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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认为，学习是件幸福的事。因
为，学习养心，幸福随心。而大学毕业
20年后能赴当年作为新闻人仰望的殿
堂———复旦学习，实为圆梦之旅，当属
人生中值得感恩铭记的赏心乐事。

初识复旦是从复旦人开始的。当
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晚报当记者， 温文
尔雅、 博学潇洒的社长兼总编辑左润
明先生就用他的人品和学识， 诠释了
复旦的精神和气质。 中国新闻史曾记
载，《共产党宣言》 中文首译者陈望道
教授执掌复旦新闻系时，确立了“宣扬
真理，改革社会”的指导思想，并把“好
学力行”作为系铭。“复旦新闻馆，天下
记者家”的著名对联，使集教学、科研、
实验于一体的“复旦新闻馆” 闻名遐
迩。新闻不老，薪火相传。

复旦校名出自《尚书》“日月光华，
旦复旦兮”，意在自强不息，寄予百年
前中国人教育强国的希望。其实，这也
是那个屈辱的时代， 中国人民族复兴
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复旦燕园雨
洗风磨见证岁月的日晷， 校门口挥手
向前的毛泽东主席像， 校史馆斑驳发
黄的首个《共产党宣言》译本和朱镕基
任上海市长时“希望以认真读书实践
来抵制读书无用论”的题词，都在静静

诉说一所大学、 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
自强不息的艰难历程……而校园内学
子们匆匆的脚步和图书馆、 实验室的
灯火，不只是知识的传承和创新，还是
梦想的延续和递进……

不惑之年重返校园， 置身青年学
子之间，有岁月蹉跎之感，无时光闲掷
之憾。旦复旦兮，虽然太阳每天照常升
起，但时光易逝，容颜易老，唯有学习
让人心灵滋养，充实宁静，让自己在与
人、与物、与内心的相处中和谐共生。

复旦之行是开启心智之旅。 复旦所
在的大上海代表中国现代化进程， 海纳
百川、开放创新的诸多实践和经验，让作
为“一部一带”全新定位、面临转型升级
全新使命的湖南人有所思、有所悟。

复旦之行是修养心性之旅。《共产
党宣言》首译于此，中共一大在沪召开
并发展成世界最大的执政党， 主导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让正
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的共产党
人再度思考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

复旦之行是平和心气之旅。 心气
平和事理通达，人情冷暖自省慎思。在
矛盾丛生的社会转型期和利益调整的
深化改革期，多宽容包容，理解谅解，
为同心共筑“中国梦”汇聚正能量。

王船山（本名夫之， 湖南衡阳人，
1619—1692）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
国主义者，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著名
学者、《王夫之评传》作者萧萐父有言：“船
山多梦，并都予以诗化。诗中梦境，凝聚了
他的理想追求和内蕴情结。”

船山诗境中，有“蚁梦”、“笋梦”、“蝶
梦”、“梅花梦”，乃至“蟠藕修罗”（典出佛
经， 恶神阿修罗因反抗欲界之主帝释天，
战败后只得蟠身在污泥藕孔之中）等奇丽
多彩的梦影。它们无一不是其人格美的艺
术升华。

王船山生活于明清鼎革之际，先是农
民起义的风暴席卷全国， 接着是清兵入
关，他亲身遭遇了国亡家破的惨重民族灾

难。解析船山之“梦”，人们会发现，他所追
逐的美丽的梦想，并不是———也不可能是
一成不变的。

青年王船山曾经在南岳双髻峰修建
一处住宅，作为“避兵常居之所”，他特意
题名“续梦庵”，以寄故国之思。他后来居
衡阳茱萸圹。52岁时，曾作《续梦庵》诗，中
有“旧梦已不续，无如新梦惊”之句，说明
他审时度势，已抛弃“旧梦”，而在追寻着
“新梦”。那么，什么是他的“新梦”呢？

晚年，他在参与反抗满清统治的民族
战争失败后， 于衡阳石船山下另筑茅舍
“湘西草堂”，隐居起来，以衰老多病之躯，
潜心于学术研究。他的门生、画家刘思肯
造访，为他绘小像。绘完后，王船山题《鹧
鸪天》词一首：

