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第5期

（总第424期）

No. 5，2015

General，No. 424EDUCATIONAL RESEARCH

真正的师者*
——涂又光先生的为师之道

罗海鸥

［摘 要］ 涂又光是中国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一生安贫乐道，用自己有限的生

命孕育出无限的精神文化资源。其为人，自甘寂寞，知行合一，立己树人；其为事，从容自

信，认真负责，精益求精；其为学，学以为己，追源溯本，打通古今，学贯中西，成一家之言；

其从教，坚持“修辞立其诚”，重在启发性灵，提升境界，给人积极而深刻的影响。在其身

上，为人、为事、为学与从教四位一体，构成其整全人格，成就了其卓越人生，使他成为我们

时代真正的师者。后人也可以看到其隐藏着教育学中从未有过的新的溪流的源头，顺着

这个新源头挖通河床，将使中国教育学发展、壮大和繁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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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又光先生（1927—2012）是中国哲学

家、教育家、书法家。他一生安贫乐道，恪守

“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勤学善

教，立己树人，学以报国，用自己有限的生命

孕育出无限的精神文化资源。斯人已去，风

范尚存。学习先生的为师之道，有助于我们

做一名真正的师者；借鉴先生的教育研究成

果，有助于创建具有中国话语、中国特色和中

国风格的教育学派；吸收先生的精神文化营

养，则有助于唤醒和提升我们的精神文化生

命，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一、为人：安贫乐道，知行合一，立己树人

我于1993年求学于华中理工大学，即现

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从初识涂先生到现在已

有20多年。那是1994年在中山大学康乐园，

当时华中理工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办高等教育

学硕士班，先生与我们学生“三同”：同住学生

宿舍；一日三餐与我们一同拿着饭盆去学生

食堂打饭；白天给我们上《中国高等教育史》

课，这是他第一次开这门课程，晚上除了看书

备课，便是同我们一起讨论人生学问。先生

身教言传，春风化雨，让我们度过一段书院似

的美好而难忘的生活。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学养深厚的涂先生，让我产生了对学问的敬

畏。年近七十的他，身体硬朗，一头纯净的银

发，加上深邃的眼晴，大而厚实的嘴巴，颇具

哲人气质和师者气象。先生发给我们的《学

记》，是其用楷书手抄装订而成的，完全可以
——————————

* 本文系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教育的还原与更新”（课题批准号：07SJY006）的研究成

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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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字帖相媲美，一下子就把我们镇住了。

