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顺县灵溪镇灵溪
河畔老司城村三面环水，
一面傍山， 我省首个世界
文化遗产———老司城遗址
就坐落于此。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一

公元1568年，明隆庆二年。
这一年秋天，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将大明宫阙的清晨惊醒。
从湖广永顺宣慰司星夜兼程的使

者，带着彭翼南病逝的消息来到北京。
使者匆匆来到礼部尚书、 大学士

徐阶面前，一见面，还未开口，便泣不
成声。

徐阶一时不知所措。
使者哭着说，“侯作也。”
侯， 就是昭毅将军、 云南右布政

使、湖广永顺宣慰使彭翼南。
作，去也。
风萧萧兮“沅”水寒，壮士一去兮

不复还。
其实那时， 年仅32岁的彭翼南，

病逝已过去整整一年了。
惊闻噩耗，时年65岁的徐阶刚刚

大病初愈，又禁不住悲从中来。
他对使者说，起来吧，等吾身体恢

复后，将亲自为翼南撰写墓志铭。
此时此刻，他们并不知道。
430年后， 人们将会在永顺老司

城遗址发现这些墓志铭， 而铭文中提
到了王阳明， 更给一段历史留下了无
限遐想。

二

1998年夏天，地处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永顺县一个叫司城村的地
方，来了一队考古发掘者。

时年38岁的雷家森，永顺县文物
局考古专家，就是其中的队员。

早在1995年，雷家森就参与发掘
老司城遗址中的彭宗舜夫妇合葬墓，

即彭翼南父母墓。
在墓葬内， 雷家森找到了一块

墓志铭，这是封建社会身份的象征。
在墓志铭上，雷家森发现，竟然

直接提到了彭宗舜随王阳明率兵平
叛广西田州之事。

班师得胜之后， 王阳明还给彭
宗舜送诗一首，后被王世隆刻在《彭
宗舜墓志铭》上：“嗟尔彭宗舜，少年
多战功。从亲心已孝，报国意弥忠。”

年仅33岁英年早逝的彭宗舜，
与为他写墓志铭的王世隆， 两人均
为王阳明帐下。

在《王阳明全集》中，我找到了
这首诗。 只有两个字出入，“嗟”为
“爱”，“弥”为“尤”。

王阳明的这首诗，除了彭宗舜，
还提到了另外两位湘西土司的名
字：彭明辅和彭九霄。

宣慰彭明辅，忠勤晚益敦。归师
当五月，冒暑净蛮氛。

九霄虽已老，报国意犹勤。五月
冲淡暑，回军立战勋。

彭明辅是彭宗舜的父亲， 彭九
霄是彭宗舜的岳父。

据《彭宗舜墓志铭》记载，这首
诗写于1528年2月， 彭宗舜时年17
岁，和王阳明年谱大事记上一致。

这一年10月，王阳明病重，向皇
上请求从广州起程回浙江老家养病。
没想到，11月29日， 一个大雪纷飞的
早晨，他竟不幸病逝于江西青龙铺，享
年57岁。

三

彭翼南是彭宗舜的儿子。
2015年7月4日，湖南永顺老司城

遗址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后， 有不
少文章中说，彭翼南是王阳明的学生。

这其实是一种错误。
因为彭翼南1536年才出生，那个

时候，阳明先生已去世8年了。
不少人持错误的观点， 多源于彭

翼南的墓志铭中第一句话： 余初从阳
明先生游……

其实，此“余”是指撰写墓志铭的
徐阶，而非彭翼南本人。

可见，王阳明并不知道彭翼南。但
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王阳明
全集》中，有八处直接写湖广永顺、保
靖土司的篇章。

八篇中，有两篇写给（今湘西）土
司军队的听候调令， 有五篇是犒劳和
嘉奖令牌，还有一篇祭文。

《祭永顺保靖土兵文》，是《王阳明全
集》中写得最长的祭文，也是唯一写给一
支军队的祭文，800多字，字字戳心。

“人孰无死……今尔等之死，乃因

驱驰国事，捍患御侮而死，盖得其死所
矣……真无愧于马革裹尸之言矣。呜
呼壮士！尔死何憾乎……”

这篇祭文写于1528年6月5日，王
阳明身在广西，因为生病，不能亲临祭
所，在病床上写下这些文字时，他早已
泪流满面。

总有一种力量让人热泪盈眶。
尤其是作为湘西人的我， 看了这

篇祭文， 不由得为先人们精忠报国的
英雄壮举肃然起敬。

熟悉王阳明先生的人， 多知道他临
终时著名的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先生说罢无语，瞑目而逝。一种大
慈祥，转发为大超脱、大自在。

其实， 早在他逝世的5个月前，他
写给湖广永顺保靖土兵的这篇祭文，
更具体体现了先生的人生观。

“岂不生为壮烈之夫，而没为忠义之
士也乎！”遗憾的是，所有王阳明传记的
文字，这篇祭文只字未提。至于永顺和保
靖土兵精忠报国之壮举，目前也写得少。

四

在已知的湘西土司中， 彭翼南的
名气最大。

这主要缘于他曾获得过“东南剿
倭第一战功”的称号，其英雄壮举还写
进了《明史》。

徐阶在《彭翼南墓志铭》中写道：

“嘉靖乙卯丙辰 ，倭
寇祸我东南极惨。侯

以弱冠膺命 ， 提兵两千定
之。”

嘉靖乙卯丙辰 ， 就是
1555年和1556年， 彭翼南刚
刚弱冠之年。

因为连年征战，1567年，32岁的
彭翼南病逝，和他父亲彭宗舜一样，都
是英年早逝。

徐阶不但写了彭翼南为国抗倭的
丰功伟绩， 还用回忆与阳明先生对话
的形式，总结出了彭氏“六德”。

这段对话如是写道：
余初从阳明先生游， 闲论天下世

族贵盛而悠远者， 先生言及永顺彭氏
可以当之。

余曰：“何征？”
先生曰：“迩者两役思田，宣慰世麒、

明辅、宗舜三世咸征。及和门日侍讲宅。
吾见其敏而勤，富而义，贵而礼，严而和，
入而孝，出而忠。夫学莫贵乎勤，利莫先
于义，接人莫急于礼，驭众莫要于和，立
身莫切于孝， 报国莫大于忠。 彭氏世有
‘六德’，恶得贵胜而悠远乎……”

彭氏“六德”深埋于地下，一直不为
外人所知， 直到1998年考古发掘后，才
逐渐从尘土中走来。其以“忠君爱国”作
为家风，以“保境安民”视为家德，无疑
深受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之影响。

六德， 其实也是
一个家族必须遵循的
行为准则， 对于如今
的社会， 仍具有强大
的现实意义。

也许， 这就是永
顺老司城遗址为何能
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
重要之魂， 也是这个
偏居一域的小王国历
经800余年而不衰的
重要原因。

五

王阳明与湘西土司始交际于何
时？至今仍是个谜。

1508年早春和1510年深冬，王阳
明曾两次路过如今的湖南。 从江西进
入株洲醴陵，到长沙沿湘江进入洞庭。
然后从洞庭溯沅江西上， 经益阳到常
德，入沅陵过湘西再经芷江、新晃，去
贵州龙场。