“把镜相看认不来，问人云此是姜斋。
（注：船山晚年自号）龟于朽后随人卜，梦
未圆时莫浪猜！

谁仗笔？此形骸。闲愁输汝两眉开。铅
华未落君还在，我自从天乞活埋。”

这首词，于闲适豁达之中，寓激越深
沉之意。其中，除“我自从天乞活埋”这一
惊天地、泣鬼神的千古绝唱以外，意蕴最
深刻的是“梦未圆时莫浪猜”一句。后人笺
注此词， 有人持如下观点：“男儿坠地，即

入梦境……子臣之分， 尤所素
定。 故只可有一梦， 不可有二
梦。先生……营‘续梦庵’，盖隐
示此梦不可断也。” 这首词的

“梦未 ”
句 ，“即
言 此 身
一 日 未
死，尚是

有明孤臣所续之梦一日未圆”；而“我自”
句，“盖欲早了此身， 以完是梦”。 我却认
为， 这是一种拘守儒家道统的陈腐之见，
而独欣赏亡友邓潭洲《王船山传论》中的
如下解读：王船山以前称自己所居之庵为
“续梦”，其要续的梦是“希望恢复明朝的
统治这一意念的象征；后来他的‘梦’则不
然。因为他看到清朝政权已经巩固，复明
已无希望，所以他不会再续以前的‘梦’，
而是企图通过在学术研究中所取得的成
果， 寄希望于未来……要用自己的心血，
去浇灌未来的民族觉醒之花！”这个“梦”
到什么时候才能圆， 他虽然还不能估计
到，但他强调“莫浪猜”，就意味着他对未
来中华民族复兴的前途“充满着必胜的信
心”！

王船山的这种信心，是他晚年忘我地
从事学术研究的主要动力。他一生追寻救
国救民、复兴中华的梦想，倡导民族至上
的爱国精神。为了坚定人们复兴民族的信
念，他顺应时代的要求，继承并改造孔、孟
的“仁、义”学说，创造性地提出“三义”说，
把君主一姓之兴亡降到“一人之正义”的
地位，把“生民之生死”看作高于君主一姓
之私利的“一时之大义”，而把整个民族的

兴亡看作高于一切的“古今之通义”。这正
是他把民族复兴作为自己追寻的新“梦”
的思想理论基础。船山先生作为伟大的思
想家，强调“趋时更新”，他在许多方面用
新的价值观取代旧的价值观，对我国以儒
家为主体的传统思想观念进行深刻反思
和大胆扬弃，建立起博大精深、具有启蒙
特色的理论体系。船山思想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园地一簇盛开的千叶牡丹，在世界
思想史上也占有地位。

人类文明史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强盛，总是以文化的复兴为支撑的。习近
平同志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积淀着中
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代表着中华民
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这说明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
繁荣为条件， 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
“魂”。 文化复兴不仅是民族复兴的重要内
涵，而且是其根本动力和精神支撑。所谓复
兴，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时俱进，创造中
华文化、中华文明的更大辉煌。

梦想，在某种意义上，和理想是等义
语。自古以来，炎黄子孙就是一个富于梦
想的群体，中华民族也是有共同的伟大理
想的民族。今天中国人民和共产党人所追
寻的“中国梦”，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共同理想。它立足现实，面向未来，而
又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文明肌体
之中。换句话说，这个伟大梦想，正是几千
年来中国历代先哲前贤、志士仁人和广大
人民绵延不绝、孜孜以求的发展梦、革新
梦、强盛梦和幸福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的传承、延续、开拓和发展，集中体现了当
代中华儿女的共同理想。我们一定要继承
发扬船山精神，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顽强意志，为中华
文化再造辉煌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历史必将证明，300多年前的船山
“梦”并非渺茫。通过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
的集体奋斗，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实现之日，也就是船山“梦”圆之时！

船山“梦”与中国梦
———读史札记

没想到，湘江边上的株洲马家河镇，还
有这样一个人文古迹丰厚、 依山傍水的静
美之处：高塘罗家大院。这个大院，是岳麓
书院山长罗典、革命先烈罗哲的家乡。

曾无数次流连于岳麓书院的千年庭院
里。每次一进书院门，就可见一个戏台模样
的古建筑，名“赫曦台”，青瓦顶，空花琉璃
脊， 挑檐卷棚。 这是清代乾隆五十五年
（1790）， 山长罗典在大门前的空阔地带建
筑的前台。沿石砌台基而上，左右内壁上有
“福”、“寿”二字，高丈许，笔走龙蛇。据说，
“寿” 字为一老道舞动扫帚而写成，“福”字
则为罗典补书。

