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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当前湘学研究还存在哪些
问题， 应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推进湘
学研究？

朱汉民： 近些年来， “湘学” 研
究受到了特别的重视， 大量“湘学”
的个案研究、 通史研究、 文献整理等
成果不断涌现， 相关的研究机构、 课
题不断增加。 但是， 当前湘学研究中
还存在一些问题， 必须关注和解决。
其一， 湘学研究中的地方中心主义或
自我中心现象。 从事地方学术、 地域
文化研究的学者， 桑植之情难免， 但
是不能走向地方中心主义或自我中
心。 现在的湘学或者是湖湘文化研究
的文章中， 常常会看到一些想象力丰
富但是并无依据的结论， 这就是地域
文化研究中比较忌讳的地方中心主义
或自我中心论作怪。 这一些所谓的
“研究” 并无任何学术价值， 特别要
避免。

其二， 要建立湘学的基础理论和
学术构架。 “湘学” 是中国学术史的
分支学科， 应该有一套学界认可度较
高的基础理论和学术构架， 这需要大

家共同努力， 但现状并不理想。 譬
如，“湘学” 的定义与研究范围是首先
要明确的， 但是， 这一个首要问题就
分歧很大。 有的“湘学” 定义太泛，
认为湘学就是研究湖南历史上和现实
中的政治、 经济、 文化等一切问题的
学问， 这种定义取消了湘学的学理依
据。 其实，“湘学” 是一门中国学术史
的分支学科， 中华传统学术文化博大
精深， 既体现为不同时间形态而波澜
迭起的历史学术思潮， 又体现为不同
空间形态而风姿各异的地域学术传
统， 湘学就是中华传统学术文化的地
域化形态之一。“湘学”是一个历史范
畴，在历史上早就出现了“湖湘学”“湖
湘学派”“湘学”等地域学术概念，现代
“湘学” 是这一基础上的发展和提升。
如果真正建立起湘学研究的学术范
式、 学理构架， 需要讲清楚作为中国
学术史的分支学科， 其中国传统学术
的共性是什么， 地域学术的个性又是
什么。 这些问题不解答， 就不能够解
释诸如湘学、 洛学、 闽学、 蜀学、 浙
学、 赣学等地域学统。

尹红芳

2017年8月7日， 古城
武冈之云山脚下， 石洪村
村支部活动室内， 石洪村
村干部围坐在村支部书记
沈绿叶旁开“雷打不动”
的例会， 听村支书沈绿叶
安排一周工作。 每周一个
主题， 一周的工作围绕主
题展开。

“我要让大家
过 上 城 里 人 的 生
活！”

2009年的一天， 龙溪镇党委收到
了一封联名信， 上面密密麻麻签满了石
洪村全体党员的名字。 信的内容是推荐本村媳妇、 从外村
嫁来的苗家女子沈绿叶担任村支部书记。 沈绿叶走马上任，
在就职宣誓大会上， 沈绿叶说了一句话： “我要让大家过
上城里人的生活！”

沈绿叶动情地对全村人说：“当年就是因为太贫穷， 我
才历尽千辛万苦走自主创业的路。 现在回到家乡， 想的是
要带领乡亲们早日脱贫致富。” 她永远忘不了自己和丈夫创
业最艰难的时候， 大家对她的雪中送炭的帮助。 “一个人
吃肉， 全村人吃糠， 没得味道。”

沈绿叶决定从改变村里落后的基础设施开始。 她自己
拿出资金将天然矿泉水从17里远的云山上， 用自来水管引
到全村的每家每户， 解决村里多年来的饮水难题； 又投资
将水泥路修到了每个村民的家门口， 彻底结束了多少年来
村民出门“晴天一脚灰， 雨天一脚泥” 的状况； 再极力动
员村民兴建沼气池， 用上沼气灶， 改变了“乌烟瘴气” 烧
水煮饭的状况。

沈绿叶带领村民全力进行山塘、 渠道整修和农田整治，
将一片片零散的土地变成了可机械化耕作的良田， 建成了
四通八达“旱可浇， 涝可排” 的水利设施网。 沈绿叶个人
出资240多万元， 新建了“村党员活动室及村民活动中心”，
村委办公室、 农家书屋、 幼儿活动室、 妇女之家、 远程教
育中心、 篮球场、 广场舞场地等文体设施一应俱全。

“最要紧的事， 莫过于带领村民致富”

