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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湘学靠什么
朱有志

严格学术意义上的“湘学”，有着特定
的内涵。自南宋产生以来，湘学以理学为
宗，尊奉儒家道统，但又有着湖湘特色，在
中华文化中昭显着独特的个性。作为一个
学派，湘学仍讲求儒家的格、致、诚、正、
修、齐、治、平之学。但更注重经世致用，践
履力行，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其他地域特定
的精神。在这一精神的引导下，湖南人创
造了湖南的历史，而且对中国的历史进程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精
神财富。

近代是中国最为动荡不安的时代。正
是在这样的时代，激发了湖南人特异的思
想和志节， 磨砺了湖南人的英雄本色。梁
启超说：“中国苟受分割，十八省中可以为
之后之图者，莫如湖南、广东两省矣。湖南
之士可用，广东之商可取；湖南之长在强

而悍，广东之长在富而通。”“强而悍”正是
湖湘精神的体现，湖南人自己则以其豪言
壮举阐发诠释了这一独特精神。杨毓麟在
《新湖南》中说：“我湖南人，对于同种之责
任，其重大有远过于诸省者。”杨度在《湖
南少年歌》中说：“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
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
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 除非湖南人
尽死！”湖南人在近代所表现的这一气概，
以及在海内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时人所认
同， 梁启超推崇湖南为“天下人才之渊
薮”，谓：“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
人若也。”

在上述精神导引下，中国近现代历史
的发展深深地刻上了湖南的印迹。 魏源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倡呼，给经世致用注
入了时代活力， 开辟了思想领域的新纪

元。湘军的崛起和事功，改变了清王朝的
政治格局，为步入近代化的洋务新政疏解
了种种梗阻。戊戌维新中，湖南为“全国最
富朝气之一省”，有得风气之先之概，各种
举措别开生面，谭嗣同以死“召后起”的壮
举，惊天地、泣鬼神。孙中山首倡民主革
命，湖湘志士呼应最力，实行最力，勋劳卓
著，其功甚伟。“五四”运动开启新民主主
义革命，湘籍英豪领袖群伦，翻天覆地，为
中国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非凡之功绩，
立盖世之勋业。 谭其骧先生称：“清季以
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
右。” 显然， 近代湖南与近代中国命运与
共，浑然一体，舍此则无彼。

起源于传统儒学的湘学， 与时俱变，
在历史的演进中推陈出新， 丰富内涵。正
是这种内在的精神，湘学在不同时代一道

而同风，弥久而常新，持续不断地开启着
中国的新气象。显然，湘学所阐发的特异
精神，随着历史的演递而发育成笼括整个
湖南历史人文、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
现象。研究湘学，应将其置于这一宏阔的
视野之中， 阐发有关湖南与中国之史事，
以及对当今社会的影响和启迪。由此才能
深入解析湘学和湖湘文化之底蕴，真正认
识其深远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钱基博
先生论及近百年湖南学风， 谓：“张皇湖
南，而不为湖南，为天下；诵说先贤，而不
为先贤，为今人。”此言可说是道出了湘学
研究的真谛， 湘学不仅仅是研究湖湘之
学，也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关系
到整个中国的昨天和今天，并对未来提供
颇有助益的思想养分。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前沿理论

湘学的特殊品格

宏大湘学、振兴湖南，是当代湖南人的历史使命，作为
生于斯、长于斯的湖南学人，我们有义务、有责任、有信心、
有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宏大湘学。

要宏大湘学，必须着力打造一群大师，铸就一批精品。
大师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一个有深厚学术修养、无穷
人格魅力的大师，其影响力是无限的。像易中天、于丹、余
秋雨等文化传播大师，就在当代中国的文化传播当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湘学研究，要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平台扩大研
究者的学术影响力，延展他们的文化生命力，助推其成为
在省内外、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大师。反过来，也只有拥有这
样一批大师，湘学的影响力、辐射力才能大幅度增强。在他
们的学术修养和人格魅力感召下，湘学才能真正走入寻常
百姓家。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重精品的铸就，“宁尝鲜桃
一口，不要烂杏一筐”，宁可花大气力、下深功夫创作精品，
也绝不生产学术垃圾。“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只有经得起
实践考验的文化精品， 才能真正具有影响力和生命力，才
能真正有利于培养新一代湖南人。

