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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图景
———与林斯澄同学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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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图景———从<林哈德和葛笃德>切入》一文的发表,是对从跨学科研究的角度重新解

读一些早已被我们固化了的教育家的尝试。但这一尝试是不严谨的,在研究态度上存在着转录错误、引而不标的

问题;在推导论证上存在逻辑错误、缺乏根据的情况;在研究结论上存在曲解文意、含糊不清的局面。因此,该文得

出的所谓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图景,或许并非裴斯泰洛齐真实的教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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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阅读了林斯澄同学(以下简称“林同学”)
《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图景———从<林哈德和葛笃德>
切入》一文[1],为林同学的学术热情所折服,也非常

欣赏林同学在推进裴斯泰洛齐研究方面的尝试及勇

气,因为要想在本已固化的经典人物研究基础上有

所突破,实属不易。因感慨佳作难觅,故又多读了几

遍,并要求我的研究生一并学习。或因我从事的主

要是编辑工作,考据癖作祟,因而带着我的研究生对

其行文进行了一番考究,不料却发现了诸多问题。
考虑到该文刊登在国内权威的教育刊物上,影响力

颇大,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将进行的核实与考究工

作发表出来,以飨读者。我们不是研究裴斯泰洛齐

的专家,故所有的质疑均从纯逻辑的角度展开,不作

进一步的延伸。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心理学化、直观

教学、要素教育等早已为教育界耳熟能详,如何才能

在此基础上谈出新意,是对研究者研究与撰述能力

的一次检验。林同学选择了从《林哈德和葛笃德》切

入,并试图站在大时代的历史背景中来分析裴斯泰

洛齐的教育图景,这个思路值得肯定。但我们认为,
林同学的本次“尝试”是不成功的,出现了很多曲解

文意和表达模糊的地方。而这一“不成功”,与林同

学的研究态度、推理的严谨性之间有莫大关系。
一 研究态度:尚未做到一丝不苟

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态度是好的研究的基础

和前提。对于教育史研究来说,对历史文献把握全

面、引用准确,是态度端正最基本的体现。然而林同

学的这篇文章,在文献的引用方面出现了不少基础

性的错误,主要包括转录错误和引而不标两类。
(一)转录错误

转录错误,就是林同学在行文中直接或间接引

用别人文字或观点时,出现错字、添字、漏字、页码不

符等问题。
林同学开篇第一段就将裴斯泰洛齐的名字写

错,将“Johann”写成“John”①。的确,翻译成中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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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约翰”,也能找到一些作者曾经这样写[2]2,但是

考虑到裴斯泰洛齐的习惯用语为德语,再加上林同

学后文凡是出现的“约翰”也都用的“Johann”,故此

处应改为“Johann”。
我们来看下面这段文字:

  瑞士的苏黎世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城市。
……城市地区在取得对乡村地区的政治、经济、
司法的多重综合特权之时,教育作为总体社会

再生产的重要性开始凸显,逐渐成为维系城市

特权的重要保障(布律迈尔,1994a:12)。
如林同学所标识,该段文字绝大部分都是出自

布律迈尔《裴斯泰洛齐传略及其历史背景》第12页,
这没有错,可也有来自第20页的内容,但我们始终

没有找到最后那句的出处。
林同学指出:“(裴斯泰洛齐)母亲来自乡村地区

韦登斯维(Wädenswil)。”可我们看到更多的资料显

示,裴斯泰洛齐的母亲来自立希特斯维尔(Richter-
swyl)[2]1[3]6。同一个地名又出现在了对裴斯泰洛齐

外祖 父 的 介 绍 里,“时 任 韦 登 斯 维 尔 治 下 洪 格

(Hönng)的乡村牧师”。这里先是出现了同一名词

在同一篇文章中翻译不一致的问题,前文还是“韦登

斯维”,此 处 就 译 成“韦 登 斯 维 尔”,再 有 就 是 将

“Höngg”写 成“Hönng”。更 严 重 的 问 题 还 在 于

Höngg并非“韦登斯维尔治下”,它只是苏黎世城外

的一个小村庄[2]6[4]14,与韦登斯维尔相去甚远。
林同学认为:“裴斯泰洛齐也认识到贫苦青年无

法全然在手工工场获得生活必需,……而稳定的劳

作和财产感受是社会安定的一大前提。”我们在其标

明的页码反复读了很多遍,愚钝如我们,即便往前或

往后几页延伸开来,也实在看不出裴斯泰洛齐在此

处有林同学所说的意思。
林同学从冈察雷斯的书里转引了一段虔信派领

导人斯彭纳的话:

