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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轶伦与《小学经训读本》
侯福志
“鲁论昌明已有年， 齐家治国代相
延。 重兴文化知君力， 一纸风行四海
传。 ” 这是学者康仁山先生于 1939 年
11 月所作 《题杨轶伦先生经训读本》中
的诗句。
据 1940 年 11 月 30 日《东亚晨报》
刊载的《杨轶伦先生经训读本》（作者顽
叟）介绍，自鸦片战争以来，“世俗浇漓，
人欲横流，异端邪说，遍起海内。 一般醉
心欧美者，尤多削足适履之举，我国旧
有之道德，几至沦丧殆尽，有识之士，靡
不恸焉忧之。 故纷纷以提倡尊孔读经，
为根本匡正之计。 法良意美，莫善于是。
惟经学词意，古奥深邃，教授小学，困难
殊多，且对于现代时势，亦多有未合，轶
伦先生，有鉴于此，乃毅然就此而编纂

之，成为《小学经训读本》，以为小学修身
教育之基础，分门别类，条分缕析，笔下
丹黄，足见苦心。 新民在明德之求，古圣
有同尊之义， 将来能使国风一变而至于
道者，实先生之力也” 。
按照作者的说法， 由于帝国主义的
入侵，西风东渐，传统道德、文化受到冲
击，为了抵御外来势力的影响，有识之士
力倡尊孔读经，以便恢复传统文化。在这
个大背景下， 出生于武清敖嘴村的津沽
著名教育家杨轶伦，也加入这一行列，为
此他编写了《小学经训读本》一书，
“
分门
别类，条分缕析”，以作为小学国学教育
的教材。
该书于 1939 年出版后， 一度受到
津沽学界的热捧，学者们纷纷题词题诗

名言警句，是指一些名人
（或普通人）说的、写的或历史
记录的，经过实践所得出的结
论或建议，以及比较有名的警
世言语, 包括名言、 格言、警
句、俗语、诗词名句等。 名言警
句是生活浓缩的精华，蕴含着
深刻的哲理，闪耀着理性的光
辉，很受人喜爱。 人们不仅在
写文章或讲话中常常引用，而
且还是生活中的精神食粮和
指路明灯。 我喜欢名言警句，
曾把上百条名人名言抄到一
个笔记本上,并经常拿出来品
读，渐渐地我发现有不少名言
警句都运用了比喻。
比喻，就是打比方，是常
见的修辞方法，即抓住两种不
同事物的相似点，用一事物比
喻另一事物。 主要作用是化平
淡为生动， 化抽象为具体，化
冗长为简洁， 化深奥为浅显。
这种手法用在名言警句中，效
果就更为明显，不仅给人以深
刻的印象和启迪，而且更易于
记忆， 读罢有一种柳暗花明、
雨后彩虹般的感慨。
比如，“时间”在人们眼里
是笼统、无形、看不见甚至是
难以琢磨的概念，但用了比喻
之后，则变得清晰明朗起来。 如大家熟
知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谚语）、“人
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庄子）、“一寸光阴一寸金”（唐代王贞
白诗）、“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 只要愿
挤， 总还是有的”（鲁迅）、“你热爱生命
吗？ 那么别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是组成
生命的材料”（富兰克林）。 这些名言中
有的形容时间之快， 有的形容时间宝
贵，有的比喻时间的弹性和浪费时间的
害处，但都因用了比喻才让抽象概念变
得具体可感，让人读着有一种亲切鲜活
的感觉，既形象生动，又发人深省。
又比如， 大家都知道书籍的重要
性， 但其重要的程度却不是一句两句
话能说得透彻的， 而用了比喻则变得
简洁明了。 如：“书犹药也，善读之，可
以医愚”（刘向）、“书籍是人类进步的
阶梯”（高尔基）、“书籍是全世界的营