要宏大湘学，必须实现研究力量的整合，实现资源的
优化配置。在湖湘大地乃至国内外，从事湘学研究的学者
并不在少数，然而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这些学术力量并
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整合，而是处于分散作战、单兵作
战的状态， 没有形成具有规模效应的战斗力和影响力。为
此，我们要充分发挥湖南省湘学研究院的作用，以湘学研
究院为平台，重新组织和协调省内外、国内外的湘学研究
力量，实现湘学研究队伍的整合。在整合过程中，尤其要注
重发挥学术带头人的作用，要建构年龄结构合理、知识背
景互补的学术梯队， 注重研究者的个性特征和研究专长，
实现研究者之间的深度融合，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要宏大湘学，必须借助现代传播方式，实现研究和普
及的有效结合。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传播
方式也日新月异。有别于传统的纸质阅读方式，现代人尤
其是年轻人的阅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不再专注于
纸质传播媒介，而热衷于互联网、手机等载体和平台获取
信息。在阅读的内容上，也较少关注长篇大论，而乐于通过
论坛、微博、微信等方式，来获取“快餐”资讯。要宏大湘学，
我们在注重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就一定要注意到这种文化
传播方式的新变化。要让湘学为普通大众所熟悉，就必须
采取符合他们审美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媒体传播方式。为
此，湘学研究的成果决不能局限于纸面层次，而是要转化
为新媒体传播方式，要让它上网、进手机、入论坛、登微博，
这样既能够丰富现代传播媒介的内容，也能够在学术研究
硕果累累的基础上，让湘学四处生根、无处不在。这样，才
能让湘学真正宏大起来！

（作者系省政协常委、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省湘学
研究院院长、教授）

湘学作为一种区域历
史文化， 是在一定的时代
背景下， 在中华民族整体
文化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

一种特质。我们分析一下湘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
三个阶段，可以发现都是以儒学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
化， 受到非主体民族文化或外来文化严重威胁的时候。正
是在这种威胁面前， 作为与儒家文化属于同质文化的湘
学，明显呈现出“逆境文化”的若干精神特征。所谓“逆境文
化”，指的是在特定的困难环境中更能体现其价值、更能发
挥其影响的文化。

湖湘之学形成于南宋时期，这正是中国历史上宋金对
立之时，由于女真族所建立的金朝南下，北宋灭亡，南宋只
能苟安于江南一隅。随着中原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的南移，大批知识分子也从北方向南方转移，在这种背景
下，形成了湖湘学派兴起的第一个阶段。湖湘之学发展的
第二个高峰，是明清之际的船山之学，这也是中原王朝被
少数民族政权进攻，汉族文化受到少数民族文化冲击的时
候。进入近代后，湖湘之学出现了进一步兴盛的局面。而这
一局面的形成，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文化受到
西方文化冲击的“变局”紧密相连。由此可以看出，湖湘之
学发展的几个高潮，都是中原王朝受到少数民族政权进攻
或中华民族受到西方列强侵略，中原文化或中华文化受到
异质文化冲击而处于逆境的时候。从这一意义上说，湘学
也是一种“逆境文化”。

湘学的“逆境文化”特质，突出表现在其文化精神方
面。学界对湘学特征的概括各有不同。我认为，湘学特征突
出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大本大原的本原追求、忧国忧民
的忧患意识、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以及冲决网罗的抗争气
魄。这四个方面贯穿于湘学的各个层面，将湖湘思想学术
与湖南人的社会心理、行为特征联系在一起。而这四种文
化精神只有在逆境中才最能发挥其优势， 体现其价值。以
近代为例，魏源、曾国藩、谭嗣同、黄兴、杨昌济、毛泽东等
一代代的湖南人在内忧外患的逆境中，不断地探索救国救
民的“本原”，将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化为对国家、对民族
的责任，勇于担当、敢于抗争，最终造就了一代代伟大的湖
南人才群体。也许，没有内忧外患的“逆境”，湘学精神可能
就不会有那么辉煌的彰显。

当然，说湘学是“逆境文化”，并不是说它在顺境中没
有价值，不能发挥其影响，只是这种价值和影响相对来说
要小一些。如上所说的湘学精神，在内忧外患和革命战争
时期，其价值和影响可能发挥到极致，但在相对和平的环
境，在经济建设年代其价值和影响就少得多，有时甚至体
现出其弊端与不足。