从留下的大量诗句中可以知道，
王阳明两次途经湖南， 来回路线基本
一样，当然，心情就大不一样了。

去贵州时忧心忡忡， 回江西时信
心满满。

不过，在这个时间段，关于王阳明
和湘西土司交际的文字还未发现。

在王阳明众多湖湘弟子中， 也不
见湘西土司的名字。

直到1517年，在那篇著名的《告
谕浰头巢贼》中，王阳明才提到“西调
湖、湘之土兵”。

经考证，这支队伍即为永顺、保靖
土兵。

有人认为， 在王阳明两次途经湖
南的途中， 湘西土司都一直为其暗中
护送。

因为那时候， 湘西土司的势力范
围，几乎涵盖了整个武陵山区。

那么， 王阳明完成贵州“龙场悟
道”后，在沅陵龙兴寺进行的那次著名
讲学中，有没有湘西土司前来学习？在
沅陵停留月余， 王阳明是否和湘西土
司有过深度接触？

一切不得而知。不过，通过诗句，
还是看得出， 王阳明那段时间心情真
不错：

“杖黎一过虎溪头，何处僧房是惠
休？ 云起峰头沉阁影， 林疏地底见江
流。 烟花日暖犹含雨， 鸥鹭青闲欲满
洲。 好景同来不同赏， 诗篇还为故人
留。”

故人是谁？或有哪些？
也许， 这其中大约应该就有湘西

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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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运涛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是万
众瞩目的国家战略。 在积极对接
国家战略 、 落实省委 “创新引
领， 开放崛起” 战略中， 湖南农
业应将打造 “粤港澳大湾区” 的
“大厨房” 作为首选定位。

一、 选好 “路子 ”。 湖南的
区位、 交通优势决定了湖南农业
的市场优越位置， 未来对接粤港
澳， 一是要选准对接点， 选择适
应粤港澳大湾区市场需求的， 同

时适合湖南农业发展的特色产业。
二是选准主攻点， 按照食材产业化
要求及时调整市场定位 、 品种结
构、 技术模式以及深加工产品的主
攻方向。

二、 种好 “园子 ”。 山清水秀
的湖南， 自古就有 “九州粮仓” 的
美誉， “园子” 的基础相当厚实。
下一步应在两个 “高端” 下功夫：
一是注重转向高端供给， 农产品生
产要在品质、 品相、 品牌上使劲，
千方百计让 “大路货” 转向 “俏销
货”。 二是注重瞄准高端人群， 建

立微店有机商城， 通过会员制， 实
行线上 、 线下直营店两条渠道供
应， 满足高品质需求。

三、 把好 “尺子”。 严把农产品
质量标准， 可参照香港 《食物内除
害剂残余规例》 这个最严格的 “尺
子”， 来规范农产品的生产与加工，
以提高我省农产品合格率。

四 、 掌好 “勺子 ”。 湖
南拥有涉农企业5.6万多家，
其中农产品加工企业 4.8万
多家， 国家级、 省级龙头企
业649家 ， 农产品加工产值

与农业产值比重已达到2.1∶1。 这些
都是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的有
利因素， 湖南应当掌好精深加工的
“勺子”、 主食加工的 “勺子” 以及
特色产品加工的 “勺子”。

（作者系湖南省农药检定所所长、
省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主任）

黄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 发展混合所有制
经济，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
界一流企业。”其中“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 是方向，“发展混合所有
制经济” 是途径，“培育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是目标，

从中可见中央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
济所寄予的厚望。

目前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问
题是思想不够解放。非公资本担心丧
失话语权，沦为陪衬。国有企业一则
担心因经营理念、 管理风格不同，增
加摩擦，影响效率；二则担心因经营
不善，被扣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

下阶段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

革，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或可在以
下三个方面进行拓展深化。 一是扩
大试点范围，提升试点层级。目前混
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大多停留在竞争
性国有企业的二级公司层面， 下一
步应考虑扩大到其他类型的国有企
业特别是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以
及国有企业的集团公司层面， 充分
发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突破和带动

作用。 二是提高非公资本的持股比
例。 增强非公资本参与混合所有制
改革的积极性，实现股权多元化，推
动形成有效制衡的治理机制。 三是
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坚持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完善制度、保护产权；建
立健全容错纠错和激励约束机制 ，
保护企业家的改革热情。

（作者单位：湖南省国资委）

中共江永县委书记 周立夫

乡村振兴 ， 全域旅游是重要抓
手 。江永历史悠久 、风光秀丽 、人文
独特 、 物产丰富 ，“三千文化 ”“瑶族
文化 ”“五香特产 ”闻名遐迩 ，是国家
首批全国生态建设示范县 、 全国绿
色能源示范县 、 全国保护发展森林
资源目标责任制考核优秀县 、 全国
经济林建设先进县 。“盛名 ”之下 ，创
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我们义不容
辞 。全域旅游立足于 “全域 ”，因此 ，
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要做足 “全 ”
文章 ，全力推动 “景点旅游 ”向 “全域
旅游 ”转变 ，以全域旅游带动全域经
济发展 ，实现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多赢。

全部担责。树立“大旅游”理念。强
化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创新全域旅游
发展体制机制，细化任务、压实责任，
构建“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
抓、 班子成员配合抓、 干部职工共同

抓 、全民参与常态抓的工作格局 。结合
创建 “省级文明县城 、省级生态文明示
范县、省级园林县城、国家卫生县城”，出
台文明先进个人 、文明家庭 、文明社区
等系列评先表优奖励办法，引导全民积
极 、主动参与创建 ，提升居民旅游形象
意识 、热情度和包容性 ，推进旅游发展
成果全民共享。

全面规划 。秉持 “一盘棋 ”思维 。坚
持差异互补 、联动发展 、合理布局域内
旅游产业 ，实现旅游产业全域覆盖 ，让
旅游元素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
领域 。县委 、县政府提出打造 “一城一
带一路一群四点 ” 的全县旅游产业布
局的总体策划思路 ，坚持 “多规合一 ”，
积极协调各单位和乡镇编制或修编土
地 、交通 、城乡 、环保 、水利 、农业等专
项规划 ， 做到与旅游发展规划相融相
生 ，促进文化旅游业全区域 、全要素 、
全产业链发展。

全程完善。着力“一条龙”建设。把握
永州市委、 市政府开展旅游升温战役，
打造旅游强市的机遇，明确重点旅游项
目牵引 ，打造特色旅游产品 、特色旅游
板块 、特色旅游线路 ，完善全域旅游发
展体系 。强化公共服务 ，完善覆盖域内
的旅游交通 、 基础设施和信息服务体
系，构建“智慧旅游”平台；打造便捷高效
的旅游交通网， 完善景区配套设施度，
提升接待能力和服务质量，全力争创国
家4A和5A级景区。 全面发展高端酒店、
商贸物流 、休闲娱乐 、特色餐饮等服务
产业， 完善吃住行游购娱等生活要素，
提升旅游综合效益。

全员动员。坚持“大宣传”推介。挖掘
提炼县域内特色文化旅游资源的精髓，
构建域内旅游主题口号、 主题歌曲、旅
游标识 、吉祥物等系列品牌元素 ，形成
域内旅游品牌形象。将旅游品牌宣传纳
入大宣传格局，与招商引资、经贸洽谈、
外宣外事活动互相联动，推进江永旅游
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贯彻发展新理念
转型升级补短板金点子 新声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大厨房”

蹇桂军

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 （简
称马栏山） 建设发展步入 “快车
道”。接下来或可运用政策的叠加
释放集聚效应， 吸引各大企业落
户马栏山。

