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闹市寻“西山”
学宫诗文尚留迹

一个周末，在繁华的长沙城南南门口，我
在长沙名校长郡中学南门前彷徨，寻访700多
年前西山先生祠的遗迹。

史载，西山先生祠在天妃宫侧。西湖路人
行天桥边曾是天妃宫的所在， 如今成了一家
立体停车场，只有两株合抱的樟树，还留存一
点古意。我在南门口的小巷子里穿行，想捕捉
一丝潭州知州西山先生真德秀的足迹。 宋代
长沙城市的规模比唐五代更大， 其城垣直至
清末也没有被超越。 南门口一带旧时曾为长
沙府署、潭州州学、学院衙门所在，因此街巷
的名字都满是文气，诸如登仁桥、学院巷、西
文庙坪巷、学宫门正街、修文街等。1938年的

“文夕”大火前，南门口古迹甚多。
我的脚步停留在文庙坪小学门口， 正是

秋天，高大的梧桐一地落叶，一株石榴树挂满
了红红的石榴，一路寻过去，在后面的教学楼
前见到了两尊石象， 这是当年长沙府学宫的
遗物。院子里还见到三根长条石块作的凳子，
像是学宫的遗物，一栋教学楼后面还有方的、

圆的大大小小七尊麻石柱础一路排行。 从这
些粗大的柱础和长条石， 可以想见当年学宫
的恢弘气势。 这些沾满古代湖湘士子孜孜求
学气息的石头，仍被文庙坪小学的学童攀爬、
抚摸，用童稚的朗朗书声浸染它们，将几步之
遥的红尘市声隔绝在外。

望见那翘檐巍耸的牌楼， 就知我寻觅的
刻有真德秀的《潭州大成殿记》的文庙坪牌楼
到了。高约十米的牌楼始建于明代，1866年重
建，为长沙府学宫遗物，也是“文夕”大火后长
沙幸存的为数不多的文物。 牌坊正门额坊上
刻着“道冠古今”，背面是“贤关”，坊柱上雕刻
着二龙戏珠、狮子绣球、麒麟、卷草等图样和
纹饰， 龙头鱼身吻兽簇拥着中心的葫芦在重
檐上兀立，雕琢精细。东侧还有另一块与之相
对的“德配天地”花岗岩石坊，约在上世纪70
年代被毁。

在牌坊广场东侧的文化墙左侧，我终于
找到了真德秀的《潭州大成殿记》，虽是近年
新刻，但毕竟是西山先生的文脉，是他遗留
湖湘的著名诗文之一。《潭州大成殿记》描述
的，是宋时学宫重建后的恢弘景象：“厚重镇
俗如岳之弗摇，清明鉴物如湘之不波”“彻其
陪厦，敞为新宫，凡二十有六楹，昔之暗郁，
倏焉亢爽”“宫墙外内巍然焕然”“甓旧路，复
射圃”……

北宋治平元年（1064），潭州知州吴仲复
改庙学为州学，王安石欣然赋诗《潭州新学》
相贺，这是长沙府最早的高等学校。宋代州
学曾多次扩修，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绍定元
年（1228），由知州、资政阁学士曾效序主持。
大成殿修复扩建告成之后，已是享有盛名的
大理学家、前任真德秀为之作记《潭州大成
殿记》。

学宫历经元、明、清，多次遭战火焚毁复
修、增建。相邻刻着清代刘弘化的《长沙府修
学记》， 墙的右侧镶嵌着“长沙府学宫图”和
“长沙府学宫遗址”， 学宫图两侧是宋代理学
家朱熹的“忠孝廉节”四个大字。“学宫图”再
现的是清同治年间学宫的历史风貌。

有游人一边诵读墙上真德秀的《潭州大
成殿记》，一边好奇地问，这姓真的是个什么
人物呢？ 斜靠背椅与街坊喝茶扯闲谈的一位
爹爹，随口答道：真德秀是宋朝长沙的知府，
很有学问的。

“从来官吏与斯民，
本是同胞一体亲”