到了马家河，我才知，罗典于康熙五十
八年（1719）出生于高塘罗家大院，清乾隆
十二年（1747）乡试第一，乾隆十六年殿试
传胪(二甲第一名），曾授编修官、四川督学、
御史， 官至鸿胪寺少卿。 乾隆四十七年
（1782），罗典被聘为岳麓书院山长，历任时
间长达27年。他对岳麓书院进行改造建设，
修建了著名的“岳麓八景”， 培养了陶澍、
欧阳厚均等大批优秀学子， 是近代岳麓书
院最著名的山长。

罗典学问广博，品行兼优，老成宿望，
他的学养与成就也影响着高塘罗氏后人。
据罗氏族谱云：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如木
有根，如水有源……高塘，是鼓颡洲罗氏的
集聚地。相传，位于高塘的罗家大祠堂“明
德堂”，始建于乾隆年间，就与罗典有关，且
为乾隆皇帝钦赐建造，素有“皇亭”之称。如今，祠堂已经
被拆除，只影壁、围墙、第三进还有些残存，那残存的影
壁十分高宽，气势恢宏……祠堂左辕门处那条一米多宽
的麻石路，通往明代洪武年间修建的青龙桥。桥基与拱
洞由巨大的麻石层层垒砌，优美坚固，至今还人来人往。

后来也有一翩翩罗氏儿郎跨过青龙桥走向马家河
渡口，走向省会长沙，汇入革命的洪流中，而回来时却成
了高塘的一个青冢。1902年出生在高塘村的罗哲，16岁
时考取了当时的长沙高等工业学校，成为学生运动中的
积极分子，并与毛泽东相识，1926年任中央农民运动讲
习所教员，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全国农
民协会筹委会秘书。1928年7月罗哲被叛徒出卖遭逮
捕，10月底被杀害于长沙市浏阳门外，年仅26岁。毛泽
东失去了亲密的战友十分悲痛，为罗哲亲题墓碑。并于
1956年8月写信给罗哲遗属， 将题碑文和300元赠款一
并寄来，为罗哲修墓。

先祖忠烈贤臣美德在罗氏子孙中遗泽流芳，如今古
风民俗添新韵，村庄变社区，村民变市民。高塘整合人文
历史资源，农民已洗脚上岸“转业”，建成了一个清雅的田
园大宅。“春来夜雨山塘满，十里蛙声远。”田田荷塘，鱼戏
莲叶间，竿起鱼跳，垂钓人钓起了一串串的欢笑；时令鲜
蔬，在菜畦里鲜绿欢颜，吊足了城里游人的胃口，挎篮摘
菜做一回罗家大院人；猪头肉、河鲜、农家干菜、家酿杨梅
酒，一边大快朵颐着乡野美食，一边凭窗远眺，山塘如镜
如珍珠散落，古桥如月如虹卧波，花菜瓜果在前庭后院竞
相灿烂……二十几幢新式小高层农民新居， 成为这幅人
文、生态、资源和旅游契合的静谧风景中的亮色。

“晚景自堪嗟，落日余晖，凭添枫叶三分艳；春光无
限好，生花妙笔，难写江天一色秋。”突然想起罗典题岳
麓山爱晚亭的这副名联。我在罗家大院乡村游时，已是
深秋，不能领略高塘桃红李绿、柳嫩竹新、荷碧桐翠、菊
黄梅白的四季变换景色，我也无罗典的生花妙笔，难写
高塘一色秋。

难
写
高
塘
一
色
秋

□

奉
荣
梅

□胡光凡

不忘初心
□易鹰

为弘扬传统
民族文化， 宣传
与保护湖南“古
村镇、 老手艺”，
省工艺美术协
会、 省民间文艺
家协会与本报共
同开展了“记住
乡愁———寻找湖
南最美古村镇、
老手艺活动 ”。
《大美乡愁》由省
文联副主席、省
民间文艺家协会
主席曾应明作
词，蒋军荣作曲。

作家看两型
中国梦·文学梦·湖南篇章

省长株潭两型试验区工委
省委外宣办
湖南省作协

主
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