激发机制创新 “源头活水”。
一是在运作模式上争取省、部、市
共建； 二是研究编制发布马栏山
指数； 三是力争实现园区文创企

业参照科技创新企业实行同等政策
优惠。

打造文创产业 “成本洼地”。一
是降低行业准入成本， 创设园区集
体牌照和共享牌照； 二是降低网络
信息成本，建设“马栏山云”和国际
通讯专用通道，园区布局专属机房；
三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设立马
栏山网上办事大厅， 创设有核无边
的马栏山虚拟园区。

多措并举提供 “阳光雨露”。一

是加大投入，设立马栏山发展基金；
二是加大支持，通过奖励补助、项目
配套、 人才补贴等方式支持企业发
展；三是加大扶持，设立平台建设、
金融信贷、会议展览、知识产权、境
外投资、对外出口、文创消费券等系
列补贴。

创建更加优美“产业生态 ”。一
是建设文创人才特区 ， 鼓励建立
开放包容 、 灵活柔性的人才引进
培育体制 ，形成高端创意人才 “顶

天立地 ”、青年草根人才 “铺天盖
地 ”的发展格局 ；二是促进文创金
融深度融合 ， 针对企业发展阶段
提出创投、 风投、 贷款 、 保险 、担
保 、上市等系列支持措施 ；三是加
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 引进培育
创意孵化 、演艺培训 、视频众包 、
信息传播 、媒体融合 、共性技术 、
版权交易等公共服务平台。

（作 者 单 位 ：长 沙 市 发 改 委
服务业处）

发挥政策叠加优势 助力马栏山建设

积极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
要做“全”文章

� � � �周立夫 通讯员 摄

王阳明与湘西土司：诗篇还为故人留

刘明

我的家乡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永顺县， 拥有湖南目前唯一的世界文
化遗产：永顺老司城遗址。

在永顺老司城遗址考古发掘中，
王阳明，这个响彻时空的名字，几乎无
时不在我眼前闪现。

于是，我决定写篇文章，写王阳明
与湘西土司，写彭氏“六德”，写精忠报
国、知行合一……献给家乡湘西，献给
这个伟大的时代！

一

公元1568年，明隆庆二年。
这一年秋天，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将大明宫阙的清晨惊醒。
从湖广永顺宣慰司星夜兼程的使

者，带着彭翼南病逝的消息来到北京。
使者匆匆来到礼部尚书、 大学士

徐阶面前，一见面，还未开口，便泣不
成声。

徐阶一时不知所措。
使者哭着说，“侯作也。”
侯， 就是昭毅将军、 云南右布政

使、湖广永顺宣慰使彭翼南。
作，去也。
风萧萧兮“沅”水寒，壮士一去兮

不复还。
其实那时， 年仅32岁的彭翼南，

病逝已过去整整一年了。
惊闻噩耗，时年65岁的徐阶刚刚

大病初愈，又禁不住悲从中来。
他对使者说，起来吧，等吾身体恢

复后，将亲自为翼南撰写墓志铭。
此时此刻，他们并不知道。
430年后， 人们将会在永顺老司

城遗址发现这些墓志铭， 而铭文中提
到了王阳明， 更给一段历史留下了无
限遐想。

二

1998年夏天，地处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永顺县一个叫司城村的地
方，来了一队考古发掘者。

时年38岁的雷家森，永顺县文物
局考古专家，就是其中的队员。

早在1995年，雷家森就参与发掘
老司城遗址中的彭宗舜夫妇合葬墓，

即彭翼南父母墓。
在墓葬内， 雷家森找到了一块

墓志铭，这是封建社会身份的象征。
在墓志铭上，雷家森发现，竟然

直接提到了彭宗舜随王阳明率兵平
叛广西田州之事。

班师得胜之后， 王阳明还给彭
宗舜送诗一首，后被王世隆刻在《彭
宗舜墓志铭》上：“嗟尔彭宗舜，少年
多战功。从亲心已孝，报国意弥忠。”

年仅33岁英年早逝的彭宗舜，
与为他写墓志铭的王世隆， 两人均
为王阳明帐下。

在《王阳明全集》中，我找到了
这首诗。 只有两个字出入，“嗟”为
“爱”，“弥”为“尤”。

王阳明的这首诗，除了彭宗舜，
还提到了另外两位湘西土司的名
字：彭明辅和彭九霄。

宣慰彭明辅，忠勤晚益敦。归师
当五月，冒暑净蛮氛。

九霄虽已老，报国意犹勤。五月
冲淡暑，回军立战勋。

彭明辅是彭宗舜的父亲， 彭九
霄是彭宗舜的岳父。

据《彭宗舜墓志铭》记载，这首
诗写于1528年2月， 彭宗舜时年17
岁，和王阳明年谱大事记上一致。

这一年10月，王阳明病重，向皇
上请求从广州起程回浙江老家养病。
没想到，11月29日， 一个大雪纷飞的
早晨，他竟不幸病逝于江西青龙铺，享
年57岁。

三

彭翼南是彭宗舜的儿子。
2015年7月4日，湖南永顺老司城

遗址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后， 有不
少文章中说，彭翼南是王阳明的学生。

这其实是一种错误。
因为彭翼南1536年才出生，那个

时候，阳明先生已去世8年了。
不少人持错误的观点， 多源于彭

翼南的墓志铭中第一句话： 余初从阳
明先生游……

其实，此“余”是指撰写墓志铭的
徐阶，而非彭翼南本人。

可见，王阳明并不知道彭翼南。但
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王阳明
全集》中，有八处直接写湖广永顺、保
靖土司的篇章。

八篇中，有两篇写给（今湘西）土
司军队的听候调令， 有五篇是犒劳和
嘉奖令牌，还有一篇祭文。

《祭永顺保靖土兵文》，是《王阳明全
集》中写得最长的祭文，也是唯一写给一
支军队的祭文，800多字，字字戳心。

“人孰无死……今尔等之死，乃因

驱驰国事，捍患御侮而死，盖得其死所
矣……真无愧于马革裹尸之言矣。呜
呼壮士！尔死何憾乎……”

这篇祭文写于1528年6月5日，王
阳明身在广西，因为生病，不能亲临祭
所，在病床上写下这些文字时，他早已
泪流满面。

总有一种力量让人热泪盈眶。
尤其是作为湘西人的我， 看了这

篇祭文， 不由得为先人们精忠报国的
英雄壮举肃然起敬。

熟悉王阳明先生的人， 多知道他临
终时著名的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先生说罢无语，瞑目而逝。一种大
慈祥，转发为大超脱、大自在。

其实， 早在他逝世的5个月前，他
写给湖广永顺保靖土兵的这篇祭文，
更具体体现了先生的人生观。

“岂不生为壮烈之夫，而没为忠义之
士也乎！”遗憾的是，所有王阳明传记的
文字，这篇祭文只字未提。至于永顺和保
靖土兵精忠报国之壮举，目前也写得少。

四

在已知的湘西土司中， 彭翼南的
名气最大。

这主要缘于他曾获得过“东南剿
倭第一战功”的称号，其英雄壮举还写
进了《明史》。

徐阶在《彭翼南墓志铭》中写道：

“嘉靖乙卯丙辰 ，倭
寇祸我东南极惨。侯

以弱冠膺命 ， 提兵两千定
之。”