没错，真德秀是很有学问，他在南宋理学
的地位毋庸置疑， 在南宋政治舞台上还真

“秀”出了高潮。
真德秀官至户部尚书、参知政事，逝后被

赠为银青光禄大夫。嘉定十五年（1222）真德
秀以宝谟阁待制、荆湖南路安抚使知潭州（即
长沙），直到嘉定十七年（1224）十二月离任。
他是南宋继朱熹之后， 与魏了翁齐名的朝野
声望很高的学者，著述甚丰，有《星沙集志》
《西山集》等。真德秀深得理宗皇帝的信任，以
侍读身份讲理学，打动皇帝的心，使得理学在
皇帝的倡导下，获取了正宗地位。

在潭州知州任上，真德秀在政务、教育、
农业等几方面也真的“秀”出了实绩，让“不服
行”的长沙人服膺。南宋时荆湖南路管辖区域
大致为今湖南省除湘西地区之外、 洞庭湖以
南的所有地域。45岁的真德秀在长沙施政，以

“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
自勉，严守“廉仁公勤”四字，“励僚属”。

从来官吏与斯民，本是同胞一体亲。既以
脂膏供尔禄，须知痛痒切吾身。

此邦自号唐朝古，我辈当如汉吏循。今日
湘亭一杯酒，敢烦散作十分春。

真德秀所作的这首《湘江亭谕僚属》，彰
显了真德秀当年做部属的“思想工作”情理交
融，举杯交心，谆谆教诫官属奉职守法的情真
意切， 堪为长沙古代官场的一段佳话。“湘江
亭谕僚属”之处后来成为宋元两代胜迹，到明
代此处复建有“真西山祠”。

真德秀还写有《喻属诗文》，与僚属互勉：
“断狱不公。狱者，民之大命，岂可小有私曲？
听讼不审。 讼有虚有实， 听之不审则实者反
虚、虚者反实。淹延囚系。一夫在囚，举家废
业，图园之苦，度日如岁，岂可淹久？惨酷用
刑。刑者不获已而用，人之体肤同己之体肤？
何忍惨酷加之？……”真德秀从断狱、听讼、囚

禁、用刑、追拿、招引等官吏司法的六个环节，
劝诫僚属公平执法，以仁治狱，彰显了他一贯
自勉的“抚民以仁”的思想。

真德秀在长沙任上，锐意革除积弊，推行
“罢榷酤，免和粜”，改官府酒类专卖为收商税
通商，取消田税正额之外以“捧撮米”每石增
收一斗七升的附加税等苛政，以解民困。当时
湖湘屡遭水旱灾害，常闹饥荒，他便在长沙设
惠民仓，在所辖十二县设社仓，各乡则设慈幼
仓，储谷九点五万石，逢荒年即平价出仓。真
德秀还推行一系列社会慈善救济举措， 贫困
百姓有死不能葬者，辟有“义阡”（即义坟）葬
之，凡婚嫁、生育者，则由官府“赡给有差”。

以前长沙城内，元宵节前后，潭州安抚使
司及各衙门官员晚上都聚集城内最高处定王
台饮酒作乐， 还下令周围百姓必须每家悬灯
一盏，俯瞰如万点明星。真德秀到任后，向百
姓公告，废此腐规。

为了搞好军队训练， 真德秀主动捐献回
易之利及官田之租， 对营中遇困者也适当给
以优抚和帮助。朝廷欲将飞虎军调守寿昌，真
德秀据理力争，阻止调动。江华之贼苏师率众
杀劫，真德秀令广西和湖南之军合力讨伐。司
马遵领兵驻守武冈，因其专横引起军队哗变，
真德秀弹劾司马遵，并且诛灭了乱军。

《长沙劝耕》重“三农”
岳麓书院《勿斋箴》

作为潭州的父母官， 真德秀当年十分重
视“三农”问题，在长沙任上一共写了十首《长
沙劝耕》，可谓苦口婆心，表达其对农耕的高
度重视。从农事节令、田里工夫，到陂塘修筑、
积水灌溉，以及家和善行、乡邻和睦等，诗句
均有提及。