  基督教不能局限在教义的公式化里,而是

信仰的全面的感受和整个人生态度。教义是重

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生活的实际的体验和实

践。因此牧师的培训要超出冷酷的逻辑和正统

的神学,而且要深入到虔诚的作品和实践里。
布道讲坛也重新具有它原来的目的,即指导、感
召和哺育信徒们,而不是用来对隐藏的或不相

干的教 义 论 点 进 行 学 术 探 究。(冈 察 雷 斯,

2012:325)

在这短短的一段二次引用里,我们发现了林同

学的12处转引错误,其中还不包括把冈察雷斯这本

书的出版年也弄错了。但远比这些严重的是“二次

引用”。对研究者来说,二次引用除了会进一步增加

错误率外,更能反映其研究态度与深度。
林同学的粗心大意随处可见,裴斯泰洛齐的《克

里斯托夫与埃尔泽》(ChristophundElse)被其写

成《克里斯托夫与埃泽尔》,“坡那镇”写成“那坡

镇”②,慈运理(UlrichZwingli)中的“Zwingli”写成

“Zwinli”。林同学还评价《克里斯托夫与埃尔泽》
“与其说是新的小说,不如说是对前书的注疏阐释”。
林同学可能不知道“注疏”的具体含义,他大概想表

达“注释”或者“注解”的意思吧。但即便如此,也是

裴斯泰洛齐早已在这本书第一版的序言中明确说明

过的[5]序,3。
林同学指出:“(裴斯泰洛齐)自陈其教育思想更

多源自经验实践而非哲学理论、科学体系或文学创

作。”我们并不能在林同学标明的页码找到相关内

容,倒是在该书“中译本前言”第11页有译者转述的

的一段话:“1820年,在《葛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女》
第二版时,裴斯泰洛齐写了序言,谦虚地表示,他在

20年前出版的这本书只是通过实验对教育方法的

追求,谈不上是哲学理论性的概括。”[6]中译本前言,11而

裴斯泰洛齐在序言中说:“当我不能以抽象的演绎法

得出一种令人满意的结果时,我要以实践来证明我

的观点;并且独创性地用试验来讲清楚我确实希望

去做和我能够去做的事。”[6]5裴斯泰洛齐的原话显

然比转述准确,又更具说服力。当我们想要引用别

人的某个观点,自己的表达明显无法超越原作者时,
与其去添油加醋地归纳,莫不如坦坦荡荡地引用原

文。
林同学认为:“教育不是自然,而是作为人的技

艺(art)用于实现人的可完善性,‘人只有通过技艺

(theartofInstructionorEducation),才能成其为

人’,因为唯有教育的技艺才能将自然秩序化,也就

是将之内化为人的秩序,形成人的第二自然。”我们

完全读不懂林同学这段话的意思,所以像之前很多

时候一样,我们寄希望于通过其引文来探寻其可能

的意思。林同学此段话引用了《葛笃德如何教育她

的子女》中的一句话:“人只有通过艺术,才能成其为

人。”[6]77但是,林同学可能觉得此处对于“艺术”的
翻译欠妥,就将其改为了“技艺”,但并无任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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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翻看原书,我们真以为此处就是“技艺”。
并且,林同学还在括号内用英文,而不是汉语,对“技
艺”做了个注释。而这段英文,其实就是英文版《葛
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女》原文即有的注释[7]129。林

同学也并未交代这点。只是在英文版中,该注释的

对象是“theArt”[7]129,而非林同学理解的“技艺”
(art)。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我们完全

