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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刚

书院兴盛于宋代，是中华文化一个独特
而耀眼的标识。千余年来，不知经历了几多
兴废、几许变迁。其中，有一座在历史的风浪
中屡遇劫难而不断重生，历经千年而书声依
旧的书院，那就是地处麓山之下、湘水之畔
的岳麓书院。回望苍茫的历史烟云，这座书
院何以能传承千载而弦歌不辍？这蕴含了中
华文化长盛不衰的基因密码，值得每一位中
华儿女探寻和思索。

从经世致用到“实事求是”

在历史的长河中，洞庭以南曾是荆楚蛮
荒之地。唐末五代战乱纷起，文脉衰微，风化
陵夷，智璿等僧在麓山结庐兴学，为湖湘文
化的兴起亮起了一盏微灯。

北宋开宝九年，潭州太守朱洞应士民之
请在此基础上创建书院，为湖湘学子修养心
性、研摩学问开辟一处清幽之境。在山长周
式的主持下， 岳麓书院人文初起，“教授数
百人”。

大中祥符八年，周式以“义行”受宋真宗
召见，并获赐国子监主簿之职，后毅然回归
这片灵山秀水间继续传道授业。宋真宗感其
弘扬儒学的决心和毅力，赐御书牌匾、对衣
鞍马及内府书籍等，一时间岳麓之名耸动海
内，“鼓笥登堂者相继不绝”。

北宋时期的岳麓书院虽与应天、嵩阳等
书院齐名，却显得有些平淡无奇，史籍上鲜
有鸿儒硕学的记载。时至南宋，文脉南移，湖
湘大地有风云际会之象， 岳麓随之文教大
盛。大儒张轼在此潜心多年讲经授徒，为这
座学府打下深厚根基，逐渐形成以传道济民
为价值导向的经世致用学风，并为南宋王朝
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济世之才， 如彭龟年、

胡大时、吴儆、游九言、游九功、吴猎、赵方、

陈琦等。

清朝康熙年间，山长王文清将“不可闲
谈废时”和“通晓时务物理”写入学规，又作
劝学歌曰“人求多闻，时维建事。治事有斋，

苏湖之制。礼乐兵农，经天纬地。错节盘根，

用无不利”；乾隆年间，山长罗典践行“坚定
德性，明习时务”的教学理念；道光年间，湖
南巡抚吴荣光在院内创设“湘水校经堂”，以
培养通经史、识时务的经世致用人才。

正是在这一学风的熏陶下，晚清以降从
岳麓书院走出一大批名儒大吏， 如陶澍、魏
源、左宗棠、曾国藩、曾国荃、郭嵩焘等。从某
种程度上讲，他们实践了儒家“内圣外王”的
理想，是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的擎天柱石。

时至近代， 在西方坚船利炮的面前，儒
家的经世致用和道德修养显得笨拙不堪，如
何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直接关涉中华
文化的存亡绝续。为此，湖湘士子在苦苦求
索，岳麓书院也在顺应时变。

1917年，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
步程将“实事求是”作为校训，并高高悬挂在
原岳麓书院讲堂的门檐之上，在教育理念上
实现了从传统实学向近代科学的飞跃，为心
心念念传道济民的湖湘士子在与 “欧风美
雨”的较量中提供了新的思想基点。

在“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引下，以毛泽东、

蔡和森为代表的先进分子终于找到救国救
民的真理，走上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
道路，带领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伟大
革命。

近百年来，岳麓书院就是这样通过培育
人才一次次引领历史前进的方向，也正是在
一代又一代杰出代表的身上展现出强大的
文化活力。

从“道南正脉”到中西贯通

岳麓书院不仅秉持传道济民的价值追
求、讲求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坚持科学求
实的探索精神，也是一个海纳百川、兼容并
蓄的学术殿堂。纵观千年，一部岳麓书院史
就是在思想上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历史。

南宋乾道三年，朱熹不远千里前来与张
轼切磋学问，开创了岳麓书院自由讲学的学
术传统， 在思想史上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
义。据史籍记载，当时前来听讲者甚多，“一
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

此次会讲中，朱张互有思想启发，也结
下了深厚的情谊。30年后，朱熹安抚湖南，亦
时常亲临授课，让岳麓书院再现闻者影从的
盛况。

山因院盛，道以人传。岳麓书院同时得
到朱张两位大儒的垂青，从而在理学上具有
颇高的地位。无怪乎，崇尚理学的康熙帝和
乾隆帝会给予其极高的赞誉，先后赐以“学
达性天”“道南正脉”匾以示褒奖。

宋代理学大兴，张轼持论公允、不偏一
说， 因而与同时代的众多大儒交往甚密。这
一学术品格对岳麓书院的发展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他诚邀朱熹来湘会讲，更是为后世
树立了开门讲学的典范。其后，历代皆有来
访大儒登坛讲学，南宋有陈傅良、真德秀、