自甘寂寞，安贫乐道。与先生接触多

了，总是能感受到其安贫乐道、知行合一、立

己树人的品格，以及其特立独行、孤傲清高的

个性。先生是一个以读书思考、教书育人为

心灵寄托的人文学者。一生过着简之又简的

朴素生活。他常说，教育定位在文化里，想在

文化领域里升官发财，那是找错了码头。［1］

为了节省时间，已到古稀之年的先生，常常在

学校食堂吃饭。一位师妹告诉我，一次去先

生家求教，快到午饭时间，师母不在家，问他

午餐如何办，先生指着桌上的剩粥、菜卜和煤

油灯说，把粥放在煤油灯上加热不就解决了

嘛！他从不参加吃请，不接受学生的礼物，偶

尔学生上门求教，他还会请学生在家吃饭。

先生说，这是清华的老传统。当年他考进清

华哲学系，全系才录取两人，只有他一人入

学，另一人不知何故没来报到。那时哲学系

老师不仅比学生多，而且几乎都是大师，爱生

如子。逢年过节，老师会把学生叫到家里吃

上一顿，改善伙食，减少思亲之苦。而他们这

些学生，却从未想过要给老师送礼，哪怕是一

点土特产。考进清华后，只觉得全世界就他

们学哲学的人最荣光最幸福，所以有无穷的

学习动力。

刚柔兼备，有教无类。许多同学都说，

在先生身上，常看到其严厉和坚硬的一面；而

我更多感受到的是先生作为长者之和善与亲

切的一面。尽管先生从不带研究生，只上课，

但不少同学甚至校外人士都得到过他慷慨大

方的指导和帮助。先生常说，文章是天下之

公器。你们认为我讲的思想见解有用，尽管

拿去使用，我不仅不追究，反而要感谢你们，

因为你们在传播我的思想。这是何等境界

啊！当年博士论文答辩的前一天，我到先生

家里请教，他鼓励我说：“你的文章我看了两

遍，你是真正下了功夫的。论文答辩，关键在

于答和辩，在于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明天

答辩你不用怕，直接把你的主要观点阐述出

来就可以了。”果然，我的论文答辩获得了好

评。答辩后的第二天，先生拿了一本胡塞尔

的《纯粹现象学通论》亲自送到宿舍对我说：

“这本书给你。你可能没注意到这本书，它对

你修改博士论文可能有帮助。”我非常感动，

先生不是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但我却经

常求教于他，得益于他。我的博士论文《教育

的还原与更新》就直接得益于他的启发。

尊师重情，无私奉献。先生是冯友兰的

高足，甚至被海外学者誉为冯友兰的“第一号

学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冯学还未完全解

禁，研究和传播冯学自然会有巨大的政治风

险，但先生不仅将冯友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

大学授课并出版的英文讲稿“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译为中文版《中国哲学

简史》，而且历时十年，独自将冯先生的学术

成果整理编纂为400万字、14卷本的《三松堂

全集》，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誉。先生撰写的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简介》，是中国大陆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第一篇对冯学做出肯定性

评价的文章。先生一生有很多坎坷，受过不

少磨难，但这一切都打不倒他。他说：“只要

我生命还保全，我还可以思考，还可以学习，

就要继续我的精神追求。”①先生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讲真话、做真事、为真

人的立场与风范，充分展示了师者的人格气

象，传承了“明德新民”的大学之道。

以身载道，立己树人。先生对中国文化

有着近乎虔诚的敬爱。他执着地守望着中国

文化，寂寞地践行着中国文化，默默地传播着

中国文化。其一生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自

身和中国文化的尊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根

基不够的学生们，他仍寄予殷切的期望，希望

——————————
① 1999年12月31日涂又光先生给我们上“教育哲学”课，课后我陪他回家，在路上谈起此类话题时所说。后

来，他也说过类似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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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自身的身教言传来补救。发现学生对中