养品”（莎 士 比 亚）、“理 想 的
书籍， 是智慧的钥匙”（托尔
斯泰）、“人离开了书，就如同
离开了空气一样不能生活”
（科洛廖夫）、“书籍， 当代真
正的大学”（卡莱尔）等等。 以
上 名 言 所 用“喻 体 ” 虽 不 同 ，
但都明确地说明了书籍的重
要作用， 如警钟一样在读者
耳边鸣响， 又如沙漠中的清
泉给人以信心和力量。
另外，名言警句中的比喻
还有一种化深奥为浅显的神
奇效果。 比如，大家熟知的名
孙
句“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
玉
亲 口 尝 一 尝 ”（出 自 毛 泽 东
茹
1937 年写的《实践论》），这是
针对当时教条主义和经验主
义的，巧用一句“借喻”，就“拨
开云雾”， 有力地阐明了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
深刻道理。 这看似简单却充满
深刻哲理的一句名言，多年来
一直被人运用，而且深入到广
大干部和群众心中。
比喻用 在 名 言 警 句 中 还
有一个重要作用，那就是易记
忆、易流传。 有很多关于理想、
人生、读书、青春、友谊、励志
等各个方面的名言警句，“生
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
达彼岸”（马克思）、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
许多高尚的人谈话”（歌德）、“人生如逆
水行舟，不进则退”（陈独秀）、
“君子之交
淡如水”（庄子）、
“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
无涯苦作舟”（韩愈）、
“
三军可夺帅也，匹
夫不可夺志也”（孔子）、“人间没有永恒
的夜晚，世界没有永恒的冬天”（艾青）、
“
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 先得自己心里
有阳光”（罗曼·罗兰）……这些被很多人
熟知的名言警句， 其共同的特点都是用
了比喻。
我喜欢读名言警句，更喜欢用了比
喻手法的名言警句。 它们不仅停留在我
的笔记本上， 更铭记在我的脑海里，在
我迷惘时成为我前进的航向灯；在我苦
恼时，能让快乐回到我身边；在我泄气
时，能激励我战胜困难，继续将生命之
船驶向理想的彼岸。
（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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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示祝贺。 其中，顽叟先生题诗两首，对
杨轶伦给予肯定。 其一:“年来世俗太浇
漓，遍地妖氛起邪异。 幸有昌黎来原道，
圣贤明教得不替。 ”其二：“论语学庸方
奥深，稚龄蒙童难悟真。 先生不惜如椽
笔，条分缕析称椎轮。 ”城南诗社社友石
松亭（永懋）作《杨轶伦兄以所辑经训索
题漫成二题》绝句二首，对杨轶伦令国
学经典大放重光的努力表示钦佩。 其
一：“小大应鸣类叩钟， 谁将古籁日浇
胸。 多君圣译翻天口， 大义微言信手
逢。 ”其二：“惩噎何人说废餐，养生菽粟
莫能先。 胠箧量非仁义罪，庄生白著寓
言篇。 ”王禹人作《经训读本题词》一诗：
“朴学清沉百感生，课徒高隐有时名。 著
书宏志功庠序，我辈群中莫与京。 ”王维
周作《题经训读本》联：“旁搜远绍，薪火
为传；宗风实处，化雨为沾。 ”二人均高
度评价了杨轶伦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
问作出的不懈努力。
1939 年 12 月 21 日出版的 《新天
津画报》发表了牛竹溪的《题杨轶伦经训
读本》诗，其中有诗句云：
“武清杨子名轶
伦，学汇中西真精神。 慨夫世道人心溺，
遂令经书批校频。 ”“曾子传心憾其鲁，
武清杨子寿而敏。 ” 1940 年 10 月 21 日

《东亚晨报》发表张蔼如的《题杨轶伦先
生经训读本》一诗：“敖美模欧力尽疲，才
知古道即时宜。人心渐觉江河下，圣训犹
如日月垂。济济群材先树鹄，寥寥数卷已
探驿。 年来多少名山业， 此举真成万世
师。 ”上述诗作，为我们了解学者眼中的
杨轶伦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杨轶伦不仅重视小学生的国学教
育，还专门创立了国文专修班，把国学教
育推广到社会层面。 据 1942 年 5 月 26
日出版的《新天津画报》
“
文坛近事录”一
栏载（作者廖志）：“国学家杨轶伦，近纠
合同志， 假法租界西开五十八号路南头
福善里通义学校地址， 成立一国文专修
晚班， 课程有 《古文》《经学》《旧诗》《词
曲》《尺牍》《论说》《公文》《应用文》《作
文》《作诗》等，详章函索即寄。 ”
值得注意的，杨轶伦还在天津老西
开创立了“丽则诗社”。 该诗社原名西开
诗社，后取汉代文学家扬雄的“诗人之
赋丽以则”之意（丽则指美丽典雅），始
称今名。 据 1943 年 8 月 24 日《新天津
画报》刊载的杨轶伦《沽上吟坛鸟瞰》一
文介绍，丽则诗社“创立于今年初夏时，
创办人为杨轶伦、郭松渡、懈挽峰、杨子
静等。 陆续加入该社者，有耿纯儒、刘伯
伦等诸君，每月雅集一次，并按月举行
公开有奖三次，成绩甚佳，该社社友，多
新选作家，而研究兴趣，与新生精神，多
不可及云。 ”
1940 年 10 月 30《东亚晨报》刊载
了张蔼如的诗作，题目是《寄呈杨轶伦先
生》， 对杨轶伦国学及诗词造诣大加称
赞：“艺林蜚声久佩钦，褒荆无缘倍驰神。
何日玄亭亲问字，得私淑文坐阳春。 ”
（天津市·武清籍）