读不懂林同学该段话所要表达的意思。裴斯泰洛齐

的文章确实很难准确地翻译成中文,但是合乎学术

规范的直接引用,如不苟同译者的翻译,应在充分尊

重原译文的基础上再做解释性的修改。
转录错误属于最常见也最易被察觉的一类错

误,本文只是按照在林同学的文章中出现的先后顺

序(以下各类错误也将遵循这一顺序)罗列了其中一

些,限于篇幅,不再一一指出。
(二)引而不标

引而不标,就是说一段文字是别人的研究成果,
文中用到了,但却没有标明出处。这不但加大了读

者在阅读和理解当中的困难,也容易导致读者对本

文学术规范的质疑。
林同学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有这样一段话:

  质言之,在虔信主义看来,基督教的真正精

神或真理不在于理性化的宗教神学,反而是其

在现实生活中的伦理实践,这种伦理实践奠基

在日常经验的人伦情感(affection)之上,因此

一个好基督徒不应被文字教育或教条主义引领

到探索形而上学或追求天上之城的人生道路

上。裴斯泰洛齐甚至认为基督徒在临终前都不

应只考虑救赎、忏悔等问题,真正虔诚的做法反

而是履行好尘世的义务①。真理并不教人只追

求天上之城,而是要唤起人的虔诚和热情,履行

属灵者在人世间的义务与责任,关注现实为人

时谋衣食、求平安、得幸福的经验;相反,脱离日

常经验与情感而诉诸智识的讲道方式转瞬即

逝,无法感化民众,带来真理。
①具体参见鲁迪母亲逝世的场景(裴斯泰洛齐,

2005:70-74)。在小说之外,裴斯泰洛齐也有更为理

论化的分析(裴斯泰洛齐,1994a:236-279)。

整段话(包括注释中看似能显示其研究视野广

阔的事例)都是在盗用布律迈尔的研究成果[4]230。
只可惜,张冠李戴了。“小说之外,裴斯泰洛齐也有

更为理性化的分析”应是《裴斯泰洛齐选集:第一卷》

中的《尘世和天国》一文而不是作者此处页码指向的

《肯定或否定》一文③。
林同学在文章第四部分说:“早先在《葛笃德如

何教育她的子女》第一版中,裴斯泰洛齐使用机制

(mechanism)一词形容教育的运作,……因此第二

版中,机 制 一 词 也 由 mechanism 改 为 organism
……。”林同学的这段分析虽未标明出处(或者叫“灵
感来源”吧,因为林同学还是加入了自己的想法的),
但仍然被我们找到了。《葛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女》
注释这样写道:“本段有两处在德文本第1版中使

用‘机制’(mechanism),在第2版中则已改为‘机
体’(organism)。”[6]233我们查阅了该译本的英文原

本,与译本完全一致[7]363。但林同学此处明显曲解

了文意。我们也在该译本的英文原本中查阅了林同

学所说的“mechanism”,它也只是“有时”被改为

“organism”而已。
林同学说:“教育的技艺必须引领孩童在这三个

层面上认识世界,即在相互联系的整体世界抽象出

一个客体(aunit);识别客体的形状,也就是大小

(size)和比例(proportions);命名和描述客体。”此段

话林同学虽未标明出处,但明显是归纳自裴斯泰洛

齐的《葛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女》[6]90。同时可能参

考了该书的英文版。归纳得如何,我们不做评论。
但是,有一处与夏之莲等的中文译本明显不同的地

方,那就是“一个客体(aunit)”在中文译本为“一个

单位”。两者谁更贴切,我们也不置可否。问题在

于,林同学才隔了两段,又将“aunit”[7]161译成了“一
个单位”。

通篇读完,林同学“引而不标”的地方何止这些,
此类不够严谨的态度,应引起林同学的重视。

二 论证逻辑:难言推理缜密

由于林同学的引文当中存在诸多疏漏,便容易

导致对裴斯泰洛齐的误解,从而造成基于文献的逻

辑分析出现疏漏,以至于林同学的文章中出现了逻

辑混乱和缺乏根据的情况。
(一)逻辑混乱

下面这段话最能体现该文的逻辑混乱之处:

  裴斯泰洛齐这种知识分子式的乡村教育理

念在现实面前遭遇多重打击。首先,在分工越

发细化的社会,年轻的裴斯泰洛齐缺乏经营者

应有的管理经验、用人才能与资金储备(裴斯泰

洛齐,2001:12-46);再者,利润驱动的苏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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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因与教育导向的裴斯泰洛齐不合而收回

投资;深层的原因更在于乡村穷困孩子难以适

应纪律约束,加之其家长的私心作祟。最终,裴
斯泰洛齐在新庄的手工业学校不得不于1779
年宣布破产。
按照林同学的文义,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正是林同学列举的三点原因,“最终”导致了裴斯泰

洛齐在新庄的“破产”。如果真是这样,问题就很复

杂了。林同学认为的第一个原因是“在分工越发细

化的社会,年轻的裴斯泰洛齐缺乏经营者应有的管

理经验、用人才能与资金储备”,诚然“组织才干和经

济头脑……这两种性格特征是裴斯泰洛齐所特别欠

缺的”[3]49,用在“年轻的”裴斯泰洛齐身上也多半合

适,但林同学此处标明的参考文献却是《葛笃德如何

教育她的子女》中的第一封信《在斯坦兹和布格多夫

的试验》,如果出处无误,林同学就是在用斯坦兹

(1798年)和布格多夫(1799-1804年)试验失败的

原因作为新庄(1774-1779年)破产的原因,明显犯

了时空错乱的错误。再看第二个原因,林同学认为

是“利润驱动的苏黎世银行家因与教育导向的裴斯

泰洛齐不合而收回投资”,就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
苏黎世的银行家收回资金是在1770年8月12
日[4]29,发生在新庄贫民院之前,原因自然就谈不上

是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导向”与苏黎世银行家不合。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所看到的资料太少,没有掌握

相关史实,所以,林同学也很有必要标明史实来源,
以便拓宽读者的视野,避免产生不必要的分歧。林

同学列出的第三点原因是“乡村穷困孩子难以适应

纪律约束,加之其家长的私心作祟”,并认为这是“深
层原因”。这个问题,我们在裴斯泰洛齐《致尼·埃

·查尔纳关于乡村贫苦青年教育的信》中可以看到

其清醒的认识,并且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4]181-182。
所以,这一点既谈不上是新庄手工业学校破产的原