国传统文化无知、误解或存有偏见时，先生有

时会痛心疾首，大发雷霆。这并非他的苛刻

与狭隘，而是他的率真与执着，坚持真与伪、

善与恶、美与丑不能混淆，坚持学术和教育不

能马虎应付。这种严厉和坚硬，其实是一种

“崇高的不满”和“神圣的批评”，展现了他对

学生灵魂唤醒和精神生命成长的尊严师道，

承载了他对中国学术和文化发展的庄严使

命，蕴含了他对民族未来的忧思和期盼。先

生一生安贫乐道，知行合一，立己树人，都是

为了让无知者有知，让有惑者不惑，让无道者

有道。

二、为事：从容自信，认真负责，精益求精

涂先生的一生，总是那么从容自信，那

么认真负责、精益求精。而且，他把这种做事

的态度和作风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不论任何环境、任何地方、任何单位，不管条

件多么简陋、工作多么艰辛、地位多么低微，

先生始终从容自信，颇有万物皆备于我的胸

怀与豁达，始终坚持对工作负责、对文化负

责、对良心负责，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出

精品。他一生酷爱读书与思考，坚守良知，追

求真理，哪怕只有自己。他漫长的人生，几乎

都是在寂寞冷清中度过的。他很喜爱周敦颐

的《爱莲说》。其实，先生自己更像莲，他出淤

泥而不染，从污泥中吸取营养，成长为高远清

雅的莲花，反过来映照周边，清明四围，却不

张扬。生长在特殊的时代和环境，先生有理

想有追求，也有无奈甚至痛楚，还有一点悲

壮，但他总是在从容自信地坚守、传承着“智

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儒家情怀与

道家底蕴。每天除了上班工作、吃饭睡觉，便

是争分夺秒地读书、反思和写作，以此作为心

灵寄托，根本不在乎别人知不知道。

工作第一，精益求精。先生天资聪慧，

小时候被誉为神童。他六岁就开始给别人写

草字屏幅，八岁参加杭州的“书画赈灾展览

会”。因为有实力，有底气，不盲从，先生始终

相信真正的才华是埋没不了的。坚信在任何

地方、单位，都可以做出一流水平和业绩。先

生一生，不管做什么工作，都非常敬业，认真

负责，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心志专一地学习、

钻研，追求完美，精益求精。他总是把工作抓

得很紧，而且从未叫过困难。1949年，先生被

革命胜利所鼓励，满怀激情，清华未毕业便跟

随部队南下，来到湖北，先被安排在团省委工

作，做的是秘书和编辑工作。每次作会议纪

要或领导交办的事，都是当天完成后才回

家。后到省农牧局畜牧科工作。为了发展耕

牛，调研耕牛的生活习性和生长规律，他经常

下乡调研，甚至睡在牛棚里。正如涂师母在

怀念他的一首诗中所说的：“焚膏祭晷写文

章，沐雨栉风下乡忙，蹲点三同身作则，观察

耕牛卧牛房。”据师母说，为了工作，当年连结

婚证书都是同事代办的。先生总是抓紧时间

工作，完成了任务才休息。其工作，得到领导

的高度认可。白天全力投入工作，工作完后

利用早晚读书、思考，从未停止过。任何时候

都是工作或学习，没时间跟人聊天、开玩笑。

“文革”后被安排到红安一中任教，语文、数

学、外语等主要课程他都教过，而且教哪一科

就像哪一学科的专家，师生都公认他是大学

问家。为此，作为中学教师，先生被推荐参加

《汉语大辞典》的编撰工作。后来，被华中工

学院院长朱九思发现并调入该校任教。1993

年，先生离休多年后被文辅相所长返聘到高

等教育研究所给研究生授课，先后讲授“中国

高等教育史”和“教育哲学”两门课，这才进入

教育学领域开始研究教育问题。他凭着自己

深厚的文史哲功底和对教育的深刻体验，认

真读书思考，边教边学，很快便出版了独树一

帜的《中国高等教育史论》，这本书后来获得

了国家图书奖。

深居简出，学养很深，却从不张扬。只

是别人问起，或学校与社会有所要求，先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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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偶尔露一手，尽己之力，以出色工作，解人

之难。如1981年先生调入华中工学院（华中

科技大学前身），先在语言研究所工作，翻译

了包括《语言学》（第十五版《不列颠百科全

书》条文）等在内的30多万字的资料；后调到

创办不久的中文系任教，便开设了唐诗宋词、

古典文学和书法等课程，直到 1987 年离休。

期间，先生还发挥哲学专长，研究了文学家的

哲学思想，撰写《论屈原的精气说》、《论苏轼

的哲学思想》等论文，得到冯友兰老师的高度

评价，被认为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开拓工作。

又如，1993年先生被返聘到高等教育研究所

后，边学边教，提出了“中国高教发展三阶段

论”、“三li说”和“泡菜理论”以及“教育自身”