嘉靖乙卯丙辰 ， 就是
1555年和1556年， 彭翼南刚
刚弱冠之年。

因为连年征战，1567年，32岁的
彭翼南病逝，和他父亲彭宗舜一样，都
是英年早逝。

徐阶不但写了彭翼南为国抗倭的
丰功伟绩， 还用回忆与阳明先生对话
的形式，总结出了彭氏“六德”。

这段对话如是写道：
余初从阳明先生游， 闲论天下世

族贵盛而悠远者， 先生言及永顺彭氏
可以当之。

余曰：“何征？”
先生曰：“迩者两役思田，宣慰世麒、

明辅、宗舜三世咸征。及和门日侍讲宅。
吾见其敏而勤，富而义，贵而礼，严而和，
入而孝，出而忠。夫学莫贵乎勤，利莫先
于义，接人莫急于礼，驭众莫要于和，立
身莫切于孝， 报国莫大于忠。 彭氏世有
‘六德’，恶得贵胜而悠远乎……”

彭氏“六德”深埋于地下，一直不为
外人所知， 直到1998年考古发掘后，才
逐渐从尘土中走来。其以“忠君爱国”作
为家风，以“保境安民”视为家德，无疑
深受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之影响。

六德， 其实也是
一个家族必须遵循的
行为准则， 对于如今
的社会， 仍具有强大
的现实意义。

也许， 这就是永
顺老司城遗址为何能
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
重要之魂， 也是这个
偏居一域的小王国历
经800余年而不衰的
重要原因。

五

王阳明与湘西土司始交际于何
时？至今仍是个谜。

1508年早春和1510年深冬，王阳
明曾两次路过如今的湖南。 从江西进
入株洲醴陵，到长沙沿湘江进入洞庭。
然后从洞庭溯沅江西上， 经益阳到常
德，入沅陵过湘西再经芷江、新晃，去
贵州龙场。

从留下的大量诗句中可以知道，
王阳明两次途经湖南， 来回路线基本
一样，当然，心情就大不一样了。

去贵州时忧心忡忡， 回江西时信
心满满。

不过，在这个时间段，关于王阳明
和湘西土司交际的文字还未发现。

在王阳明众多湖湘弟子中， 也不
见湘西土司的名字。

直到1517年，在那篇著名的《告
谕浰头巢贼》中，王阳明才提到“西调
湖、湘之土兵”。

经考证，这支队伍即为永顺、保靖
土兵。

有人认为， 在王阳明两次途经湖
南的途中， 湘西土司都一直为其暗中
护送。

因为那时候， 湘西土司的势力范
围，几乎涵盖了整个武陵山区。

那么， 王阳明完成贵州“龙场悟
道”后，在沅陵龙兴寺进行的那次著名
讲学中，有没有湘西土司前来学习？在
沅陵停留月余， 王阳明是否和湘西土
司有过深度接触？

一切不得而知。不过，通过诗句，
还是看得出， 王阳明那段时间心情真
不错：

“杖黎一过虎溪头，何处僧房是惠
休？ 云起峰头沉阁影， 林疏地底见江
流。 烟花日暖犹含雨， 鸥鹭青闲欲满
洲。 好景同来不同赏， 诗篇还为故人
留。”

故人是谁？或有哪些？
也许， 这其中大约应该就有湘西

土司。

一

公元1568年，明隆庆二年。
这一年秋天，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将大明宫阙的清晨惊醒。
从湖广永顺宣慰司星夜兼程的使

者，带着彭翼南病逝的消息来到北京。
使者匆匆来到礼部尚书、 大学士

徐阶面前，一见面，还未开口，便泣不
成声。

徐阶一时不知所措。
使者哭着说，“侯作也。”
侯， 就是昭毅将军、 云南右布政

使、湖广永顺宣慰使彭翼南。
作，去也。
风萧萧兮“沅”水寒，壮士一去兮

不复还。
其实那时， 年仅32岁的彭翼南，

病逝已过去整整一年了。
惊闻噩耗，时年65岁的徐阶刚刚

大病初愈，又禁不住悲从中来。
他对使者说，起来吧，等吾身体恢

复后，将亲自为翼南撰写墓志铭。
此时此刻，他们并不知道。
430年后， 人们将会在永顺老司

城遗址发现这些墓志铭， 而铭文中提
到了王阳明， 更给一段历史留下了无
限遐想。

二

1998年夏天，地处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永顺县一个叫司城村的地
方，来了一队考古发掘者。

时年38岁的雷家森，永顺县文物
局考古专家，就是其中的队员。

早在1995年，雷家森就参与发掘
老司城遗址中的彭宗舜夫妇合葬墓，

即彭翼南父母墓。
在墓葬内， 雷家森找到了一块

墓志铭，这是封建社会身份的象征。
在墓志铭上，雷家森发现，竟然

直接提到了彭宗舜随王阳明率兵平
叛广西田州之事。

班师得胜之后， 王阳明还给彭
宗舜送诗一首，后被王世隆刻在《彭
宗舜墓志铭》上：“嗟尔彭宗舜，少年
多战功。从亲心已孝，报国意弥忠。”

年仅33岁英年早逝的彭宗舜，
与为他写墓志铭的王世隆， 两人均
为王阳明帐下。

在《王阳明全集》中，我找到了
这首诗。 只有两个字出入，“嗟”为
“爱”，“弥”为“尤”。

王阳明的这首诗，除了彭宗舜，
还提到了另外两位湘西土司的名
字：彭明辅和彭九霄。

宣慰彭明辅，忠勤晚益敦。归师
当五月，冒暑净蛮氛。

九霄虽已老，报国意犹勤。五月
冲淡暑，回军立战勋。

彭明辅是彭宗舜的父亲， 彭九
霄是彭宗舜的岳父。

据《彭宗舜墓志铭》记载，这首
诗写于1528年2月， 彭宗舜时年17
岁，和王阳明年谱大事记上一致。

这一年10月，王阳明病重，向皇
上请求从广州起程回浙江老家养病。
没想到，11月29日， 一个大雪纷飞的
早晨，他竟不幸病逝于江西青龙铺，享
年57岁。

三

彭翼南是彭宗舜的儿子。
2015年7月4日，湖南永顺老司城

遗址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后， 有不
少文章中说，彭翼南是王阳明的学生。

这其实是一种错误。
因为彭翼南1536年才出生，那个

时候，阳明先生已去世8年了。
不少人持错误的观点， 多源于彭

翼南的墓志铭中第一句话： 余初从阳
明先生游……

其实，此“余”是指撰写墓志铭的
徐阶，而非彭翼南本人。

可见，王阳明并不知道彭翼南。但
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王阳明
全集》中，有八处直接写湖广永顺、保
靖土司的篇章。

八篇中，有两篇写给（今湘西）土
司军队的听候调令， 有五篇是犒劳和
嘉奖令牌，还有一篇祭文。

《祭永顺保靖土兵文》，是《王阳明全
集》中写得最长的祭文，也是唯一写给一
支军队的祭文，800多字，字字戳心。

“人孰无死……今尔等之死，乃因

驱驰国事，捍患御侮而死，盖得其死所
矣……真无愧于马革裹尸之言矣。呜
呼壮士！尔死何憾乎……”

这篇祭文写于1528年6月5日，王
阳明身在广西，因为生病，不能亲临祭
所，在病床上写下这些文字时，他早已
泪流满面。

总有一种力量让人热泪盈眶。
尤其是作为湘西人的我， 看了这

篇祭文， 不由得为先人们精忠报国的
英雄壮举肃然起敬。

熟悉王阳明先生的人， 多知道他临
终时著名的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先生说罢无语，瞑目而逝。一种大
慈祥，转发为大超脱、大自在。