因,更遑论“深层原因”。
林同学认为“裴斯泰洛齐认为启蒙哲学无法带

来真理本身”,并引用裴斯泰洛齐的“上至诸侯下至

赤贫,没有任何人能按照过去的或现在的哲学原理

安排他的实际生活”加以佐证。但我们实在看不出

二者的关系。我们最多只能从裴斯泰洛齐的话推导

出:“没有一个问题可用哲学原理去解决。”[8]34-35我
们对紧接着的一大段“裴斯泰洛齐认为”也表示一贯

的怀疑,因为根据作者提供的参考信息,我们读不出

林同学的“裴斯泰洛齐认为”。
这类错误不仅不易被发现,甚至还很迷惑人。

有点类似裴斯泰洛齐对“经验主义的教学”的评价:
“这种不连贯的教学,使用颇有吸引力的语言便把我

们弄得头晕目眩。我们讲话时,概念脱口而出,却没

有 建 立 在 这 些 概 念 的 感 觉 印 象 基 础 之 上 的 知

识。”[6]155

(二)缺乏根据

缺乏根据是指林同学的一些观点缺乏必要的材

料支撑(或者有,但是未标明),不具有说服力。
林同学在66页的注释中提到:“1790—1792

年,裴斯泰洛齐将4卷缩减为3卷并行出版以献给

奥地利王室,此第二版反响不大。”但并未提供相应

的佐证材料④。而我们手头能找到的资料与此也有

些许出入。如,身为裴斯泰洛齐研究专家的布律迈

尔也只是猜测:“本来,裴斯泰洛齐很可能打算将他

小说的整套修订本献给他(莱奥波德)。”[3]26“很可

能”体现的是学术的严谨性。
林同学“高屋建瓴”地将《林哈德和葛笃德》视为

“欧洲第一部整体刻画乡村命运的文学作品”,布律

迈尔曾认为《林哈德和葛笃德》“之所以有意义,是因

为该书第一次不只是以展示个人的生活和命运为中

心,而是以整个村子的命运为中心”[4]42,“是欧洲文

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4]229。如果林

同学的这一论断是源于布律迈尔这番话,那他可就

上了布律迈尔的当了。也许正是出于对自己所下结

论的严谨性的考虑(亦或是翻译所致),布律迈尔在

后来的著述中将“第一部不以某一人物,而以某一村

庄的命运为主线的长篇小说”这一殊荣限定在了“德
语界”[3]110。我们认为,在并不能充分了解整个欧洲

文学史的情况下,更稳妥的评价应如《中国教育辞

典》所述,《林哈德和葛笃德》“乃描述瑞士村落生活

之一种小说”[9]916。
林同学在第一部分开篇就提出:“近代以降,

……文明中心也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我们想问:“文
明中心什么时候在乡村了?”我们只听说过“农业文

明”转向“城市文明”。
任何新观点的提出,总是要有充足的、令人信服

的论据作为支撑。如若做不到这点,就很可能闹出

笑话。
三 研究结论:被曲解的、模糊的教育图景

当文章的论证逻辑出现漏洞的时候,我们就很

2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难相信文章得出的结论是客观的、可信的。具体而

言,林同学得出的所谓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图景,有不

少是他曲解了裴斯泰洛齐的原意而得出的,也有不

少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表述。
(一)曲解文意

曲解文意指的是林同学所想表达的意思明显不

是引文所表达的意思。
文章正文第一句话即出现了曲解文意的问题。

林同学说:“1781年,《林哈德和葛笃德》(Lienhard
undGertrud)第一卷出版,随后几年,小说第二、
三、四卷陆续出版,这使得作者裴斯泰洛齐(John
HeinrichPestalozzi,1746—1827)首 次 闻 名 全 欧。
是时,‘小说在欧洲引起很大轰动,被译成许多国家

的语言,欧洲几乎人人都读过这本小说’。”从字面意

思理解,林同学此处的“这使得”、“首次”、“是时”都
指的是《林哈德和葛笃德》第二、三、四卷“陆续出版”
之后。为了增加其说服力,林同学还引用布律迈尔

的话作为佐证材料。但如果我们翻看布律迈尔的原

文,这段话所描述的仅仅是1781年“《林哈德与葛笃

德》的第一部分问世”[4]229。所以,林同学从一开篇

就显得不那么严谨了。
本内特和霍利斯特认为:“欧洲———特别是北

欧———的农业社会主要分为三种形态:一是村庄

(village),由一群农民组成;二是采邑(manor),由地

主和佃农共同组成;三是教区(parish),由牧师和教

区居民组成。”[10]170“这三种形态各有各的功能:村
庄具有社会和农业功能;采邑具有法律功能;教区具

有宗教功能。”[10]170经过林同学的消化吸收后就变

成了:

  中世纪,德意志地区在基督教的构想理念

与封建制的现实支配中,分为三大等级:祈祷

者、护卫者以及劳动者。其文明以乡村地区为

基础,但是对乡村的支配来自不同的社会权力,
从而形塑成不同的乡村治理形态:采邑制(Ma-
norialism)下,领主、教士和修道院等采邑主对

治下农民享有司法管辖权;教区制度下,乡村牧

师负责乡村教区的宗教事务;而封建制是经济

与社会层面的总体性制度。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林同学在转述

本内特和霍利斯特话语时,缺乏学术研究应有的严

谨性。首先,他把“欧洲———特别是北欧”简单地替

代为“德意志地区”,也似乎没有看到“11世纪时,斯

堪的纳维亚、亚平宁半岛、北部的日耳曼地区及法国

南部还几乎见不到采邑制”[10]173这样的表述。这无

形中增加了我们对于林同学反复提及的“德意志地

区”到底指的是哪里的好奇心。紧接着,林同学又将

本内特和霍利斯特所提及的农业社会三种形态,从
“村庄”、“采邑”和“教区”替换成“采邑制”、“教区制

度”和“封建制”。并在前面煞有介事地表述为“对乡

村的支配来自不同的社会权力,从而形塑成不同的

乡村治理形态”,很容易将读者带入一种似懂非懂的

状态。
我们紧接着看下一段:

  随着新航路开辟,贸易重心由地中海转向

西欧。在西欧,民族国家、城市与工场手工业都

逐步发展起来;除此之外,伴随着黑死病与连年

战争带来的人地矛盾缓和,工资水平不断上涨,
粮食价格持续下跌,这都导致旧有自给自足的

庄园农奴制度无利可图,从而欧洲的不同地区

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英格兰地区通过圈地

运动进行单一化大规模经济作物生产,提高了

农业生产率;但是在广大的德意志地区,庄园主

通过加强农奴制的人身依附关系来渡过危机,
原有较为富足的自耕农开始越来越多地沦落为

贫穷的农奴。
很明显的是,此段大部分内容也都来自本内特

和霍利斯特的《欧洲中世纪史》[10]363-365,遗憾的是林

同学“忘记了”标明出处。并且一如前文,在内容上

做了不恰当地延伸,如将原文的“东日耳曼诸邦和波

兰”[10]365改为了“广大的德意志地区”。这个“广大

的德意志地区”还是未予以说明,而在我们看来,这
是必要的。

林同学说:“裴斯泰洛齐在《致尼·埃·查尔纳

关于乡村贫苦青年教育的信》中初步总结了自己在

近十年乡村实践中得来的贫民教育理念。”但裴斯泰

洛齐自己在信中曾经不止一次地说只是“三年”的经

验[4]178,185。这也与布律迈尔描述的“约从1773年

起,他(裴斯泰洛齐)把贫困的孩子收容到自己家里,
给他们吃,给他们穿,督促他们劳动,教他们识字和

懂道理。就这样,他的农庄于1774年逐渐变成了一

座贫民院”[3]19-20相吻合。
林同学认为:

  裴斯泰洛齐在《肯定与否定》中直呼德意志

为自己的祖国(裴斯泰洛齐,1994:279)。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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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宫廷由开明的约瑟夫二世(JosephII)执
政,裴斯泰洛齐通过伊塞林结交奥地利宫廷,对
其任用自己进行改革抱有希望,第二版《林哈德

和葛笃德》就是献给奥地利王室,文中财政部长

恩多夫(Endorf)就以奥地利宫廷财政部长青岑

多 夫 伯 爵 (Herzog Leopold Christian von
Zinzendorf)为原型(布律迈尔,2012:26)。
裴斯泰洛齐在《肯定与否定》一文文末,假借梦

境的形式,“听到(德国的)保护神那响彻大殿的声

音:祖国得救了”[4]279。这里的“祖国”确指德国,但
丝毫看不出“裴斯泰洛齐直呼德意志为自己的祖

国”。布律迈尔只是推测“裴斯泰洛齐很可能打算将

他小说的整套修订本献给他(莱奥波德)”[3]26,在这

里林同学又一次将推测变为了肯定,“第二版《林哈

德和葛笃德》就是献给奥地利王室”。布律迈尔认

为:“小说(《林哈德和葛笃德》)中的财政部长……的

名字恩多夫(Endorf),就有那位权倾朝野的皇家财

政部长的影子。”[3]26到了林同学这里就变成了“财
政部长恩多夫(Endorf)就以奥地利宫廷财政部长青

岑多夫伯爵(HerzogLeopoldChristianvonZinzen-
dorf)为原型”,并且还把青岑多夫(GrafKarlJo-
hannChristianvonZinzendorf)[3]26的名字写错了。

林同学在文章第三部分用了一大段话来概括胡

美尔的前半生,但是与《林哈德和葛笃德》叙述有出

入的地方还是不少。如“长大后既无法适应工场纪

律,又无法从事农耕”,“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民众之间的民事关系逐渐增多”,“依靠婚姻”等都是

与原文不符的。
我们来看看林同学是如何根据《葛笃德如何教

育她的子女》中第十封信来“质实言之”的。他说:

  质实言之,在裴斯泰洛齐看来,18世纪末

欧洲的现实危机在于享有特权的上层社会和遭

受苦难的下层社会之间尖锐对立,其历史根源

不仅仅在于时代变迁中的城乡差距,更在于宗

教改革等思想革命配合上印刷术等技术条件,
一同闭塞了自然教育的道路———感官被局限在

视觉之上,思想被引导向空想的宗教世界,这形

塑了当时观念化的上层统治者和愚昧狂热的下

层民众。自然教育和自然情感的瓦解也动摇了

共同体生活的根基,政治共同体丧失其坚实的

人性基础陷入自然情感的粗暴骚乱中。
尽管裴斯泰洛齐的话语被林同学拆解得支离破

碎,但他既然敢于冠以“在裴斯泰洛齐看来”的前提,
那么我们就有理由严格按照裴斯泰洛齐的原意来进

行审视。裴斯泰洛齐在信中写到:“上层社会享受特

权,下层社会遭受苦难,这种贫富的不协调毁坏了人

类的心灵。”[6]142虽然裴斯泰洛齐的这封信写于19
世纪初,但也不能断然将“上层社会享受特权,下层

社会遭受苦难”的状况归结为“18世纪末的欧洲的

现实危机”,我们也没有看到裴斯泰洛齐表达了“上
层社会”与“下层社会”之间的“尖锐对立”,他只是用

了“严重失调”[6]142这样的字眼。导致这种“严重失

调”的原因,裴斯泰洛齐认为是印刷术的发明和宗教

改革,至于林同学所说的“时代变迁中的城乡差距”,
“等思想革命”和“等技术条件”,我们在裴斯泰洛齐

这封信里没有看到。林同学更将“印刷术是如何被

迫缩小这个国家的五个感觉,特别将感觉印象的器

官———眼睛束缚在新的学问、文字和书籍的异教徒

的祭坛上”[6]143说成是“感官被局限在视觉之上”,将
“空想的道路”改为“空想的宗教世界”。在此谬误基

础上更妄自加上“这形塑了当时观念化的上层统治

者和愚昧狂热的下层民众”。裴斯泰洛齐认为:“由
于屈从于野性的、盲目的自然感情的粗暴骚乱,我们

沉没了,普遍流行的带有颠覆性的激进的共和主义

精神,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占据了我们大家的思

想。结果,它必然造成所有纯洁自然情感的内在瓦

解,所有那些依赖于纯洁的自然感情的、有助于人性

的手段的内在瓦解。这将导致所有人性从政治制度

上消失,也导致几个已不再讲人性的政治制度的解

体。”[6]145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的话,林同学“自然教

育和自然情感的瓦解也动摇了共同体生活的根基,
政治共同体丧失其坚实的人性基础陷入自然情感的

粗暴骚乱中”就是源于对裴斯泰洛齐这句话的本末

倒置、偷梁换柱、添油加醋的改写。“多年以后,现在

这种情况终于以对我们知识的普遍的字词歪曲而告

终”[6]143-144,裴斯泰洛齐的这句话用在这里再恰当不

过了。
这类错误的大量存在,作为一个研究者,无论如

何是不应该的,其结果会直接导致我们去怀疑甚至

不相信很多我们看不懂的文字。
(二)含糊不清

含糊不清指的是林同学文中的一些表述没有做

必要的交代,会对如我们一般的读者造成阅读障碍。
林同学在文中多次提到“德意志地区”和“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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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区”,但从未对其做过解释,也许林同学自己很