魏了翁、张忠恕，元代有吴澄，明代有李东
阳、王守仁、季本、罗洪先、邹元标、高世泰，

清代有毕沅、吴大澂等，可谓灿若群星、光彩
耀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众大儒的到来
为岳麓书院注入了强大的力量，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学术高峰， 留下一段又一段学术传
奇。 正是因为与其他思想不断交流碰撞，岳
麓书院才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正是因为
在学术交流中有如此博大的襟怀，岳麓书院

才始终为文人学士所景仰。

不过， 当西学借助枪炮闯入国门后，在
这场从未有过的文化较量中， 岳麓书院一
度表现得不尽如人意， 但也尽力按照自身
学术轨迹在向前迈进。 最后一任山长王先
谦鉴于时势“提倡新学”，在书院课程中“添
设算学、译学”。

之后，在清末学制改革大潮中，岳麓书
院完成了从旧式书院向近代学校的大转变，

与曾经针锋相对的时务学堂合为湖南高等
学堂，走上“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贯通
中西学问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几经并撤
分合，终成湖南大学今日之规模。

从“整齐严肃”到救国救民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
其君。忠君忧民是士大夫的政治人格和立身
之本，也是岳麓书院的传承之道。朱熹会讲
书院时，手书“忠孝廉节”四个大字，并刻石
立于讲堂， 成为岳麓学子修身立德的规范。

而后，乾隆年间山长欧阳正焕书、道光年间
山长欧阳厚均刊立的“整齐严肃”四字，是在
正心诚意上提出的更高要求。

自宋迄清，历代大儒对学子人格的反复
讲求， 塑造了岳麓书院浓厚的忠君卫道、崇
尚名节的凛然正气。 在一次次历史关口上，

岳麓师生表现得坚定不移、坚贞不屈，甚至
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北宋末年，金兵南下进攻长沙，岳麓师
生在抗金的同时依旧不废学业，为后世树立
了典范。 张轼是南宋抗金名将张浚之子，从
来就抱定与金“誓不言和”的坚定信念。在他
的教导和感染下，岳麓书院走出了一大批抗
金名将。

当元军围攻长沙时， 这种精神表现得
尤为慷慨悲壮。 岳麓师生披坚执锐，“乘城
共守”，大多战死城中，为湖湘文化涂上了
一层血红的底色。书院虽毁，但浩气长存。

史料记载，200 年后，潭人“道其事，犹慷慨
泣下”。

明清之际，再遇天崩地裂，书院山长吴

道行绝食而亡；学子王夫之决意抗清，历九
死犹未悔，后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使命担
当，隐居山林著书立说，誓为华夏留存精神
火种。

近代以降，内忧外患接踵并至，社会矛
盾更趋复杂。 当广大穷苦民众起来抗争、欲
图推翻腐朽的清王朝时，以肄业于岳麓书院
的官绅为核心的湘军集团，却以蛮劲站在了
他们的对立面。

好在， 这群深受湖湘文化影响的官绅
在面对内外危局时没有止步于忠君卫道，

而是从经世致用的传统出发迈开了走向世
界的步伐。谭嗣同在变法失败后慷慨赴死，

是这一群体对忠君卫道传统的血祭和诀
别；而后，唐才常、沈荩组建自立军，欲图
以起义方式推行变法主张，则是这一群体
在旧观念碰壁后对新道路的勇敢探索。他
们的牺牲让爱国爱民的观念得以超越旧式
的忠君卫道， 实现了湖湘文化精神内核的
重塑。

自此之后，湖湘大地走出了一批又一批
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革命者，进而在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下终于获得了精神上的主动，领
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胜利的革命道路，也
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由
此，中华文化展现出力量、获得了新生。在这
一历史进程中，岳麓书院古老的人文精神和
历史传统得以显现永恒的魅力。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岳麓书院以独有
的豪迈姿态从历史中走来，创造了中国教育
史、文化史的千年传奇，其传道济民的教育
理念、经世致用的求实学风、兼容并蓄的学
术气度、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直至今天依然
熠熠生辉。

总之，深切感受这座千年学府的思想脉
搏，深刻体悟中华文脉的历史传承，对于我
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有着重
大而深远的意义。可以相信，在中华民族阔
步走向伟大复兴、 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今天， 新时代学子必将继承先辈的
志向和事业，做出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不
负时代的伟大成就。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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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继民

孟子和庄子同为战国擅长辩
论的学界翘楚， 非但没有谋面，甚
至在各自著作中也从不提及对方，

缘何？

庄孟不但同时，而且孟子所处
之邹国与庄子所处之楚地并不遥
远。更重要的是，孟子以儒之正宗
自居，庄子则是批儒的“急先锋”，

庄子缘何不批孟子？

庄孟不见面， 不相互评论，当
与其个人追求有关。孟子肩负“舍
我其谁” 的天命之感以救天下，庄
子则以“急流勇退”的方式隐于世
间，道不同不相为谋，干脆“冷处
理”罢了。