其实， 早在他逝世的5个月前，他
写给湖广永顺保靖土兵的这篇祭文，
更具体体现了先生的人生观。

“岂不生为壮烈之夫，而没为忠义之
士也乎！”遗憾的是，所有王阳明传记的
文字，这篇祭文只字未提。至于永顺和保
靖土兵精忠报国之壮举，目前也写得少。

四

在已知的湘西土司中， 彭翼南的
名气最大。

这主要缘于他曾获得过“东南剿
倭第一战功”的称号，其英雄壮举还写
进了《明史》。

徐阶在《彭翼南墓志铭》中写道：

“嘉靖乙卯丙辰 ，倭
寇祸我东南极惨。侯

以弱冠膺命 ， 提兵两千定
之。”

嘉靖乙卯丙辰 ， 就是
1555年和1556年， 彭翼南刚
刚弱冠之年。

因为连年征战，1567年，32岁的
彭翼南病逝，和他父亲彭宗舜一样，都
是英年早逝。

徐阶不但写了彭翼南为国抗倭的
丰功伟绩， 还用回忆与阳明先生对话
的形式，总结出了彭氏“六德”。

这段对话如是写道：
余初从阳明先生游， 闲论天下世

族贵盛而悠远者， 先生言及永顺彭氏
可以当之。

余曰：“何征？”
先生曰：“迩者两役思田，宣慰世麒、

明辅、宗舜三世咸征。及和门日侍讲宅。
吾见其敏而勤，富而义，贵而礼，严而和，
入而孝，出而忠。夫学莫贵乎勤，利莫先
于义，接人莫急于礼，驭众莫要于和，立
身莫切于孝， 报国莫大于忠。 彭氏世有
‘六德’，恶得贵胜而悠远乎……”

彭氏“六德”深埋于地下，一直不为
外人所知， 直到1998年考古发掘后，才
逐渐从尘土中走来。其以“忠君爱国”作
为家风，以“保境安民”视为家德，无疑
深受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之影响。

六德， 其实也是
一个家族必须遵循的
行为准则， 对于如今
的社会， 仍具有强大
的现实意义。

也许， 这就是永
顺老司城遗址为何能
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
重要之魂， 也是这个
偏居一域的小王国历
经800余年而不衰的
重要原因。

五

王阳明与湘西土司始交际于何
时？至今仍是个谜。

1508年早春和1510年深冬，王阳
明曾两次路过如今的湖南。 从江西进
入株洲醴陵，到长沙沿湘江进入洞庭。
然后从洞庭溯沅江西上， 经益阳到常
德，入沅陵过湘西再经芷江、新晃，去
贵州龙场。

从留下的大量诗句中可以知道，
王阳明两次途经湖南， 来回路线基本
一样，当然，心情就大不一样了。

去贵州时忧心忡忡， 回江西时信
心满满。

不过，在这个时间段，关于王阳明
和湘西土司交际的文字还未发现。

在王阳明众多湖湘弟子中， 也不
见湘西土司的名字。

直到1517年，在那篇著名的《告
谕浰头巢贼》中，王阳明才提到“西调
湖、湘之土兵”。

经考证，这支队伍即为永顺、保靖
土兵。

有人认为， 在王阳明两次途经湖
南的途中， 湘西土司都一直为其暗中
护送。

因为那时候， 湘西土司的势力范
围，几乎涵盖了整个武陵山区。

那么， 王阳明完成贵州“龙场悟
道”后，在沅陵龙兴寺进行的那次著名
讲学中，有没有湘西土司前来学习？在
沅陵停留月余， 王阳明是否和湘西土
司有过深度接触？

一切不得而知。不过，通过诗句，
还是看得出， 王阳明那段时间心情真
不错：

“杖黎一过虎溪头，何处僧房是惠
休？ 云起峰头沉阁影， 林疏地底见江
流。 烟花日暖犹含雨， 鸥鹭青闲欲满
洲。 好景同来不同赏， 诗篇还为故人
留。”

故人是谁？或有哪些？
也许， 这其中大约应该就有湘西

土司。

一

公元1568年，明隆庆二年。
这一年秋天，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将大明宫阙的清晨惊醒。
从湖广永顺宣慰司星夜兼程的使

者，带着彭翼南病逝的消息来到北京。
使者匆匆来到礼部尚书、 大学士

徐阶面前，一见面，还未开口，便泣不
成声。

徐阶一时不知所措。
使者哭着说，“侯作也。”
侯， 就是昭毅将军、 云南右布政

使、湖广永顺宣慰使彭翼南。
作，去也。
风萧萧兮“沅”水寒，壮士一去兮

不复还。
其实那时， 年仅32岁的彭翼南，

病逝已过去整整一年了。
惊闻噩耗，时年65岁的徐阶刚刚

大病初愈，又禁不住悲从中来。
他对使者说，起来吧，等吾身体恢

复后，将亲自为翼南撰写墓志铭。
此时此刻，他们并不知道。
430年后， 人们将会在永顺老司

城遗址发现这些墓志铭， 而铭文中提
到了王阳明， 更给一段历史留下了无
限遐想。

二

1998年夏天，地处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永顺县一个叫司城村的地
方，来了一队考古发掘者。

时年38岁的雷家森，永顺县文物
局考古专家，就是其中的队员。

早在1995年，雷家森就参与发掘
老司城遗址中的彭宗舜夫妇合葬墓，

即彭翼南父母墓。
在墓葬内， 雷家森找到了一块

墓志铭，这是封建社会身份的象征。
在墓志铭上，雷家森发现，竟然

直接提到了彭宗舜随王阳明率兵平
叛广西田州之事。

班师得胜之后， 王阳明还给彭
宗舜送诗一首，后被王世隆刻在《彭
宗舜墓志铭》上：“嗟尔彭宗舜，少年
多战功。从亲心已孝，报国意弥忠。”

年仅33岁英年早逝的彭宗舜，
与为他写墓志铭的王世隆， 两人均
为王阳明帐下。

在《王阳明全集》中，我找到了
这首诗。 只有两个字出入，“嗟”为
“爱”，“弥”为“尤”。

王阳明的这首诗，除了彭宗舜，
还提到了另外两位湘西土司的名
字：彭明辅和彭九霄。

宣慰彭明辅，忠勤晚益敦。归师
当五月，冒暑净蛮氛。

九霄虽已老，报国意犹勤。五月
冲淡暑，回军立战勋。

彭明辅是彭宗舜的父亲， 彭九
霄是彭宗舜的岳父。

据《彭宗舜墓志铭》记载，这首
诗写于1528年2月， 彭宗舜时年17
岁，和王阳明年谱大事记上一致。

这一年10月，王阳明病重，向皇
上请求从广州起程回浙江老家养病。
没想到，11月29日， 一个大雪纷飞的
早晨，他竟不幸病逝于江西青龙铺，享
年57岁。

三

彭翼南是彭宗舜的儿子。
2015年7月4日，湖南永顺老司城

遗址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后， 有不
少文章中说，彭翼南是王阳明的学生。

这其实是一种错误。
因为彭翼南1536年才出生，那个

时候，阳明先生已去世8年了。
不少人持错误的观点， 多源于彭

翼南的墓志铭中第一句话： 余初从阳
明先生游……

其实，此“余”是指撰写墓志铭的
徐阶，而非彭翼南本人。

可见，王阳明并不知道彭翼南。但
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王阳明
全集》中，有八处直接写湖广永顺、保
靖土司的篇章。