等一系列原创性的思想或概念，在师生以及

教育学界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再如，

《中国大百科全书》（环境卷）原来没有“环境

哲学”的词条，主编在北京找了许多专家学

者，都觉得不理想，最后找到了涂先生。先生

便义不容辞，欣然接受这一难题，受聘担任北

京大学兼职教授，为其撰写的“环境哲学”词

条，以“天人合一”为核心思想来阐释“环境哲

学”。后来还应邀撰写“老子的环境哲学思

想”和“庄子的环境哲学思想”的词条，受到学

界的高度评价。

三、为学：学以为己，贯通中西，

无限生机在我身

涂先生幼承家学，接受过扎实的中国传

统文化教育。学生时代，他就在一篇短文中

阐明志向：君子，应当“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

变”，像铎那样振动人心。拿什么去动人呢？

先生的主张是作学术研究，为人们找一个心

性上的安身立命之所。

学以为己，贯通中西，无限生机在我

身。这是先生治学的一大特点，也是他之所

以能超越其他学者的一个重要原因。孔子

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即为学

的真正资源在自身，其目的也是为了修养自

身，提升自身的品性与境界；而不是随波逐

流，不是依赖他人或作他人的工具，也不要把

学问与自己的生活脱离。先生经常提醒我

们，对于人类的学问，反求诸己非常重要。因

为有关人的学问，不在别处，就在人自己身

上。他十分注意将人生与学问融合为一，认

为哲学方法就是反思，反思就必须把自己摆

进去。先生不作脱离生活、脱离时代、违背良

知的学问，他曾对我说：“我真正的学问是我

的生活”。对先生而言，人生最重要、最要依

靠的是自己的生命和本色。论著从不及生命

本身重要，让生命活出本真来，活出真性情，

就会有真创造，真教育。先生要的是人生过

得坦诚、充盈，有价值，有意义。纵观其一生，

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不随波逐流，不见风使

舵，只是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先生

始终把生活当作学问，置于学问之上。他强

调，一个人做学问一定要以自己为教材，认识

你自己，自己才是最好的先生。①可见先生

的高明。因此，他留给我们最精彩的不是学

术论著、书法作品，而是他的一生。他把孔子

当作至圣先师，认为把人生活到最高境界，便

是最高的哲学、最好的教育学。因此，我们研

究涂先生，应研究课堂内外、书里书外的先

生。因为他有完整的人格，他的学问与人格

是融为一体的，其所到之处都散发着君子的

学术和人格魅力。

人文学问的前途，在于本土化。先生学

贯中西，深读精研中西学术文化经典，文史哲

兼通，且常常进行比照，结合人生体验和社会

观察，得出相关结论。他把中国文化作为砧

木，西方文化作为枝条，认为只有把中国文化

的根基打牢打深，即根深干粗，然后嫁接西方

的新枝条，才能焕发中国文化的生命活力，实

——————————
① 2008年11月5日向涂先生请教，先生在电话里这样说。

—— 101



现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为此，先生拿出一

生力气，企望真正了解和贯通中西文化，然后

有所创造，有所贡献。在注重了解西方文化

的同时，先生强调，没有民族性，便没有真正

的人文学科。先生让我感受到：人文学问，只

有在自己的土壤上，只有从民族最深的根部

生长出来，才是好的人文学问，才能具有生命

力。他对那种食洋不化的假洋鬼子，深恶痛

绝。先生的“中国高等教育史论”和“教育哲

学”课都是用中国的经典原理，结合现实体验

和时代精神，做出的创造性阐述。先生是一

个视中国文化为生命的学者。他讲课、写文

章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学术独立和文化尊

严。任何虚名浮利的诱惑刺激他都不会动

心，甚至认为靠此创造不出真正健全的人文

艺术。先生目光远大，甘耐寂寞，以坚韧的意

志力，坚守民族文化本色，保持自己的真性

情，做具有中国话语、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

人文学问。

人文学问的力量，源自思想、逻辑和情

感。无论如何高深艰难的学术问题，先生总

能说得简洁明了。这是逻辑的力量、思想的

力量，也是情感的力量。其力量来源于“真”，

即贴近生活与事实，穷尽事理，把握本质，坚

持对事实和力量的实事求是。其力量不仅在

于思想，在于逻辑，也在于情感。只有对学问

有真情感，才能耐得住大寂寞，才能成为真学

者。也只有为天地立言者，才能成为真名

士。他能将深奥的思想，通过逻辑充满激情

说得通俗易懂。只有深入进去，才能真正浅

得出来。这种深入浅出，为此必须付出笨重、

勤奋而艰苦的努力。这个苦不是谁都能吃

的，非有超凡的意志力不可。

人文学问，要有高远境界。先生最看重

精神生活和精神境界。人文学问始于知识，