诗 词

麦收
一
芒种时节遍地黄，莺啼小麦吐诗香。
足蒸暑气少闲月，背灼炎天人倍忙。

二
晴日南风垄麦黄，浓荫夏木透清凉。
闲听四野农家乐，喜看丰收粒满仓。
（武清）

李秀勇

西江月·潞河怀古

运河书怀

潞水千年流淌，桨声万里悠扬，
龙舟几度过村旁，三下江南私访。
漕运早成过往，王朝几易沧桑，
人民生活步康庄，不忘心中有党。

南下余杭北上京，长河迤逦过村行。
依依杨柳留帆影，粒粒泥沙录桨声。
小渡曾传天底事，双堤久峙两家兵。
千年漕运通今古，我辈油然敬意生。
（杨村一中）

灯下漫笔

端午节早期重在防疫
李晓辉

高山流水

在很多人看来， 端午节就是吃粽
子、赛龙舟，以纪念屈原，其实并非如
此。 有学者认为，只是到了魏晋时期，
端午节才与屈原联系在一起，早期的端
午节形式重在卫生防疫。
端午节早则在初夏，如果在端午节
前有闰月的话，则应该是盛夏了。 此时
节多雨潮湿，蚊虫滋生，传染病高发。
所以古人认为，每到这个时候，人往往
会闹一场大病。故古人称五月为
“毒月”
或“恶月”；五月五则称“毒日”或“恶
日”。古人把五视为阳数，端午在农历五
月初五，两个阳数重合，被称为“极阳”。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阴阳和谐，对于阳气
极盛的日子，认为不吉利。 因而想尽各
种办法，以化解这种不吉利，化“毒月”
“
毒日”为
“喜月”“喜日”。这种情况延续
了千余年，直到唐代人们才逐渐把端午
节当成佳节来看待。 在此之前，古人用
“毒月”“
毒日”的方法主要包括：
来化解
悬挂。 即端午节在门框上插艾叶。
艾叶具有温经止血、散寒止痛、祛湿止
痒功效。 有的人还用红布或红纸剪成
小葫芦，与艾叶捆在一起挂在门上，取
其避邪之意。 有的则在门框上悬挂菖
蒲。 菖蒲具有化湿开胃、开窍豁痰、醒
神益智功能，主治脘痞不饥、噤口下痢
等。 插艾叶，挂菖蒲可以起到驱蚊蝇、
虫蚁，净化空气的作用。 后来悬挂物又
增加了石榴花、大蒜和龙船花，合称
“天
中五端”。 石榴花有止血、正血功能，可
主治鼻衄 、中耳炎、创伤出血等，大蒜
则具有杀菌作用，均与驱虫防病有关。
此外，天津还有在门上贴五雷天师爷画
像的，有避邪之意。
佩戴。 包括系五彩线、戴红肚兜、荷
包（香包、香囊）和老虎褡裢等。 在传统习
俗中， 端午节当天早晨必须给小孩打好
一条五彩丝络，系在手腕、脚腕上。《荆楚
岁时记》上说：
“
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
令人不病瘟。 ”五彩丝络又称长命缕、续
命缕等。 据说系五彩线的小孩可以避开
蛇蝎毒虫的侵害。 有的还在端午节这天
给儿童戴老虎帽、穿老虎鞋、戴绣有老虎
的兜肚等。 老虎是百兽之王，可避邪保护
儿童。 端午节人们佩戴的香包（荷包、香
囊） 内装多种香料和中药， 可以驱瘟避