看看今天的学术界， 即可明
了。以哲学界而言，研习中国哲学
与研习西方哲学的学者，即便近在
咫尺不交往者比比皆是。 更何况，

因学术观点不同而导致友谊决裂
者亦非罕见。人之“执着”，由此可
见一斑。

庄孟之时， 虽然儒道并起，但
并不意味着二者必然对立，更不意
味着庄子对儒学彻底否定。庄子批
儒，批的是“假儒”。对于真儒，庄子

未必反对。譬如，对于颜回，庄子非但未有任何揶
揄，反有诸多溢美之辞，盖颜子乃真儒者也。

其实，对于孔子，庄子亦很少揶揄，至少《内篇》

中的孔子大抵以正面形象出现。以此观之，庄子对
在世的孟子不置一词亦可理解，因孟子亦是世之真
儒，而非借孔子之名糊口的假儒、腐儒，自然无须臧
否。从孟子的角度来看，作为隐士的庄子在道德上
亦无甚瑕疵，故亦无须评点。

学术渊源的契合性，似乎也可为二者“不相攻
击”提供参照。庄子之学固然承接老子，但就义理而
言，同儒家多有契合。章太炎甚至有“庄子之学来自
儒门颜回”之说，认为“道家传与孔子为儒家，孔子
传颜回，再传至庄子，又入道家了”。

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中亦有同论。他认为，庄
子的学问传自田子方， 田子方的学问传自子夏，子
夏则是孔门弟子。

另外，庄孟二人是有机会见面的，因为庄子和
惠子有往来，惠子为梁相，而孟子在梁颇久。“但孟
子本性不喜欢和人家往来，彼此学问又不同，就不
会见了。”章太炎此说，甚确。

关于这一点， 德国哲学家给予了更多的例证。

譬如，黑格尔在其著作中就很少提及同时代的哲学
家。以《小逻辑》为例，不但只字不提同时代哲学家
叔本华的名字，即使对其有重要影响的康德、费希
特、斯宾诺莎等人，也很少提到。盖其人性情如此，

岂奈它何？

更何况，庄子脾气古怪，楚威王遣两位大夫聘
他做相都不干，一般人见他估计也难———性情同样
高傲的孟子，难道会主动去吃闭门羹？

除了个人性情之外，也许庄子在当时并不出名
（其本为隐者）是另一个影响因素。诚如朱熹所言：

“庄子当时亦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另有杂
家著作《尸子》曰“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

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没有提到庄子。

《吕氏春秋》也有类似的论断，从老聃数到儿良，偏
偏漏掉了庄子。

庄子一直被遗忘， 两汉 400 ?间竟无注庄子
的。 如此一来， 孟子不见庄子自是情理之中了。不
过，既然楚威王想聘庄子为相，至少说明庄子当为
一时名人，庄孟不相逢恐怕更多是性情使然。

此外，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孟子同告子、庄子同
惠施，皆是天造地设的“绝妙搭档”。既然二人各自
都找到了“知己”，何必再找“第三者”？

不过， 倘若两位思路各异的雄辩大师也来个
“儒道之辩”，当撞击出何等的思想火花？惜乎，历史
已然翻过，没有给出这个机会，这对中国乃至人类
思想史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作者单位：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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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电视剧:创业年代
22:38 航拍中国第 3季

央视三套
12:34 中国文艺报道
13:14 开门大吉
14:48 非常 6+1

15:50 艺览天下
16:53 综艺喜乐汇
17:55 天天把歌唱
18:30 中国文艺报道
19:07 综艺喜乐汇
19:30 向幸福出发
20:57 幸福账单-为你买单
21:55 TOP荣耀时刻

央视五套
13:25 2020-2021欧冠小组赛

第 1轮比赛集锦
14:00 2020-2021 法甲联赛

第 8轮(雷恩-昂热)

15:25 直播:2020-2021中国男
子篮球职业联赛第 5

轮(四川五粮金樽-广东
东莞大益)

18:35 2020体坛风云会-通向
东京之路

19:05 2020 全国举重锦标赛
男子 81公斤级决赛

19:55 直播:2020-2021中国男
子篮球职业联赛第 5

轮(浙江广厦控股-浙江
稠州金租)

22:50 欧冠开场哨
23:20 2020-2021 意甲联赛集

锦
央视六套

12:11 故事片:我的 88次逃婚
13:51 译制片:铜牌巨星(美国)

15:42 故事片: 小旋风柴进之
逼上梁山

17:55 故事片:武者
20:15 故事片:超时空救兵
22:09 故事片:仙乐飘飘(中国

香港)

央视十一套
12:01 影视剧场:三国演义(42、

43)

13:41 黄梅戏:富贵图
15:48 梨园周刊
16:22 戏曲青年说:锁麟囊
17:09 影视剧场 : 特赦 1959

(26、27)

18:56 主持人全天伴视-典藏
19:30 黄梅戏电影:天仙配
21:26 影视剧场:芝麻胡同(51)

22:16 影视剧场:大宅门(1、2)

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
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