止于境界；又在新的境界上，开始新的求索。

有境界，自有品质。只有境界高远，真诚单

纯，拥有澄明之心，才能真正有所发现、认识

本真、做出创造，即澄明才能观道。先生始终

怀抱自己的文化理想，追求人文学问的高远

境界。他曾跟我说过：“人文学问，比一百年

还不够。”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人文学问，是为

己之学，无限生机在我身。只有扎根于民族

的厚土，反求诸己，注重体验反思，才能真正

有所创造和贡献。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文史

哲是不分家的。用他的话来讲，文是形式，史

是内容，哲是解释。从他身上也可以看到，一

种没有遮蔽，纯朴高洁的心灵，一种心无旁

骛、义无反顾的执着。

先生不仅是学问家，也是思想家。作为

学问家，他有《楚国哲学史》和《中国高等教育

史论》两部史论为证；作为思想家，其每篇文

章都有新思想。先生是从历史深处、哲学高

度入手研究教育学的。在弄清教育的来龙去

脉之后，先生从哲学高度，对中国特色的教育

理论进行了超越前人和时贤的探索。如要办

中国“的”大学，而不是“在”中国的大学。强

调“区分各个文明的标志只在人文，不在科

技”［2］，要重视人文及人文教育，办中国的大

学。而忽视中国人文，“没有中国文明特色的

大学，只算是“在”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in

China），不算是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of

China）”［3］；人文教育是中国的高等教育特

色，其使人提升精神境界，放开思维想象，这

是创造者的心态，以此心态齐奔现代化，我国

大学教育前途无限光明［4］；大学教育目的是

培育人的性灵，使人尽性，使人成人；教育的

基础在中小学，不能“拖油瓶”［5］；教学要坚

持修辞立其诚，要少而精，引个端即可。因为

真正的人文学问，很难教，要靠自己的灵性和

努力。尤为难得的是，先生提出并构建了以

定位于文化为核心的教育定位论、以教育自

身为核心的教育本体论、以行知关系为核心

的教育认识论、以反刍律和经验律为核心的

教育方法论、以复归于无知为核心的教育过

程论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体系。［6］

做学问贵在质，而不在量。先生一生著

作并不多，仅出版有《楚国哲学史》、《中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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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史论》两部专著和《涂又光文存》一本

文集。同时下多数专家、学者大量著书立说

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但了解先生的人，无不

高度认可其学问与造诣，这看似颇为矛盾。

究其缘由，先生在学术上追求“止于至善”，对

学术心存敬畏。在学术标准上，其几乎是个

完美主义者。这种敬畏学术、精益求精的精

神，极大地提升了其学术品质，但也严重影响

了其学术产量。而“重量不重质”的学术评价

标准，使得先生到离休时，只是副教授职称，

而且不是他所学的哲学专业，而是文学副教

授。对此，作为大学问家的先生并不在乎，更

无激愤之言，而是心境平和，在寂寞中享受难

得的宁静与自由。后来，学校打破常规给了

他教授职称。先生这种淡泊名利、独守寂寞、

沉潜治学、追求卓越的态度，对我影响极大。

此外，在先生身上可以看到，人文学问

是快乐的学问，是有生命力的学问。不仅要

知道，而且还要体道。知行合一，学问人生一

体，才会震撼心魂，给人留下心灵冲击和深刻

影响。从先生身上可以看到，做人文学问要

带着生命和情感去做，才能在寂寞、艰辛中享

受其中的快乐。在先生身上，可以看到做人

文学问的艰辛历程和美妙境界。

四、从教：因材施教，震撼心魂，

提高学生精神境界

记得涂先生给我们上课，第一句话就是

“我给你们上课，如果你们没有天崩地裂的感

觉，那么我这门课是白上的。我讲的每一句

话，每一个字，听进去了，可能就会受益终

生”。听先生的课，确实有种灵魂受到震撼与

唤醒的感觉，有一种价值观被纠偏和心胸视

野被打开的体悟，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展望未

来的欲望。当年可能是年轻，没有很好地体

会先生所讲内容和创见，随着年龄和阅历的

增加，再回过头来反刍和品味，觉得先生的话

一点儿都不夸张。我后来一直认为，上大学

如果没有听过一门或一次震撼心魂、启发性

灵、提升精神境界的课或讲座，那么，这样的

大学生活如果不是平庸的，至少也是遗憾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罕见的教学效果呢？这