“我心里最要紧的事， 莫过于带领村民致富。” 沈绿叶
说。

王建伟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改变自己命运的电话。 那时
他在外打工， 连给女儿上幼儿园交学费的钱都拿不出来。
这时一个电话打来， 自称是石洪村刚上任的村支书。“她在
电话里问我， 听说你连孩子学费都交不起？ 你想不想改变
现状？ 我说当然想。 她说， 那你回老家来， 我帮你。”

王建伟第三天便从广东回来了， “她说要给我承包鱼
塘， 借我30万元， 如果亏了， 这个钱她也不要了。” 沈绿叶
说其实当时“也有点怕”， 万一真亏了呢？ 但她很快打消了
自己的疑虑， “王建伟很灵活， 有能力， 外面打工的经历
让他比村里其他人眼界开阔， 而且真想摆脱贫穷， 毕竟学
费的事刺激了他。” 王建伟用15万元承包鱼塘、 买鱼种， 另
外15万元租了村里的10亩荒地栽种生姜。 第二年鱼塘获利7
万元， 生姜丰收又赚了几万。 两年后王建伟将30万元还给
了沈绿叶， 他已成为武冈最有名的生姜老板之一。

王建伟成了石洪村最早富起来的人， 现在一年收入近
50万元， 而像他这样经沈绿叶的帮助先后发家致富的村民，
便有20多位。

2015年， 沈绿叶带领村集体创办了武冈市云峰农业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 发展以农家乐、 度假村、 垂钓山庄等为
主的休闲农业项目。 该公司与武冈市政府签订了投资10亿
元的农业综合开发和新农村建设项目， 第一期项目油茶
基地 6000亩 ， 蔬菜基地5000亩。 第二期项目特色水果、
花卉苗木基地5000亩； 村及周边五村农田水利改造工程
5000亩。 第三期项目将建设一条矿泉水生产线， 开发云峰
旅游休闲……

沈绿叶一个又一个扶贫的举动， 撬动了石洪村奔向富
裕的大门。

2014年， 石洪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41.5万元， 拥有固
定资产280万元， 成为武冈市为数不多的富裕村。 2015年，
石洪村实现人均纯收入11570元， 超出全市平均水平3000
余元， 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41.5万元， 在全镇堪称“首富
村”， 被列入“全省为民办实事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和“全
省美丽乡村建设村庄”。 2016年， 石洪村人均年收入达
12000元以上， 沈绿叶被评为2016年湖南省“百名最美扶
贫人物”。

沈绿叶家里客厅的会客桌上， 摆着一摞厚厚的“铜版
纸”， 这是石洪村“美丽乡村建设总体规划整体鸟瞰图”，
有度假水库、 生态园、 青钱柳茶园、 休闲农庄、 农家果园、
四季花园、 开心农场、 生姜基地、 大棚蔬菜、 居民广场、
水稻基地……每天她都会细细地看几遍， 她的眼里， 闪着
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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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学的历史与现状
———朱汉民谈湘学研究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记者：您长期从事湘学、湖湘文
化的研究， 近年又担任国家重大项
目《湖湘文化通书》首席专家，最近
还陆续出版了 《湘学通论》《湖湘文
化通史》等系列著作。请介绍一下这
些论著的主要内容？

朱汉民： 我曾经参与了全国社
科规划办2010年度的重大招标项
目“地域文化研究”的招标，担任《湖

湘文化通书》 项目首席专家。 从
2011年项目开题，2015年项目完成
并结项。结项以后，与课题相关的研
究成果在陆续出版， 主要有下列三
项：

《湘学通论》主要探讨湘学的中
国学术史共性与地域学术史个性的
密切联系， 重点研究湘学学统与学
术旨趣两个问题。 全书从宏观层面

论述湘学源流、学统建构、学术旨趣
等一般性问题， 然后进一步开展对
湘学学者的个案研究。《湖湘文化通
史》则按上古、中古、近古、近代上、
近代下， 五卷约300万字， 集体完
成，我担任主编。这是迄今为止对湖
湘文化从萌芽、形成到发展、壮大的
过程最全面、最系统的分析、总结和
评述， 对湖湘地域文化的漫长历史

作一贯通性的研究。《文化·学术·人
格———湖湘文化历史建构论》 包括
“湖湘文化形态建构论”“湘学学统
建构论”“湖湘士人人格建构论”三
篇， 分别探讨湖湘地域的文化、学
术、人格的建构过程、历史形态、地
域特质等， 特别强调湖湘文化及其
湘学学统、 湘人人格均是一个历史
建构的过程。