真德秀也是个教育家， 在长沙十分重视
教育，他以周敦颐、胡安国、朱熹、张栻“学术
源流”“勉其士”， 多次亲临岳麓书院督学，并
主持祭祀朱洞、周式、刘珙等先贤，对张栻、朱
熹开岳麓理学学统十分赞赏， 为岳麓书院理
学在南宋末叶的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是以
君子，必正其心，翼翼竞竞，不显亦临”“众形
之役，统于心官，外止勿流，内守愈安”……

岳麓书院讲坛后壁上现存真德秀阐明心
性之奥以昭示学者的《勿斋箴》木刻，为清代
著名学者王闿运所书， 当时设在书院内的湖
南高等学堂掌教、书家黎承礼为之作跋，古秀
苍劲， 可谓文书双绝。“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
盛，未有除湖湘之右者。盖前则濂溪先生周元
公生于舂陵， 以其心悟独得之学……中则有
胡文定公所闻于程氏者， 设教衡岳之下……

近则有南轩先生张宣公寓于兹， 晦庵先生朱
文公又尝临镇焉……”。其体现“务求有用之
实”教育思想的名篇《潭州劝学文》《潭州示学
者说》也作于潭州任上。

“不须更作生祠祀，
四海苍生口是铭”

在长沙为官三载， 真德秀劝农耕， 积谷
粟，兴教育，其德政获得了很好的口碑。长沙
百姓感佩其整饬吏治、抚恤民生、安定社会之
德政，立生祠以祀。清嘉庆八年（1803），西山
祠重修， 祠南城墙上嵌刻有《西山碑记》，题
云：“举世知公不爱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方
又出一生佛，南极今添两寿星。几百年方钟间
气，八千春愿祝修龄。不须更作生祠祀，四海
苍生口是铭。”

1234年， 与真德秀齐名的理学家魏了翁
以资政殿学士知潭州， 真德秀与魏及其他湖
湘学人交游纵论，切磋诗文，写成《星沙集志》
等。 无论是作为官员、学者还是教育家，真德
秀真心实意想为潭州子民“秀” 出真实的本
事。读他的十首《长沙劝耕》，读出其为鱼米之
乡积谷粟、兴米市的掏心掏肺；读他的《勿斋
箴》《潭州劝学文》《潭州示学者说》，可见其务
求有用之实；读他的《喻属诗文》《长沙新第呈
诸学士》，烛照其惜良才之乐，激清风、洗氛浊
之期望……

《宋史 ·真德秀传》说：“德秀屡进鲠言，
上皆虚心开纳，而弥远益严惮之，乃谋所以相
撼，畏公议未敢发。”真德秀在朝廷做官不满
十年，但是他所上奏疏数十万言，且多切中时
弊，他正直的名声震动朝廷，四方人士皆争相
传诵其文章，他任官所至施惠政于民，实现其
主张和诺言，更是得到朝野称道。

据说， 真德秀的身形外貌与他的名字一
样，身材颀长，面额宽广，容貌如玉，慕名者都
想亲睹其风采。真德秀在京都临安府出门时，
与当代影视巨星一样被围观， 临安府的道路
常常被拥堵得水泄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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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建国

2017年“十一 ”黄金周 “双节喜
相逢”， 打造出长达8天的 “超级假
日 ”，也迎来了 “超级收获 ”。国家旅
游局预计，8天长假国内旅游人数将
达7.1亿人次，同比增长10%；国内旅
游收入5900亿元，增长12.2%。据湖南
省旅发委网站消息，10月1日至7日，
我省纳入监测的95个直报旅游区
(点) 共接待游客1210.91万人次，同
比增长22.48%；实现旅游(门票)收入
15.08亿元，同比增长26.32%。

做大做强黄金周旅游， 今年国

庆黄金周称得上是一场 “大考”。总
体看来，各景区软硬件建设“万事俱
备 ”，旅游管理部门心中有数 ，显著
提升的服务、 管理能力令景区虽熙
熙攘攘但井然有序。在旅游产品上，
不仅品类丰富， 而且产品结构得以
优化，集休闲、餐饮 、娱乐 、健身 、民
俗文化为一体的特色游正受到人们
的追捧。在旅游服务上 ，高速网络 、
大数据的作用也明显提升， 游客切
身体会到了 “智慧旅游” 带来的便
利，几乎所有旅游城市，都赚得钵满
盆盈。称之为“火爆”，恰如其分。