八篇中，有两篇写给（今湘西）土
司军队的听候调令， 有五篇是犒劳和
嘉奖令牌，还有一篇祭文。

《祭永顺保靖土兵文》，是《王阳明全
集》中写得最长的祭文，也是唯一写给一
支军队的祭文，800多字，字字戳心。

“人孰无死……今尔等之死，乃因

驱驰国事，捍患御侮而死，盖得其死所
矣……真无愧于马革裹尸之言矣。呜
呼壮士！尔死何憾乎……”

这篇祭文写于1528年6月5日，王
阳明身在广西，因为生病，不能亲临祭
所，在病床上写下这些文字时，他早已
泪流满面。

总有一种力量让人热泪盈眶。
尤其是作为湘西人的我， 看了这

篇祭文， 不由得为先人们精忠报国的
英雄壮举肃然起敬。

熟悉王阳明先生的人， 多知道他临
终时著名的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先生说罢无语，瞑目而逝。一种大
慈祥，转发为大超脱、大自在。

其实， 早在他逝世的5个月前，他
写给湖广永顺保靖土兵的这篇祭文，
更具体体现了先生的人生观。

“岂不生为壮烈之夫，而没为忠义之
士也乎！”遗憾的是，所有王阳明传记的
文字，这篇祭文只字未提。至于永顺和保
靖土兵精忠报国之壮举，目前也写得少。

四

在已知的湘西土司中， 彭翼南的
名气最大。

这主要缘于他曾获得过“东南剿
倭第一战功”的称号，其英雄壮举还写
进了《明史》。

徐阶在《彭翼南墓志铭》中写道：

“嘉靖乙卯丙辰 ，倭
寇祸我东南极惨。侯

以弱冠膺命 ， 提兵两千定
之。”

嘉靖乙卯丙辰 ， 就是
1555年和1556年， 彭翼南刚
刚弱冠之年。

因为连年征战，1567年，32岁的
彭翼南病逝，和他父亲彭宗舜一样，都
是英年早逝。

徐阶不但写了彭翼南为国抗倭的
丰功伟绩， 还用回忆与阳明先生对话
的形式，总结出了彭氏“六德”。

这段对话如是写道：
余初从阳明先生游， 闲论天下世

族贵盛而悠远者， 先生言及永顺彭氏
可以当之。

余曰：“何征？”
先生曰：“迩者两役思田，宣慰世麒、

明辅、宗舜三世咸征。及和门日侍讲宅。
吾见其敏而勤，富而义，贵而礼，严而和，
入而孝，出而忠。夫学莫贵乎勤，利莫先
于义，接人莫急于礼，驭众莫要于和，立
身莫切于孝， 报国莫大于忠。 彭氏世有
‘六德’，恶得贵胜而悠远乎……”

彭氏“六德”深埋于地下，一直不为
外人所知， 直到1998年考古发掘后，才
逐渐从尘土中走来。其以“忠君爱国”作
为家风，以“保境安民”视为家德，无疑
深受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之影响。

六德， 其实也是
一个家族必须遵循的
行为准则， 对于如今
的社会， 仍具有强大
的现实意义。

也许， 这就是永
顺老司城遗址为何能
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
重要之魂， 也是这个
偏居一域的小王国历
经800余年而不衰的
重要原因。

五

王阳明与湘西土司始交际于何
时？至今仍是个谜。

1508年早春和1510年深冬，王阳
明曾两次路过如今的湖南。 从江西进
入株洲醴陵，到长沙沿湘江进入洞庭。
然后从洞庭溯沅江西上， 经益阳到常
德，入沅陵过湘西再经芷江、新晃，去
贵州龙场。

从留下的大量诗句中可以知道，
王阳明两次途经湖南， 来回路线基本
一样，当然，心情就大不一样了。

去贵州时忧心忡忡， 回江西时信
心满满。

不过，在这个时间段，关于王阳明
和湘西土司交际的文字还未发现。

在王阳明众多湖湘弟子中， 也不
见湘西土司的名字。

直到1517年，在那篇著名的《告
谕浰头巢贼》中，王阳明才提到“西调
湖、湘之土兵”。

经考证，这支队伍即为永顺、保靖
土兵。

有人认为， 在王阳明两次途经湖
南的途中， 湘西土司都一直为其暗中
护送。

因为那时候， 湘西土司的势力范
围，几乎涵盖了整个武陵山区。

那么， 王阳明完成贵州“龙场悟
道”后，在沅陵龙兴寺进行的那次著名
讲学中，有没有湘西土司前来学习？在
沅陵停留月余， 王阳明是否和湘西土
司有过深度接触？

一切不得而知。不过，通过诗句，
还是看得出， 王阳明那段时间心情真
不错：

“杖黎一过虎溪头，何处僧房是惠
休？ 云起峰头沉阁影， 林疏地底见江
流。 烟花日暖犹含雨， 鸥鹭青闲欲满
洲。 好景同来不同赏， 诗篇还为故人
留。”

故人是谁？或有哪些？
也许， 这其中大约应该就有湘西

土司。

一

公元1568年，明隆庆二年。
这一年秋天，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将大明宫阙的清晨惊醒。
从湖广永顺宣慰司星夜兼程的使

者，带着彭翼南病逝的消息来到北京。
使者匆匆来到礼部尚书、 大学士

徐阶面前，一见面，还未开口，便泣不
成声。

徐阶一时不知所措。
使者哭着说，“侯作也。”
侯， 就是昭毅将军、 云南右布政

使、湖广永顺宣慰使彭翼南。
作，去也。
风萧萧兮“沅”水寒，壮士一去兮

不复还。
其实那时， 年仅32岁的彭翼南，

病逝已过去整整一年了。
惊闻噩耗，时年65岁的徐阶刚刚

大病初愈，又禁不住悲从中来。
他对使者说，起来吧，等吾身体恢

复后，将亲自为翼南撰写墓志铭。
此时此刻，他们并不知道。
430年后， 人们将会在永顺老司

城遗址发现这些墓志铭， 而铭文中提
到了王阳明， 更给一段历史留下了无
限遐想。

二

1998年夏天，地处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永顺县一个叫司城村的地
方，来了一队考古发掘者。

时年38岁的雷家森，永顺县文物
局考古专家，就是其中的队员。

早在1995年，雷家森就参与发掘
老司城遗址中的彭宗舜夫妇合葬墓，

即彭翼南父母墓。
在墓葬内， 雷家森找到了一块

墓志铭，这是封建社会身份的象征。
在墓志铭上，雷家森发现，竟然

直接提到了彭宗舜随王阳明率兵平
叛广西田州之事。

班师得胜之后， 王阳明还给彭
宗舜送诗一首，后被王世隆刻在《彭
宗舜墓志铭》上：“嗟尔彭宗舜，少年
多战功。从亲心已孝，报国意弥忠。”