近年湘学、湖湘文化研究的成果

记者：在中国学术史研究视
野下，湘学学统对中华道统的特
别贡献有哪些？ 在湘学学统中，
有没有一些较为游离中华道统
的特点？

朱汉民：要谈湘学学统对中
华道统的贡献，先要说什么是中
华道统。 从古至今，这一直是一
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个人的看
法，中华道统离不开两个方面的
重要内容。 一，中华道统是三代
先王渊源、春秋战国成型、汉宋
延续的儒家之道，是包括个体人
格、家国秩序、天道人道合一的
一套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 二，
中华道统应该是价值信仰（道）、
知识体系（学）、政治经世（治）的
统一，春秋战国的早期儒家建构
了道、学、治三者合一的文化体
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儒家学者
可能表现出对这一体系的某一
方面特别感兴趣，如古文经学重
视“学”，今文经学关注“治”，宋
学则弘扬“道”，但纵观两千多年
的儒学史，其实又是儒学不断追
求道、学、治三者统一的历史。

湘学学统对中华道统的贡
献也体现在上述两个方面。

其一，湘学对中华道统的传
承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历史
上的湘学学者一直有很强的道
统意识（“湖湘正学”“湖湘道脉”
“道南正脉”）， 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湘学的传承与发展，形成了
湘学学统。 湘学在宋代兴起，故
与宋学的弘道意识紧密联系。周
敦颐是宋代道学的开山祖，也是
湘学的开山祖。周敦颐完成了宋
学之道这一新的儒家道学的初
步建构。 而南宋胡宏、张栻将北
宋默默无闻的濂学提升到了道
统继承者的地位，突显了湘学对
中华道统的贡献，同时将周敦颐
开创的新道学进一步理论化、体
系化，建立起一个以“道”“性”为
核心的道学体系，成为南宋理学
集大成阶段的重要学派之一。以
后的湘学学者，无不表现出对儒
家道统的坚定信仰与学术追求。
明清之际王船山强调儒家之道
随着时间的延伸而发生变化，即

“道莫盛于趋时”，对明清以来儒
家之道的传承与更新，起到了重
要的推动作用。 清道光以后的湘
学呈现出学派林立的状况，表达
了“天变道亦变”的历史趋势下
中华道统发展的要求。

其二，湘学包括历史上不同
时期、不同思潮、不同学派、不同
学者的学术思想、 学术体系，但
湘学能够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
学统，就在于湘学学者在学术旨
趣方面存在许多相似性。 从两宋
时期湘学形态的成型，到明清时
期湘学的崛起，那些参与、建构
湘学学统及其学术旨趣建构的
学者，均没有出现历史上曾出现
过的纯粹学问的知识追求、空悟
心性的精神超越、王权为本的政
治功利等等，而是坚持合乎儒学
的理想范式，即儒学的道、治、学
三者融通，强调以道统主宰治统
与学统。 尽管晚清湖南学术丰富
多彩， 既有宋学派（如曾国藩
等），也有今文学派（如魏源、王
闿运等），还有古文学派（如王九
溪、王先谦等），但他们在执著追
求儒家之道，坚持儒学道、治、学
三者融通的学术旨趣，则是完全
一致的。 这一特点使湘学在更大
程度上发挥了儒学的社会功能。

记者 ：在湘学学统中 ，有没
有一些较为游离中华道统的趋
向？

朱汉民：这也有一个如何看
待中华道统的问题。 中华道统既
是开放的、发展的，它具有王船
山所说的“道莫盛于趋时”的特
点；中华道统也是恒常的、保守
的，代表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的
价值信仰。 我认为，中华道统必
须包括这两个方面，如果将某一
个方面发展到极端，就是对中华
道统的背离。 所以，晚清湘学出
于对“道莫盛于趋时”的追求，为
推动中华道统的传承和发展，虽
然致力于学术变革、 政治变革、
文化变革，我认为他们仍然表达
出中华道统的开放性、变动性的
特点。 所以，我对王船山、魏源、
郭嵩焘、谭嗣同等湘学人物均给
予较高评价，肯定他们对中华道
统的贡献。 但是，将中华道统的
开放性、 变动性发展到极端，进
而否定中华文明有一脉相承的
恒常价值，就是在一步步悖逆中
华道统。 近代湘学中也包含着一
些激进主义、 功利主义的主张，
最后发展为对中华文化恒常价
值的否定， 他们的主张和行动，
就是对中华道统的悖逆。