清楚它们的范围,但是学浅如我们一般的读者确实

不大清楚,也想弄清楚“瑞士联邦的德语区”,“德意

志德语区”,“瑞士德语区”,“德语区”,“德语区尤其

德意志地区”,“内陆德语区”分别指的是哪些区域,
因为它们反复在文中出现。

林同学武断地认为:“在瑞士联邦的德语区,情
况与德意志德语区稍有不同,这里并不以庄园制为

主要支配类型,而以城市为中心构建起一套城乡二

元的治理结构。”我们不知道林同学的“德意志德语

区”是哪里,只是根据其参考文献和后文所指,所说

的“瑞士联邦的德语区”包括苏黎世。我们大胆推

测,其实林同学是想表达苏黎世很早就突破了“采邑

制”(也就是林同学所说的“庄园制”)限制,“直属皇

帝和中央管辖”[4]12,但是却忘记了交代时间,所以

显得混乱不堪。这与后文林同学提到的“像胡美尔

这种原本乡村社会的边缘人物能够逐渐进入乡村社

会的治理阶层,皆是由于在城乡变迁的年代,原有的

乡村治理精英———封建贵族庄园主———在地租水平

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不得不另谋出路”交织在一起,就
越显凌乱。

四 结语

林同学文章的第一部分交代裴斯泰洛齐所处时

代的历史背景,可能是因为正如布律迈尔所说,“只
有对欧洲、瑞士及苏黎世———裴斯泰洛齐的出生地

的历史发展至少有个粗略了解,才能理解他的生活

和工作”[4]5。但是,细心的读者很容易就能发现林

同学的此番追溯,充其量只是对布律迈尔《裴斯泰洛

齐传略及其历史背景》一文[4]1-79中相应部分的拙劣

模仿。而后面各部分更像是读书笔记的简单罗列,
间或夹杂着一些“新词”,但也不能掩盖其行文的无

新意。
如此这般,并非我们与林同学过不去。我们只

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对学术的严谨追求,推动学术

向着良性方向发展。对于诸如裴斯泰洛齐这一类国

外著名教育家,要想进一步推进对他们的认识和解

读,突破现有的趋于固化的认识框架,我们认为除了

做跨学科的努力外,更重要的是推进其著作的翻译

引介工作。就裴斯泰洛齐来讲,目前国内的几本译

著,且不论翻译水平,是完全不足以支撑起一个鲜活

的裴斯泰洛齐的。环顾国内外对他的研究,远的不

说,近邻日本早在1959到1960年间就已出版了“几
乎可以说是”完整的13卷日文版选集[8]379。我们到

现在也还没有完成类似工作,而这样的工作,是非常

需要和重要的。

注释:
①行文中凡是出现林斯澄同学的话语,如未做说明,皆出自其《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图景———从<林哈德和葛笃德>切入》一文,

且错误之处也未做修改,如实照录,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年第1期。

②参见林同学将该文授权给搜狐的版本:http://www.sohu.com/a/157312380_367144。

③林同学授权给搜狐的版本页码即指向《尘世和天国》一文,不知为何此处改了。如若以给搜狐的版本为准,有人可能会说:

“注释里的页码不是包含了你们所说的布律迈尔的研究成果所在的页码吗? 这样就不能算引而不标了吧。”这是两码事,他

在这里标明的页码,只是想显示自己的研究视野,仅此而已。殊不知想在抹去盗用痕迹而又欲显示其研究视野宽广的过程

中还是露出了马脚。

④林同学后文又一次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本文后面有提及),虽标明了出处,但仍然“曲解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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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onJohannHeinrichPestalozzisEducationalImage:
ADiscussionwithClassmateLINSicheng

LUOYin-kea,b,HUANGJingb
(a.EditorialofficeoftheJournalofSNU,b.CollegeofTeacherEducationandPsychology,

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6,China)

Abstract:Thepublicationof“PestalozzisEducationalImage:ApproachingfromLienhard
andGertrud”isanattempttoreinterpretsomeeducatorswhohavebeensolidifiedbyusfromthe
perspectiveofinterdisciplinaryresearch.Butitsattemptisnotrigorous.Intheaspectofresearch
attitudes,thereareproblemsoftranscriptionerrorsandquotationswithoutlabels;Intheaspect
ofderivation,thereareproblemsoflogicalerrorsandlackingofbasis;Intheaspectofthere-
searchconclusions,thereareproblemsofmisinterpretationsandambiguities.Therefore,theed-
ucationalimagederivedfromthispapermaynotbethetrueeducationalimageofPestalozzi.

Keywords:JohannHeinrichPestalozzi;LienhardundGertrud;Howgertrudeteachesher
children;PestalozzisEducationalImage:ApproachingfromLienhardandGertr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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