年仅33岁英年早逝的彭宗舜，
与为他写墓志铭的王世隆， 两人均
为王阳明帐下。

在《王阳明全集》中，我找到了
这首诗。 只有两个字出入，“嗟”为
“爱”，“弥”为“尤”。

王阳明的这首诗，除了彭宗舜，
还提到了另外两位湘西土司的名
字：彭明辅和彭九霄。

宣慰彭明辅，忠勤晚益敦。归师
当五月，冒暑净蛮氛。

九霄虽已老，报国意犹勤。五月
冲淡暑，回军立战勋。

彭明辅是彭宗舜的父亲， 彭九
霄是彭宗舜的岳父。

据《彭宗舜墓志铭》记载，这首
诗写于1528年2月， 彭宗舜时年17
岁，和王阳明年谱大事记上一致。

这一年10月，王阳明病重，向皇
上请求从广州起程回浙江老家养病。
没想到，11月29日， 一个大雪纷飞的
早晨，他竟不幸病逝于江西青龙铺，享
年57岁。

三

彭翼南是彭宗舜的儿子。
2015年7月4日，湖南永顺老司城

遗址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后， 有不
少文章中说，彭翼南是王阳明的学生。

这其实是一种错误。
因为彭翼南1536年才出生，那个

时候，阳明先生已去世8年了。
不少人持错误的观点， 多源于彭

翼南的墓志铭中第一句话： 余初从阳
明先生游……

其实，此“余”是指撰写墓志铭的
徐阶，而非彭翼南本人。

可见，王阳明并不知道彭翼南。但
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王阳明
全集》中，有八处直接写湖广永顺、保
靖土司的篇章。

八篇中，有两篇写给（今湘西）土
司军队的听候调令， 有五篇是犒劳和
嘉奖令牌，还有一篇祭文。

《祭永顺保靖土兵文》，是《王阳明全
集》中写得最长的祭文，也是唯一写给一
支军队的祭文，800多字，字字戳心。

“人孰无死……今尔等之死，乃因

驱驰国事，捍患御侮而死，盖得其死所
矣……真无愧于马革裹尸之言矣。呜
呼壮士！尔死何憾乎……”

这篇祭文写于1528年6月5日，王
阳明身在广西，因为生病，不能亲临祭
所，在病床上写下这些文字时，他早已
泪流满面。

总有一种力量让人热泪盈眶。
尤其是作为湘西人的我， 看了这

篇祭文， 不由得为先人们精忠报国的
英雄壮举肃然起敬。

熟悉王阳明先生的人， 多知道他临
终时著名的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先生说罢无语，瞑目而逝。一种大
慈祥，转发为大超脱、大自在。

其实， 早在他逝世的5个月前，他
写给湖广永顺保靖土兵的这篇祭文，
更具体体现了先生的人生观。

“岂不生为壮烈之夫，而没为忠义之
士也乎！”遗憾的是，所有王阳明传记的
文字，这篇祭文只字未提。至于永顺和保
靖土兵精忠报国之壮举，目前也写得少。

四

在已知的湘西土司中， 彭翼南的
名气最大。

这主要缘于他曾获得过“东南剿
倭第一战功”的称号，其英雄壮举还写
进了《明史》。

徐阶在《彭翼南墓志铭》中写道：

“嘉靖乙卯丙辰 ，倭
寇祸我东南极惨。侯

以弱冠膺命 ， 提兵两千定
之。”

嘉靖乙卯丙辰 ， 就是
1555年和1556年， 彭翼南刚
刚弱冠之年。

因为连年征战，1567年，32岁的
彭翼南病逝，和他父亲彭宗舜一样，都
是英年早逝。

徐阶不但写了彭翼南为国抗倭的
丰功伟绩， 还用回忆与阳明先生对话
的形式，总结出了彭氏“六德”。

这段对话如是写道：
余初从阳明先生游， 闲论天下世

族贵盛而悠远者， 先生言及永顺彭氏
可以当之。

余曰：“何征？”
先生曰：“迩者两役思田，宣慰世麒、

明辅、宗舜三世咸征。及和门日侍讲宅。
吾见其敏而勤，富而义，贵而礼，严而和，
入而孝，出而忠。夫学莫贵乎勤，利莫先
于义，接人莫急于礼，驭众莫要于和，立
身莫切于孝， 报国莫大于忠。 彭氏世有
‘六德’，恶得贵胜而悠远乎……”

彭氏“六德”深埋于地下，一直不为
外人所知， 直到1998年考古发掘后，才
逐渐从尘土中走来。其以“忠君爱国”作
为家风，以“保境安民”视为家德，无疑
深受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之影响。

六德， 其实也是
一个家族必须遵循的
行为准则， 对于如今
的社会， 仍具有强大
的现实意义。

也许， 这就是永
顺老司城遗址为何能
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
重要之魂， 也是这个
偏居一域的小王国历
经800余年而不衰的
重要原因。

五

王阳明与湘西土司始交际于何
时？至今仍是个谜。

1508年早春和1510年深冬，王阳
明曾两次路过如今的湖南。 从江西进
入株洲醴陵，到长沙沿湘江进入洞庭。
然后从洞庭溯沅江西上， 经益阳到常
德，入沅陵过湘西再经芷江、新晃，去
贵州龙场。

从留下的大量诗句中可以知道，
王阳明两次途经湖南， 来回路线基本
一样，当然，心情就大不一样了。

去贵州时忧心忡忡， 回江西时信
心满满。

不过，在这个时间段，关于王阳明
和湘西土司交际的文字还未发现。

在王阳明众多湖湘弟子中， 也不
见湘西土司的名字。

直到1517年，在那篇著名的《告
谕浰头巢贼》中，王阳明才提到“西调
湖、湘之土兵”。

经考证，这支队伍即为永顺、保靖
土兵。

有人认为， 在王阳明两次途经湖
南的途中， 湘西土司都一直为其暗中
护送。

因为那时候， 湘西土司的势力范
围，几乎涵盖了整个武陵山区。

那么， 王阳明完成贵州“龙场悟
道”后，在沅陵龙兴寺进行的那次著名
讲学中，有没有湘西土司前来学习？在
沅陵停留月余， 王阳明是否和湘西土
司有过深度接触？

一切不得而知。不过，通过诗句，
还是看得出， 王阳明那段时间心情真
不错：

“杖黎一过虎溪头，何处僧房是惠
休？ 云起峰头沉阁影， 林疏地底见江
流。 烟花日暖犹含雨， 鸥鹭青闲欲满
洲。 好景同来不同赏， 诗篇还为故人
留。”

故人是谁？或有哪些？
也许， 这其中大约应该就有湘西

土司。

一

公元1568年，明隆庆二年。
这一年秋天，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将大明宫阙的清晨惊醒。
从湖广永顺宣慰司星夜兼程的使

者，带着彭翼南病逝的消息来到北京。
使者匆匆来到礼部尚书、 大学士

徐阶面前，一见面，还未开口，便泣不
成声。

徐阶一时不知所措。
使者哭着说，“侯作也。”
侯， 就是昭毅将军、 云南右布政

使、湖广永顺宣慰使彭翼南。
作，去也。
风萧萧兮“沅”水寒，壮士一去兮

不复还。
其实那时， 年仅32岁的彭翼南，

病逝已过去整整一年了。
惊闻噩耗，时年65岁的徐阶刚刚

大病初愈，又禁不住悲从中来。
他对使者说，起来吧，等吾身体恢

复后，将亲自为翼南撰写墓志铭。
此时此刻，他们并不知道。
430年后， 人们将会在永顺老司

城遗址发现这些墓志铭， 而铭文中提
到了王阳明， 更给一段历史留下了无
限遐想。

二

1998年夏天，地处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永顺县一个叫司城村的地
方，来了一队考古发掘者。