对中华道统的贡献

记者： 其他地域学术也曾在湖湘
大地传播、 衍化， 而湘学曾对这些地
域学术产生很多影响和互动， 请谈谈
湘学的这一特点？

朱汉民： 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空间
形态的湘学， 是在与其他地域文化的
交流互动中形成、 演变和发展的。 纵
观绵延千年的湘学历史， 几乎每个时
期均有外来的学术思潮、 人物在湖湘
大地交流、 传播。 在湘学的演变发展
中， 湘学不断受到其他地域学术的影
响。 两宋时期， 洛学、 闽学、 蜀学、
浙学、 赣学先后传衍于湖湘大地， 对
湖湘学者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 明代， 阳明学 （具体包括王阳明
本人及浙江王门、 江右王门等）、 湛
学、 东林学在湖湘交流传播， 对当时
湘学亦产生很大影响。 清代同样如
此， 乾嘉汉学的吴、 皖两派， 另外常
州派、 桐城派等当时主流的学术形

态， 均在影响着湘学的学术形态与知
识旨趣。 晚清以来， 东南沿海的近代
文化更是对湘学产生重大影响。

与此同时， 湘学在形成发展过程
中也在其他地域传播、 衍化。 宋代湘
学与洛、 闽、 蜀、 赣等地的学术均有
传播、 衍化。 如周敦颐是二程的老师，
对洛学的有影响； 他晚年隐居江西庐
山，对江西之学也产生影响。张栻在长
沙讲学， 其故乡蜀地学者纷纷来湖湘
之地学习， 学成后回归家乡将湖湘之
学传之蜀地。 所以，《宋元学案》 特立
《二江诸儒学案》， 就是受湘学影响的
蜀地学者。晚清湘学大盛，对外的影响
力、吸引力大大增强。 湘学学者利用在
外地做官、游学的机会，在江南各省讲
学， 使湘学在其他地域不断传播、 衍
化。 如王闿运在四川办尊经书院讲
学， 培养了许多著名学者， 对晚清蜀
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与其他地域学术的交流互动

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记者： 蜀中学者对王闿运对蜀学
的影响评价自然很高， 如何评价王闿
运在湘学中的学术地位？

朱汉民： 湘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
作就是整理文献， 湘学中的许多重要
人物的全集都值得整理。 从去年开
始， 岳麓书院与岳麓书社共同启动了
《王闿运全集》 的整理出版。 王闿运
的著述不仅数量丰富， 而且版本繁
多， 在王氏生前及故后， 其著述曾经
多次结集。 这一次将会把王闿运各种
已刊著作、 未刊遺稿和散见文字全部
整理出来。 拟依经、 史、 子、 集四部
加以归类， 再以刊刻或成稿时间分別
序次， 最后附录以年谱传记资料。
《王闿运全集》 已经列入国家十三五
出版规划。 我们组织了一个课题组，
相关整理工作正在按照计划一步步推
进。

李肖聃 《湘学略》 说： “湖南学
术， 盛于近世。 明清两代， 乃有四
王： 船山于 《易》 尤精， 九溪考古最

悉， 葵园长于史学， 湘绮号曰儒宗。”
湘学史上的“四王”， 各有所长， 体
现出明清湘学的多样化发展。 王闿运
作为湘学史上有杰出成就的经学家、
史学家、 文学家， 在经、 史、 子、 集
的不同部类均留下了大量的著作。 譬
如， 王闿运遍注群经， 留下了300多
万字的经学著作， 是晚清今文经学的
大家， 但学界并没有充分认识他作为
“一代儒宗” 的地位。 特别是王闿运
还通过掌教成都尊经书院、 长沙思贤
讲舍、 衡阳船山书院， 培养了许多著
名弟子， 包括他在成都尊经书院培养
了廖平、 杨锐， 有再传弟子康有为。
王闿运作为一位博大精深的湘学学
者， 表达出晚清湘学的丰富性特点，
体现了湘学学者的个性化色彩。

（朱汉民， 湖南大学岳麓书
院国学院院长、 湖南省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副主席， 国际儒学联合
会副理事长， 湖南省湘学研究院
副院长）

充分认识
王 运作为“一代儒宗” 的地位门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