是因为先生继承和发扬了孔夫子“修辞立其

诚”的教学思想。“修辞立其诚”的本质在于

真。用陶行知的话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育，是唤醒和铸造灵

魂的志业。只有真人、真诚、真话，才能感动

人，唤醒人，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先生教学，

求真务实，因材施教，用心体察学生，有的放

矢。他说，你们这些身经百考进入大学的学

生，对西方学问知道得虽然不多，也比对中国

学问知道得多，而对哲学思维和习惯却很欠

缺。因此，他就着重讲中国学问和哲学思维，

以历史为内容，以文学为形式，进行古今和中

英文的对照与沟通，而中心则在于促进理

解。尽可能教给学生被忽视的文化常识和专

业知识，多提供事实与信息，让学生思考与纠

偏，抱朴守正，返本开新，提升精神境界。

善教者善喻。先生常借用比喻把深奥的

理论通俗易懂地阐述出来。如他用“泡菜”打

比喻，认为像泡菜水内成分与蔬菜体内成分

互相置换的双向过程类似，整个教学活动都

是教与学互动的双向过程。这就充分印证了

“教学相长”的道理。他讲课不讲脱离生活、

违背良心和丧失灵魂的内容，从而打通隔在

教育与生活之间的障碍，直击学生的知识软

肋和思想盲点，冲击和震撼学生的心灵，让课

堂焕发着少有的学术尊严与思想魅力。他讲

课每次一个专题，常从问题出发，从生活和常

识入手，讲完结束，绝不啰唆，听后却发人深

省，也会让人感受到其身上体现着生存、思想

和学术尊严的自由。听他的课，会产生对思

想的倚重，对知识的敬畏，对权威与权势的平

视。他授课是为了启发学生的心灵，激发学

生的思考，提升学生的境界；而不是传输知

识，更不是为了灌输知识。所以，先生的师

道，是人师加经师、言教与身教合一的整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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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震撼人心、唤醒和铸造灵魂、提升人的

精神境界的庄严师道；而不是误人耳目、贩卖

知识与技艺的庸常师路。此外，先生上课从

不带教案，他和书斋式的哲学家不一样，他把

自己人生体会和对社会的观察体验融入哲学

思考里，用整个生命去对待教学和研究。先

生这些做法，与孔夫子开创的华夏师道是一

脉相承的。

教师的使命就是要立己树人，止于至

善。师者自身若不能挺立起来，积极而深刻

地影响学生，一切的师道都无从谈起。而师

德师道不立，教育创新与发展又从何谈起？

先生让我对师德有了新的理解。先立己后树

人，给学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使学生为人与

为学日渐精进，止于至善，无疑是真正师者应

有的品格与能量。

涂先生授课，讲的都是自己的独立见

解、人生体验和原创成果，加上他的真诚、激

情，必然震撼心魂，启发性灵，提升人的精神

境界。其教学方法可简称为“滚动法”，即像

滚雪球那样，他只讲最核心、最具萌发力的东

西，虽然只是“引个端”，但真正有基础有悟性

的同学，接住他最核心的东西，掌握他的方

法，就可以像滚雪球一样，从这门课“滚”到那

门课，从这个学科“滚”到那个学科，一路畅

通，越滚越大，终身受益。先生实际上已经建

构了一个具有中国话语、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的教育学体系。可惜，他一直未能把“教育哲

学”写出来。这是他留给我们的遗憾。

把涂先生的为人、为事、为学和从教做

一个深情回望和深刻追思，就会发现，其为

人、为事、为学与从教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

它们四位一体构成其整全人格，成就了先生

的卓越人生，使他成为我们时代真正的师

者。先生的学问和人生，需要久看多思，慢慢

理解体会，才能明白本真，才能悟出其为什么

是真正的师者，才能认清其真正的学术价值

与人生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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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al Master
——Mr. Tu Youguang's Teaching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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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r. Tu Youguang，a Chinese philosopher，educator，and calligrapher，was contented in poverty and
devoted to things spiritual. He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limitless source of the Chinese spiritual culture.
In the aspect of character，he insisted in living the simple life，and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In the aspect of
action，he was unhurried and confident，and never contented with his achievements. In the aspect of learning，he had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both the West and the East，and created a philosophy of his own. In the aspect of teaching，he
insisted in "rhetoric for sincerity"，and paid attention to enlightenment and inspiration. His character，action，learning，
and teaching，became quaternity，which consisted of his holistic personality，accomplished his brilliant life，and also
made him a real master in our times. The followers could follow his thought，making our Chinese pedagogy become 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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