因此， 在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
代，宏大湘学，首先应该对其文化精神进行创新。一方面，
传统湘学精神在和平建设时期的价值和影响似乎降低，并
非其本身的问题，而往往是我们对其理解的片面和偏差所
导致。这就要求我们对湘学精神的合理内核进行创造性的
解读和理解，着力发掘其在和平环境中适应经济建设需要
的因素，使其焕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要根据时
代和环境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充实湘学的精神内涵，把那
些适应性更强的文化精神纳入到湘学体系中。 只有这样，
才能使湘学不断适应新时代和新任务的需要，才能使湘学
为湖南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宏大湘学的
“逆境文化”

彭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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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言

郑佳明

曾国藩说：“湖南之为邦， 北枕大江，
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革，盖亦山国
荒僻之亚。然周之末，屈原出于其间，《离
骚》诸篇为后世言情韵者所祖。逮乎来世，
周子复生于斯，作《太极图说》、《通书》，为
后世言义理者所祖。两贤者，皆前无师承，
创立高文。上与《诗经》、《周易》同风，下而
百代逸才举莫能越其范围。” 这就道出了
湘学的渊源与历史地位。正是湖湘的地理
和历史孕育了湘学，也镌刻了湘学的特殊
品格。

湘学有一种重道的传统。湘人为学追
求大本大源，上下求索、天人合一。从屈
原、贾谊开始，一直到柳宗元、刘禹锡、韩
愈、李白、杜甫、范仲淹、苏东坡，湖湘大
地士子先忧后乐，悲天悯人，有一种重视
原道和终极关怀的精神。 周敦颐把这种
精神上升为理论，被誉为“得圣贤不传之
学”的理学开山。清代学者黄宗羲在《宋
儒学案》中说：“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
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
程嗣之……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

数元公之破暗也”。弟子程颢、程颐继承和
完善了他的思想。后来经过朱熹进一步发
展，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从濂闽关洛到
程朱理学，都与湖湘之地、湖湘之人、湖湘
之学连在一起，让湘学与中华儒学在同一
个层次发展和变迁； 近代中华文化的转
变，义理之学变成实用之学、实事求是之
学，也关乎湘人湘学，使湘学成了有全国
意义的文化现象。王船山以后湘学的思想
资源极大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人文和历
史。

湘学有一种求变的精神。屈原是求变
的，濂溪是求变的，王船山也是求变的，他
们都深受《周易》影响，读“易”思变，趋时
更化。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由胡安国首开
先声，其子胡宏独创新论，弟子张栻继承
其说，形成湖湘学派，也是求变的。黄宗羲
认为“中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
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 卒开湖
湘之学统。”《正蒙》是张载的名篇，而《知
言》超过了它，超越的是变革经世的思想。
这种思想从胡宏就开始了，朱熹曾经对此
不以为然。 王船山传承的同样是义理之
学，但是他改变了宋明理学。历史上当其
它地方在传承的时候，湖湘学者往往在求
变。曾国藩是卫道士，但是他掀起了洋务
运动这一深远的变革，魏源师夷长技以制

夷，也是求变。在道和器、知和行、体和用
一系列问题上，湘人往往独树一帜。湘学
是在变革中超越其他学问的。这种变革思
想孕育出近代湘人中的大批改革家和革
命家。

湘学有一种唯实的态度。湘学在重理
性的同时，重感性，重现实，追求知行合
一。胡宏说：“夫人生非生而知之，则其知
皆缘事物知”，“是以节事取物，不厌不弃，
必身亲格之，以致其知焉”。他认为，人非
生而知之，知是后天得到的，是通过客观
事物的接触和了解得来的。接触和了解客
观事物必须用耳目等感觉器官。 他说：
“夫耳目者，心之所以流通也；若夫图形
具而不能见，耳形具而不能闻，则亦奚用
夫耳目之官哉！”在名实问题上，胡宏肯
定有实而后有名。 他说：“有实而后有名
者也。实如是，故名如是。实如是，名不如
是则名实乱矣。名实乱于上，则下莫之所
以，而危之至矣。”从王船山开始，湘学求
实、重实、重器、重行的精神特色愈发鲜
明。从知行统一于“礼”的儒学，知行统一
于“理”的理学，知行统一于心的王阳明
“心学”，到知行统一于“行”的船山学，千
年湘学使中国哲学为之一变，经世致用、
知行合一、实事求是，成为近代中国救亡
图存，革故鼎新的锐利武器。湘人毛泽东