时年38岁的雷家森，永顺县文物
局考古专家，就是其中的队员。

早在1995年，雷家森就参与发掘
老司城遗址中的彭宗舜夫妇合葬墓，

即彭翼南父母墓。
在墓葬内， 雷家森找到了一块

墓志铭，这是封建社会身份的象征。
在墓志铭上，雷家森发现，竟然

直接提到了彭宗舜随王阳明率兵平
叛广西田州之事。

班师得胜之后， 王阳明还给彭
宗舜送诗一首，后被王世隆刻在《彭
宗舜墓志铭》上：“嗟尔彭宗舜，少年
多战功。从亲心已孝，报国意弥忠。”

年仅33岁英年早逝的彭宗舜，
与为他写墓志铭的王世隆， 两人均
为王阳明帐下。

在《王阳明全集》中，我找到了
这首诗。 只有两个字出入，“嗟”为
“爱”，“弥”为“尤”。

王阳明的这首诗，除了彭宗舜，
还提到了另外两位湘西土司的名
字：彭明辅和彭九霄。

宣慰彭明辅，忠勤晚益敦。归师
当五月，冒暑净蛮氛。

九霄虽已老，报国意犹勤。五月
冲淡暑，回军立战勋。

彭明辅是彭宗舜的父亲， 彭九
霄是彭宗舜的岳父。

据《彭宗舜墓志铭》记载，这首
诗写于1528年2月， 彭宗舜时年17
岁，和王阳明年谱大事记上一致。

这一年10月，王阳明病重，向皇
上请求从广州起程回浙江老家养病。
没想到，11月29日， 一个大雪纷飞的
早晨，他竟不幸病逝于江西青龙铺，享
年57岁。

三

彭翼南是彭宗舜的儿子。
2015年7月4日，湖南永顺老司城

遗址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后， 有不
少文章中说，彭翼南是王阳明的学生。

这其实是一种错误。
因为彭翼南1536年才出生，那个

时候，阳明先生已去世8年了。
不少人持错误的观点， 多源于彭

翼南的墓志铭中第一句话： 余初从阳
明先生游……

其实，此“余”是指撰写墓志铭的
徐阶，而非彭翼南本人。

可见，王阳明并不知道彭翼南。但
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王阳明
全集》中，有八处直接写湖广永顺、保
靖土司的篇章。

八篇中，有两篇写给（今湘西）土
司军队的听候调令， 有五篇是犒劳和
嘉奖令牌，还有一篇祭文。

《祭永顺保靖土兵文》，是《王阳明全
集》中写得最长的祭文，也是唯一写给一
支军队的祭文，800多字，字字戳心。

“人孰无死……今尔等之死，乃因

驱驰国事，捍患御侮而死，盖得其死所
矣……真无愧于马革裹尸之言矣。呜
呼壮士！尔死何憾乎……”

这篇祭文写于1528年6月5日，王
阳明身在广西，因为生病，不能亲临祭
所，在病床上写下这些文字时，他早已
泪流满面。

总有一种力量让人热泪盈眶。
尤其是作为湘西人的我， 看了这

篇祭文， 不由得为先人们精忠报国的
英雄壮举肃然起敬。

熟悉王阳明先生的人， 多知道他临
终时著名的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先生说罢无语，瞑目而逝。一种大
慈祥，转发为大超脱、大自在。

其实， 早在他逝世的5个月前，他
写给湖广永顺保靖土兵的这篇祭文，
更具体体现了先生的人生观。

“岂不生为壮烈之夫，而没为忠义之
士也乎！”遗憾的是，所有王阳明传记的
文字，这篇祭文只字未提。至于永顺和保
靖土兵精忠报国之壮举，目前也写得少。

四

在已知的湘西土司中， 彭翼南的
名气最大。

这主要缘于他曾获得过“东南剿
倭第一战功”的称号，其英雄壮举还写
进了《明史》。

徐阶在《彭翼南墓志铭》中写道：

“嘉靖乙卯丙辰 ，倭
寇祸我东南极惨。侯

以弱冠膺命 ， 提兵两千定
之。”

嘉靖乙卯丙辰 ， 就是
1555年和1556年， 彭翼南刚
刚弱冠之年。

因为连年征战，1567年，32岁的
彭翼南病逝，和他父亲彭宗舜一样，都
是英年早逝。

徐阶不但写了彭翼南为国抗倭的
丰功伟绩， 还用回忆与阳明先生对话
的形式，总结出了彭氏“六德”。

这段对话如是写道：
余初从阳明先生游， 闲论天下世

族贵盛而悠远者， 先生言及永顺彭氏
可以当之。

余曰：“何征？”
先生曰：“迩者两役思田，宣慰世麒、

明辅、宗舜三世咸征。及和门日侍讲宅。
吾见其敏而勤，富而义，贵而礼，严而和，
入而孝，出而忠。夫学莫贵乎勤，利莫先
于义，接人莫急于礼，驭众莫要于和，立
身莫切于孝， 报国莫大于忠。 彭氏世有
‘六德’，恶得贵胜而悠远乎……”

彭氏“六德”深埋于地下，一直不为
外人所知， 直到1998年考古发掘后，才
逐渐从尘土中走来。其以“忠君爱国”作
为家风，以“保境安民”视为家德，无疑
深受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之影响。

六德， 其实也是
一个家族必须遵循的
行为准则， 对于如今
的社会， 仍具有强大
的现实意义。

也许， 这就是永
顺老司城遗址为何能
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
重要之魂， 也是这个
偏居一域的小王国历
经800余年而不衰的
重要原因。

五

王阳明与湘西土司始交际于何
时？至今仍是个谜。

1508年早春和1510年深冬，王阳
明曾两次路过如今的湖南。 从江西进
入株洲醴陵，到长沙沿湘江进入洞庭。
然后从洞庭溯沅江西上， 经益阳到常
德，入沅陵过湘西再经芷江、新晃，去
贵州龙场。

从留下的大量诗句中可以知道，
王阳明两次途经湖南， 来回路线基本
一样，当然，心情就大不一样了。

去贵州时忧心忡忡， 回江西时信
心满满。

不过，在这个时间段，关于王阳明
和湘西土司交际的文字还未发现。

在王阳明众多湖湘弟子中， 也不
见湘西土司的名字。

直到1517年，在那篇著名的《告
谕浰头巢贼》中，王阳明才提到“西调
湖、湘之土兵”。

经考证，这支队伍即为永顺、保靖
土兵。

有人认为， 在王阳明两次途经湖
南的途中， 湘西土司都一直为其暗中
护送。

因为那时候， 湘西土司的势力范
围，几乎涵盖了整个武陵山区。

那么， 王阳明完成贵州“龙场悟
道”后，在沅陵龙兴寺进行的那次著名
讲学中，有没有湘西土司前来学习？在
沅陵停留月余， 王阳明是否和湘西土
司有过深度接触？

一切不得而知。不过，通过诗句，
还是看得出， 王阳明那段时间心情真
不错：

“杖黎一过虎溪头，何处僧房是惠
休？ 云起峰头沉阁影， 林疏地底见江
流。 烟花日暖犹含雨， 鸥鹭青闲欲满
洲。 好景同来不同赏， 诗篇还为故人
留。”

故人是谁？或有哪些？
也许， 这其中大约应该就有湘西

土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