更让人惊喜地是， 今年旅游市

场不仅火爆， 而且几乎没有出什么
大的负面舆情。在往年，旅游市场虽
热气腾腾， 但热锅上也出现了不少
“蚂蚁 ”。譬如 ，旅游不文明事件 、商
家宰客事件， 年年发酵成全民热议
的话题。而今年10月7日，国家旅游
局表示，各地市场秩序良好，无重大
涉旅安全事件发生。“火而不乱”，甚
为难得。

一切变化，其来有自。从中可以
看到， 国家坚持发展旅游的方向走
对了， 旅游业的管理能力也大大提
升。

随着经济发展， 公众的精神文

化需求不断发育， 这决定了旅游发
展的必然性。有心人还会发现，我省
国庆假日市场呈现出短途游、 自驾
游热度不减，新景区、新业态持续火
爆， 乡村游、 古镇游持续升温的特
点，这与全国的旅游大势是吻合的，
也表明我省旅游业正朝着正确的方
向在健康成长，风光无限。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当然，这
场 “超级假日 ”，只是我们做大做强
旅游产业的一次“中考”。可以预见，
在这样的基础上坚持不懈地提升旅
游治理能力， 未来还会带来更多的
惊喜。

李云

公务员辞职后，“再就业”就不受
限制吗？当然不是！中组部、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国家公务员局日前联合印发 《关
于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
的意见》， 明文规定公务员辞职时应
如实报告从业去向，辞职后在一定时
间内不得受聘于原管辖范围内的企
业等。如果违反规定，不管是个人还
是相关企业，都将受到惩罚。

公务员辞职下海，经历了上世纪
90年代初的一波高潮， 随后相对平
稳，随着反腐执纪的严密及公务员体
系的日趋开放，近些年来又进入相对
活跃期。 从人才合理流动的角度，公
务员下海，无论是对于社会，还是对
于公务员体系都大有裨益。但囿于公
职人员的公共属性，其招录有严格的
程序，在辞职退出上，也应有相应的
程序规范，以规避可能的权力通吃。

给公务员辞职立规矩 ， 是一种

“收紧与规范”。通常情况下 ，公务员
尤其是“关键少数”辞职，缺乏硬性的
通报机制，公众完全不知情 。从近几
年的一些贪腐案例来看，一些公职人
员辞职后，在原管辖范围、主管领域
内的企业“二次就业”，利用之前权力
的影响力搞利益输送的现象并不少
见。

有调查显示，由于公务员辞职意
愿增加，一些企业甚至开始托猎头寻
找离职公务员。据悉，离职公务员成
为房地产、金融和互联网等一些受政
策影响较强的行业所争抢的对象。站
在这一角度， 公务员流动越是常态
化， 越要扎紧制度藩篱，“逢进必考”
也该“逢辞必核”。

与此同时 ，这也是一种 “松绑与
保护”。公务员规范化辞职，一方面可
以畅通公务员“出口”，另一方面有利
于实现体制内外的“良性循环”。只有
进退都做到清清白白，才能真正体现
人才流动的价值，公务员离职带给社
会和市场的，也才是正向的影响。

戴先任

每逢年节 ，许多工作摁下了 “暂
停键”， 但也有大量工作非但不能稍
停，相反还会因为年节的到来而压力
倍增， 需要比平常更多的辛苦付出。
比如 ，节假日人员流动更频繁 、活动
更密集 、规模更庞大 ，对于我省各地
的公安 、交警 、消防 、城管 、医疗卫生
等部门来说 ，犹如一次大考 。正是这
些人的默默奉献，正是他们的服务保
障 ， 托起了大多数人的幸福假日生
活。

不难发现，这些岗位都是社会运
转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如同空气一
样不可或缺，又如同空气一样让人习
以为常。当我们将目光投注到这些加
班值守的党员、干部、职工身上，我们
不难体会到强烈的责任感，体会到细

