠庆回忆：尽管当时中国丝绸是那样的便
宜，但他们平时只能穿棉布衣服。在裁剪方面，诸如
过于紧身、窄袖口、奇特的花边等任何时髦的样式都
在禁止之列，这虽然让他们常常感到尴尬，却证明父
母不允许他们在青少年时染上丝毫的奢侈、娇气和纨
绔习气。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颜永京认为旅行可以开阔
眼界，并鼓励子侄出国留学，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为
此，他数次带子侄沿着长江和海岸旅行，并带他们游
览美国和中国的战舰，参观由美国朋友经营的早期造
纸厂以及自来水厂。颜惠庆、颜德庆准备出国期间，
颜永京亲自教他们代数和拉丁文，还聘请刚回国的一
位留美学士担任家庭教师。在注重西学的同时，颜永
京也十分强调子侄国学修养的培养，特意聘请一位秀
才用一年的时间专门教他们学习国学经典后才让他们
出国。颜惠庆回忆说，他们每天用 6 个小时攻读古
籍，练习写文章和书法。

“人心思变胜过安于现状，如活水之凶险，仍胜过
死水一潭。”晚年的颜永京深感国家危亡，唯有改革才
是中国的出路。他常常告诫子女，读书之目的并非为
个人升官致富，而当以国家民族崛起为念。1898 年，
重病缠身的他仍多次给留美的惠庆、德庆兄弟去信，
建议他们以国家需要选择专业。如3月7日，他写信叮
嘱德庆去学工程，他说：国家将开始大量修建铁路，
而我们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市政工程师。这令他大伤脑
筋。临终前他对侄子福庆说：“在我的有生之年，已经
看不到自己的祖国成为一个进步、强大和充满希望的
国家。你们下一代将比我幸运，你们将亲眼看到中国
的新生。”这句话也让颜福庆记忆终身！

颜惠庆在回忆父亲时曾说：念及他的嘉言懿行，
莫过于他对孩子的爱，那不是盲目溺爱，而是一种心
智和道德上的教育。颜永京在物质上并没有给子侄们
留下多少财产，但他对子侄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却又胜
过家财万贯，所谓“积财千万，无过读书”道出了其
中内涵。也正是在这样的家训家风影响下，才成就了

“颜氏三杰”，使得颜氏家族人才并出，盛极一时。
（作者任职于河北大学教育学院）

颜永京：
积财千万
无过读书

吴庆华

□ 历史名人的家训

颜永京年轻时期颜永京年轻时期

革命文化之所以在近代百年间异军突起，不仅由于
伟大革命家的理论指引，更重要的是有赖于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陈毅元帅诗云：“取义成
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在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
中，革命者们继承了孔子、孟子所表彰的“杀身以成

仁”“舍生而取义”的道德精神。然而，他们所献身的
“仁义”，已不再关乎一朝一姓的兴亡，而是为着民族的
独立与人类的解放。在井冈山上，在长征途中，在抗日
烽火和解放战争的硝烟里，无数英雄事迹，一次又一次
生动诠释了舍身报国的精义，奠定了革命文化在历史进
程中的独特地位。

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统区民主运动，
高扬着爱国民主的旗帜，也是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有“民主堡垒”之称的西南联大，大批知识分子
投身民主运动的洪流之中，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其中
的杰出代表闻一多先生曾在《文艺与爱国》一文中说：

也许有时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现
身说法不可了。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
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
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
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
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

对于文学家而言，文艺创作的成功固然是他毕生追
求的；然而，一位爱国的文学家，他的成功的最高表现
形式是亲身参与爱国运动的伟大实践，哪怕为此付出生
命；他的文艺创作也因其伟大的爱国情怀而获得不朽的
价值。由此可见，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能够超越一己之
私，也能超越象牙之塔，而以殉道的精神追求人类解
放、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崇高理想，此即革命文化最
重要、最本质的呈现。

伟大的爱国实践不仅塑造了革命文化，而且激励世

人站在文化自信的基点上，把握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以
及革命文化的时代使命。正如冯友兰先生在总结抗战胜
利的意义时说：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
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
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
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如前所述，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绍汉唐之遗

烈，作并世之先进”的自信已然萌发于国人心中；直至
抗战胜利，这一自信更为坚定了。前所未有的全胜之
局，促使国人思考是什么支撑着中华民族屹立不倒呢？
回顾古希腊、古罗马，其文化发展的历史早已中断，唯
独中华文化延续至今；欧美诸国虽然雄于当世，其文化
发展的历史却难与中国比肩。要之，当世之中国，既不
同于欧美列强，也不会像古希腊、古罗马那样衰陵下
去，其原因在于中华民族既能延续自身的文化传统，又
勇于革新，勇于创造新的文化传统。这种勇于革命的精
神，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的周武王革命——冯友兰先生
引用了《大雅·文王》的话作为参照，毛泽东主席更是将
武王革命誉为“武王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从这个意义
上讲，革命文化无疑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并
且不断地激活传统、延续传统、创造传统。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讲师，文学
博士）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 文化传统与文化自信

亘古亘今：革命文化与爱国传统
孙羽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

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

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在

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

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

标识”。其中，革命文化就是在近代以来中华

民族饱受挫折而浴火重生的历程中不断发展

起来的，它始终关切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

其爱国主义的文化品格，科学、民主的文化

追求，在反思与批判中继承并发展了中华传

统文化，成为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继往开来

的重要形态，是我们今天坚定文化自信不可

或缺的宝贵资源。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回首历史，自
1840年以来，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
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从那时起，建
设革命的新文化，改变国家命运，便成为一项紧迫的任
务。经历了百年风雨，1940年，毛泽东主席结合马克思主
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在《新民主主义论》中
明确指出新文化应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强调建
设这样的新文化“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同时

“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又云：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

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
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
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
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此一论断，以理性的文化自觉和高度的文化自信否
定了顽固守旧与全盘西化两种观点，赋予新文化鲜明的
民族性与世界性；与此同时，明确了新文化的最终使

命，即改变国家命运，建设一个新中国。对新中国的憧
憬，可以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的开端，正如梁启超先
生《少年中国说》云：

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
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
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我中国其果
老大矣乎？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
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澌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
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
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

中华民族之所以拥有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因为我
们曾经拥有唐虞三代、汉唐盛世，那些辉煌的历史不容

抹杀、不容割断。因此，梁启超在反思“老大帝国”之
际，首先回顾了“畴昔”，这一回顾不是要接着做天朝上
国的迷梦，而要“立乎今日”——面对近代中国的贫弱
与屈辱，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有信心、有能力再造一个

“郅治”“隆盛”之局呢？这势必需要放眼当下，把握世
界大势，面对自身的种种弊端，坦然视为“过去”而决
然厘革，更当有取于西方诸国之长，愤然求诸“未来”。
唯其如此，中国才不至忍受“老大帝国”之讥，才能始
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如果说，以敬重之心发掘光辉历
史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那么，以开放之心推动革命
进程便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动力。在这一点上，旧民主主
义与新民主主义的伟大革命家们以其民族情怀和世界眼
光，为革命文化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

革命文化聚焦国家命运

爱国实践塑造革命文化爱国实践塑造革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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