写出《实践论》 这样论述知行关系的佳
作，绝非偶然。

湘学有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湘学其
实是百家之学。湘学存在于湘籍人士之作
中，如周敦颐、王船山、曾国藩等；流寓于
湖湘人士之作中，如屈原、贾谊、柳宗元、
刘禹锡、张栻等；研究和传播于湘学人士
之作中，如胡氏父子等；弘扬于对湘学有
巨大影响人士的相关之作中， 如张载、程
氏兄弟、朱熹以及王阳明等。湘学实际上
是后发之学。在屈原、贾谊之后，两宋之
前，湘学基本是李肖聃先生所谓的“流寓
学者”在支撑。湘籍人士自己做的学问自
两宋兴起，元明消沉，明清之际虽有王船
山，但其学术成果在当时并未彰显。湘学
在清末再次勃兴，影响至今。濂溪的理学
框架本来就是吸收儒佛道诸家精髓后改
造出的新儒学。 程朱理学包括湖湘学派
的学者大都是外省籍人士。 王阳明对湖
湘文化的深远影响， 王船山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全面批判和吸收， 都是湘学嬗变
进步的动力。可以说，湘学是一条开放的
河流，吸收容纳了各地各派的学术思潮，
成就了湘学的博大精深， 推动了湘学的
与时俱进。

（ 作 者 系 省 委 宣 传 部 原 巡 视 员 、
省社科联原主席 、研究员 ）

刘云波

许多学者主张，湘学是指从两宋到清
末时期产生和发展于湖南地区的一种学
术形态。这是学术流派意义上的、狭义的
湘学。而我们当下所要研究、所要宏大的
湘学，更多应该是“地域之学”这一广义上
的湘学。所谓“地域之学”，从内涵而言，它
就不只是包括地域的学术，还应该包括地
域的思想、品格和精神等其它一切与湖南
相关的学问；从时间而言，显然不能局限
于两宋到清末，而应该是整个五千年的历
史长河。

因此，我们不妨给广义的湘学下个定
义：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进程中，于湖
湘大地上滋生、传衍、发展，打上了深深的
湖湘地域烙印，具有普遍性、恒定性，并为

外界基本认同的一种湖湘特质。包括湖湘
地域意识、地域观念、地域习俗、地域信
仰、 地域宗教以及地域性格和地域精神
等。从广义的湘学意义上而言，凡是与湖
湘大地相关的，古往今来一切具有湖湘气
派的人、事、物，都可以统归于湘学的研究
范畴。而我们所谓之宏大湘学，就不仅仅
只是宏大湖湘学术那么简单。更应该强调
的是，宏大湖湘的品格和湖湘的精神。

为什么要宏大湘学？因为从湖湘大地
走出的无数优秀儿女，曾经为中华民族的
进步和发展做出过特别突出的贡献，是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的功臣和脊梁。他
们不仅为创造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立下
过汗马功劳， 更在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

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贡献了自己
的勇气、智慧甚至热血和生命。对此，我们
不能忘记也不应忘记。

为什么要宏大湘学？因为湘学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倡导的心
忧天下的爱国情怀、 敢为人先的创新精
神、不尚空言的实干品格以及不甘人后的
图强毅力等等，本身就是中国精神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
之魄”。从一定意义上说，宏大湘学就是弘
扬中国精神，就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
供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

为什么要宏大湘学？因为伴随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出现的信仰缺
失、道德滑坡以及贪污腐败等许多不良现

象，与湘学所昭示、所提倡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相差越来越远。宏大湘学，可
以说是增强国人理想信念、重塑国人道德
品质、树立国人美好形象的良方妙药。

为什么要宏大湘学？因为湘学是湖湘
大地的精神信仰，曾经给湖南人带来过无
上的荣耀和自豪。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
代，在竞争之激烈无与伦比的时代，湖南
人要像过去“充满革命的自信”那样“充满
经济的自信”，要想顺利实现自己的“小康
梦”、“两型梦”、“崛起梦”，必须宏大湘学。
应该说， 宏大湘学是振兴湖南的自信之
根、力量之源！