李振宇 画 （武清）

连 载

李派神功赢天下
逸闻轶事后人传（8）
李家一宝——
—金丹方 （又称乌金
丹），传慈禧所赐，专治妇科杂症。有一
天，慈禧不知为何兴奋至极，多吃几口
用黍子面制成的“驴打滚儿”，却不想
积郁成疾，宫内太医久治不愈，文武百
官束手无策。李瑞东闻之，遂禀内务府
欲以中医针灸为太后老佛爷除却病
痛，并保证行诊三次可使老佛爷痊愈。
慈禧闻讯是“神鹰”夸下的海口，连连
说道：
“知了、知了。”皇帝朱批，多御笔
“知”或“
知了”，意是“
可以”或
“同意”。
李瑞东为慈禧每隔日行针一次， 并谨
望老佛爷慈禧在日间里以天目定睛遥
望“北国万里雪海松涛”；以无为嗅觉
汲允“南国五指山巅灵芝”，慈禧应诺
照办。 第二次行针后， 慈禧对李瑞东
道：
“
你个神鹰，敢令咱家！ ”虽然声嘶
力竭， 却面露温容。 因为第二次行针
后，慈禧腹内咕噜作响，且浅出虚恭，
使她体内甚觉舒服；第三次行针后，其
病已经痊愈。 不久，慈禧召见李瑞东，
赏赐宫中“
三宝”（让李瑞东随意挑选
三件宝物）， 李瑞东表示只需一件即
可。李瑞东遂介绍李氏祖传中医，并在
武清城内开办济生堂，可是徒有其名，
自己夫人即死于妇科杂症。 慈禧闻听
至此， 有感李瑞东性情中人， 有情有
义，即刻传旨，将专治妇科杂症的宫廷

邮 编：301700

杨月芬

诗词二首

刊头题字 何俊田

通讯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泉发南路 16 号

陈玉芝

各行防疫换新妆，劳作如蜂昼夜忙。
奔涌江涛珍日短，腾飞雁阵任风狂。
冰融百舸云帆起，翠染千山紫气扬。
甘舍休闲因忘我，节时依旧绘华章。
（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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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发