微之处的为民情怀。
正因为如此 ，国庆期间 ，我们看

到了更多为节日期间坚守者点赞的
人和事：一位母亲偷偷看望执勤儿子
的照片被众多朋友圈转发，有人在出
游时给值勤的武警战士擦一把汗，有
人对地铁工作人员竖起大拇指。

对于坚守岗位者，我们也不可只
一味歌颂他们的高尚，而把他们当成
不食人间烟火的 “圣人 ”。对于他们 ，
更应该多一些切实的温暖与关爱。比
如 ，保障他们节假日过后 ，尽可能得
到轮休；保证他们得到相应的劳动报
酬等。

人间多一些温情，社会就多一些
和谐， 推进文明建设便多一些动力。
相信， 对节日坚守者的一份份感动，
足以给我们节后更好地投入工作补
足能量。

南宋理学家真德秀长沙“秀”真德
奉荣梅

南宋理学家真德秀（1178年10月27
日—1235年5月28日），号西山。本姓慎，
因避孝宗讳改姓真 。福建浦城 （今浦城
县仙阳镇）人。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学
者称其为 “西山先生”。 1222年至1224
年真德秀任潭州 （今湖南长沙 ）知州兼
湖南安抚使 。作为潭州知州 ，他在长沙
任上以 “廉仁公勤 ”四个字约束和激励
部下，惠政颇多。

长沙府学宫图 易禹琳 摄

王传涛

国庆长假期间，一篇名为《什么
时候我们能像对待领导一样对待父
亲》的短文在朋友圈刷屏，转载该文
的一些微信公众号很快达到 “10万
+”的阅读量。

百善孝为先。《礼记》 有云，“孝
有三 ：大尊尊亲 ，其次弗辱 ，其下能
养 。”意思是 ，孝顺的行为可以分成
三个等级：最高一等的是言语、行为
和内心都能尊敬父母； 其次是不打
骂侮辱父母 ，对他们好 ；第三 ，起码
要做到给他们养老送终。

这篇朋友圈爆款文章所要表达
的内容，正是“大尊尊亲”：人不能只
在社会中关注迎合自己的上级和领
导， 更应该对自己的亲人更多的尊
重 、体贴和爱护 。尤其是爹娘 ，更应
该付诸于深情和实践。

当然了， 与领导相处是一种职
场交往， 而与父母相处是一种家庭

交往 。相较而言 ，前者更加正式 ，后
者更加随意； 对前者说出情绪化的
语言，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而后者产生的裂痕容易弥合一些 。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渐渐容易
失去对父母的耐心。

站在这一角度思量， 之所以会
出现对待父亲不像对待领导那样好
的情况， 或许归根究底还是自己的
心理出现了问题， 没有摆正工作与
生活的关系。 一些人把工作中的不
正常、不协调放到家庭关系中来，醉
心于事业中的各种攀爬而忽略了家
庭生活的自由漫步。 这不是领导太
重要才使父亲不重要， 而是自己忽
略了人生天平中的另一端。

让自己少点功利之心， 在工作
中抬起头直起腰来， 不阿谀献媚领
导 ，不过多地为工作所累 ；同时 ，为
生活多投入点精力 ， 勤陪父母 、亲
人， 少点歉疚遗憾……这正是这篇
网文想传递给我们的。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长假 ，许
多人揣着一部手机就出门了 。这
固然可喜，然而，一些地方出现拒
收现金的现象，也引发公众质疑。

发展电子支付不是要消灭现
金 ，而是多一个选项 。比如 ，在互
联网普及率低的经济欠发达地区
过度 “去现金化 ”，会增加这些地

区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 让群众
利益受损。再如，大多数老年人仍
然习惯使用看得见、 摸得着的现
金。在出行、购物、看病时，一到结
账就让他们看到个二维码， 既不
人性也不安全。因此，保留多种支
付选择， 才是当下发展电子支付
应有的态度。 文/图 朱慧卿

“双节游”火爆
见证旅游业实力增长

一句“像对待领导一样
对待父亲”何以刷屏

公务员就该“进退清白”

给节日坚守者
以“切实的温暖”

发展电子支付不是要消灭现金

新闻漫画

真德秀（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