（作者系省湘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研究员）

张皇湖南 而为天下 李育民

朱汉民

湘学是什么？此“湘”指的是湘人或
产生于湘地的学术，此“学”指的是具有
学理意义的知识体系与学术思想。 我认
为， 湘学作为一种区域学术形态出现于
学术界，绝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湘
学学统与中华学术文化的发展和转型密
切相关。

楚汉是湘学的孕育期。晚清一些学者
就强调湘学有着久远的历史，他们认为可
上溯到先秦时期。戴德说：“三闾（屈原）以
孤愤沉湘，元公（周敦颐）以伊尹为志，遂
开湘学仁侠之大宗”。楚汉时期屈、贾等士
大夫，在湖南寓居期间所撰述、传播的各
种知识、观念、学问，均具有湖湘地域学术
意义，能够纳入到湘学脉络中来。

唐宋时期是湘学的成型期。在湘学史
上，最早以独立的区域学术形态活跃于学
术界，并获得相关命名的是南宋胡氏父子

和张栻。在儒学区域形态十分成熟的两宋
时期，胡、张创建的儒学学派被朱熹称之
为“湖湘学”或“湖南学”。湖湘学派的出
现， 是唐宋之际中国学术文化发生重大
演变与转型的成果之一。 如果我们进一
步考察“唐宋转型”以来，在湖南从事学
术研究与传播并产生了重大影响者，就
要从胡、 张的湖湘学上溯至北宋的周濂
溪，并由周濂溪上溯至晚唐的柳宗元。柳
宗元———周敦颐———胡、 张构成的湘学
学术脉络， 能够展现唐中叶以来中国学
术文化演变发展的基本进程与发展脉
络，即晚唐的儒学复兴（柳宗元）、北宋的
新儒学奠基（周敦颐）、再到南宋的新儒
学集大成（胡宏、张栻）。

明清至民国初年湘学呈现大发展。明
清以来， 湖南地区涌现出大量知名学者，
湘学发展呈现高峰， 一直延续到民国初
年。 明清时期的湘学学者均是湖湘本地
人， 其中大多数又主要是在湖南接受教
育、从事学术研究。因此，他们的教育背
景、学术背景具有更加鲜明的湖湘地域色
彩。这个时期的湘学学者大多在湘学学统

特别坚实、 湘学学风十分浓厚的岳麓书
院、城南书院、石鼓书院等接受教育，这些
书院的山长、 主讲都有很强烈的承传、弘
扬湘学学统的学术理想，湖湘学人就是在
这种学统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同时，这段
时期，湖湘地区高水平的学者、学派、论著
等，在规模、数量上大幅地增加，呈现群星
灿烂的局面。这些本土学者，能够根据历
史演变、时代发展的要求，做到与时俱进，
成为引领新兴学术思潮的代表。从明清之
际到民国初年，是中国传统社会变迁最为
急剧的时期，也是学术思潮变革最为显著
的时期。只有走在时代前面的学人，才能
够预见社会的发展趋势，继而创造新的知
识与思想， 从而引领学术思潮的变革。清
朝、 民国初年的湘学能够彰显于天下，并
为近代学人所推崇，正是由于湘学在与时
俱进中引领着不断演变和发展的学术思
潮。

近代以来湘学逐步走向成熟。 其实，
湖湘区域学术形态的产生，本是中国传统
学术的地方性知识形态的体现。 但是，中
国近代过程首先是文化观念与知识形态

的近代化。这种新的知识形态是从西方引
进的各种自然科学技术知识，以及按西方
知识学分类的哲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
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方面的人文社
会科学知识。这两类知识形态，都是以西
方的文化观念、思维方式为背景而完成的
知识架构。随着湘学逐步走向成熟，其学
术成就体现出湖南学人对中国乃至全人
类学术文化的贡献。而在民国时期的专家
学者中，那些从事自然科学、技术工程的
专家学者，他们的知识形态与“湘学传统”
没有多少关联；同样，那些从事经济学、法
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学术形态，与“湘
学传统”的联系也比较少。当然，这些湖南
学人的内心深处可能仍有湘学旨趣的影
响，也在应用科学与传统经世之学上有联
系。相对而言，那些文、史、哲等人文学科
领域的学术，天然地与传统湘学有较多的
联系，无论是学术形态，还是学术旨趣，均
受湘学传统影响较大，可以将其看作近代
化以后转型中的湘学形态。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 、
省社科联副主席 、教授 ）

探讨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