七、李瑞东的传说故事
秘方“金丹方”赐予李瑞东，另赐翡翠
玉帛“
猫眼”一对。 李瑞东嫡孙女李荫
茹老人向笔者介绍，那对“猫眼”是其
亲眼所见。 据称，每显露日下，“猫眼”
都会跳跃闪动。
据《国 术 名 人 录》记 载 ： 李 瑞 东
“性忠厚，尚义气……除习武外，尚精
医术，家资甚厚，尤好布施。 ”李瑞东
除医治跌打损伤， 专医妇科儿科，并
以“金丹方”为当地无数妇科病人解
除病痛。 李瑞东医治儿科杂症很著
名。 县城衙门口刘家有一幼童，爷孙
同居，爷对其孙动辄训斥，其孙终日
惊悚。 这一天，孙自姥爷家回后，不思
茶饭，从医不愈。 李瑞东“望闻问切”
一番，告诉其爷让其孙再回姥爷家住
上几日就好了。 其爷当日就将其孙送
回姥爷家中，果不几日，其孙复好如
初，却再不愿回爷家。 原来，其孙在姥
爷家也是吃多了“驴打滚儿”，见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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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就提心吊胆怕训斥，结果导致不易
消化的“驴打滚儿”积郁于腹，不思茶
饭。 一回姥爷家，心情豁然，又同伙伴
们去玩，自然就消郁了。
李派第二代传人项润田， 居住县
城大南街项家胡同。那一年，十几岁的
项润田同伙伴到东前街去玩。 清朝廷
在武清县城的武清营 （百姓称之武衙
门，驻有清代绿营军）就建在东前街。
在清代武清城图上此处被标记为副
府。那天，武清营一官家子弟和项润田
等几个孩童聚在一起， 这子弟在玩耍
中欺负项润田的伙伴，被项润田打倒，
并伤及面颊。 此事引发武清营军的关
注，即令营兵捉拿小小的项润田，项家
人领着项润田东躲西藏几天后无奈躲
到李家，李家留下项润田，躲过营兵的
缉拿。
李家属京南卫北著名大户， 无论
在官场，还是在社会皆具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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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保佑平安。 至于老虎褡裢，是香包的
“
每至端
另外一种形式。《燕京岁时记》载：
阳，闺阁中之巧者，用绫罗制成小虎及粽
子……以彩线穿之，悬于钗头，或系于小
儿背。 “
” 虎者阳物……能噬食鬼魅……
亦避恶。 ”
饮酒。 包括饮雄黄酒、屠苏酒、菊
花酒、菖蒲酒和朱砂酒等。 有这样一个
传说：屈原投江后，为了不让鱼虾和蛟
龙吞食其尸体，一个老医师把雄黄酒倒
进江里，水面很快浮起了蛟龙身。 百姓
将蛟龙抽筋剥皮，将龙筋缠在孩子手腕
和脖子上，并用雄黄酒抹七窍。 这个习
俗流传后世，不仅用雄黄酒给孩子涂身
以避邪，还用其泼洒房间以消毒。 人们
发现雄黄酒有驱邪解毒的功效后，开始
喝雄黄酒。 端午饮屠苏酒是因为屠苏
属于一种中药，有吐故纳新功效。 菊花
酒有祛暑功效。 除以上几种酒外，过去
端午节也有饮用菖蒲酒和朱砂酒，其作
用与上述酒类似。
饮食。 在粽子盛行之前，京津地区
喜吃
“
五毒饼”。所谓
“
五毒”是指蝎子、蜈
蚣、壁虎、蟾蜍和蛇，古代人们却把这些
当成害虫,把它们的形象刻在点心上（五
毒饼），并吃掉以解心头之恨。 五毒饼和
端午节
“
恶月”
“
恶日”之说与时令特色相
关，其以毒攻毒的概念和端午
“五毒”之
说相互呼应。端午除了吃五毒饼，古人们
还有食葱头、樱桃、桑葚的习俗。
沐浴。 古人在端午节这一天，用佩
兰洗浴。 据推断，佩兰可能是一种具有
药用作用的香料，放入水中煮沸后，用
这种汤洗浴可以防病。
据专家介绍，早在东汉应劭的《风
俗通义》中，就有农历五月五日人们防
避兵役鬼魅、防病防疫的记载。 可见，
上述诸种习俗早在吃粽子、 赛龙舟之
前，即已存在于端午节。纵观这些习俗，
无不与驱邪、祛病防灾有关。 因此有些
专家把端午节称为“卫生防疫节”是很
有道理的。 同时专家还认为，所谓端午
节源于纪念屈原的说法，只是由于人们
对屈原的高尚节操、伟大人格和爱国情
怀的认同，屈原与端午节之间构成了某
种互动关系，而端午节也因屈原有了更
加丰富的内涵。
（武清）

力， 所以营兵很快接受供职县府的李瑞
东之父李小莲的调停，由项家进行赔偿，
了结此事。 项家也很殷实，项润田聪明伶
俐， 躲到李家后， 和李瑞东一起读经习
武， 还迷上书画， 后为闻名当地的书画
家，所练轻功更是超常，城里人呼之“项
飞人儿”。
项家胡同位县城大南街东侧， 胡同西
对大南街西侧
“
满洲刘”大宅院。有一天，逢
大南街集市，乡民见项润田（俗称项三爷）
身穿长袍从胡同往大街走， 就聚在胡同口
等着。 项润田走到胡同口，乡民围住，纷纷
说：
“
三爷，给大伙露一手。 ”项润田兴趣所
致，让前面人让开道，朝胡同退回几步，然
后用手将长袍向后一甩， 疾步跑向大街对
面，一个大跨步就飞身跃上“满洲刘”家高
墙，又沿墙头跑向凸陡的宅脊，在宅脊之上
打个旋，身轻如燕般沿路返回，跃下高墙，
乡民一片欢呼，自此称其
“
项飞人儿”。
李家和项家有较深的世交关系，所以
李瑞东和项润田之间的情谊远胜过师徒。
当年李家前往胜芳迎娶刘夫人，李瑞东父
母明令李进修、 项润田和李子廉三人陪
从。 民初，武清县官施大老爷卸任回京特
请李瑞东派弟子护送，李仍派项润田护送
施至京。 在京城施府，项润田还巧遇杨禄
禅之子杨班侯，称其师叔。 民国中后期，项
润田与其子项致左在县城真武庙开办习
武堂，传授李派拳法，后到天津继续开办
武术传习所，招募学童，教授李派太极拳
法，享誉津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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