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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雪开
不一样的心路历程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罗咸辉 肖又铮

“年龄到了这个阶段，消耗不起了，面对好多
要完成的任务，我只能卡着表用时间。”采访彭雪
开，这句话我们听到几次。

他现在依然经常到野外科考，加班加点撰写
剩下的31个县市区地名源流考释学术论文、533
个乡镇(村)地名历史文化纪实，同时承担正常的
研究生教学任务，65岁的人如此惜时敬业， 走过
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面对记者提问，彭教授打开心扉，娓娓道来：
“一个人为什么而活？ 人生在世究竟为了什么？我
年轻时常常思考这个问题， 觉得一个人伟大也好
平凡也罢，应当树立价值目标，把个人价值同社会
价值、广大群众的价值认同统一起来。”他告诉我
们， 十三四岁时跟着大人到30里以外的攸县桃水
煤矿挑煤，沿途道路崎岖不平，挑煤人行走十分艰
辛， 当时心里产生了长大以后把这条路修好的想
法。后来环境变化，自己并没有真正去维修山路，
但是，多考虑别人一些、不过多追求个人利益的精
神追求却在心里扎下了根，一辈子影响着他。

转入教育战线以后，彭雪开不停地思考地方
高校如何更好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个
问题。他像海绵一样充分吸收着教学科研的丰富
营养，把个人享受、权力地位等不系于心，从株洲
师范党委书记到株洲师专专职副书记，再到湖南
工大思政科研部党总支书记，官越做越“小”，研
究成果却越来越多。10年间出版《网络思想教学
初论》《双文明建设研究》等专著，晋升教授专业
技术职称。

科研当中，彭教授发现，地名承载了丰富的
历史文化内涵， 地方党委政府越来越重视这一
块，挖掘地名历史文化，对人们认祖归宗、铭记乡
愁，将家乡情结上升到爱家乡、爱故乡、爱国家很
有意义。“太好啦，众里寻她千百度呀！”彭先生兴
奋得手舞足蹈，明白自己终于找到了结合个人志
趣、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出力的最佳切合点。好
朋友劝他：你半百之人了，还冒什么险？彭先生仍
心无旁骛地转到新领域，像蜜蜂一样辛勤耕耘。

地名研究是一门实学， 讲究“用脚步丈量大
地”，彭先生天生喜欢这个。翻阅他的4卷本《湖湘
地名纪事》，田野调查、口述历史是其鲜明特质。彭
教授说，为了保持地域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在
涉及到地域历史事件时，即使有原始可信的史料、
文字、文献方面的记载存在，他也要挖掘、寻找地
下出土的文物加以佐证，才慎重加以记录阐述；对
一些县乡历史文献没有记载的历史事件， 多从原
始文字记录及民间文献资料、村史、族谱、家史、自
传、碑刻、当事人、民间传说、民俗风情等多个角
度，加以考证考述阐释，绝不信之于孤证叙述。

彭雪开青春年少之时在湖南师大攻读哲学
专业，经常登岳麓山爱晚亭，携来百侣书生意气，
探讨人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灵魂生活之间的
关系。他相信，一个人最高尚、最惬意、最精彩的
生活属于灵魂生活。现在，从事地名历史文化研
究，正好进入到这样一种生活状态。通过学术研
究，把与社会大众生活关联性比较高的，源头性、
依源性的东西搞出来，赋予自身灵魂所在，彭雪
开感到无比沉醉无比享受。

野外科考早出晚归，彭雪开觉得与在课堂上
授课没什么差别；买两个包子充饥，跟吃顿丰盛
大餐也没什么两样；他不知道自己每个月多少薪
水，不记得给亲人过生日，甚至自己的生日也忘
了。“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
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些
话用在他身上很贴切。

“其实，在我心里，没觉得怎么苦，倒是经常
感到甜美和快乐。”彭雪开平静地说，山山水水、
芸芸众生给了他太多的感动和启迪。搞地名历史
文化研究，尽管有充分的知识储备，但更多的是
边干边学、以干促学，不断接触的新人新事新情
况，促使他不断拓展研究视野、提高思维层次，感
到学术的原创性宛如江河之水源源不断，思维的
新火花就像燧石一样越敲越亮眼。

他举例说，以前自己对民间能人，只认为是能
工巧匠，做地名历史文化研究实地考察后，看到长
期专注从事某一件事，比如养猪、养牛、理发、打
铁、捕鱼，等等，在实践中反复积累、总结、创造，也
能够成为高手，这就是一种准知识(经验)。“这对我
心灵方面很有震撼， 让我发现知识的产生过程有
不少学问。我有责任为他们总结、传播开去，我不
传播，这种准知识说不定就人去烟消了。”彭雪开
深情地说。翻开《湖湘地名纪事》，能够看到大量的
关于民间能人、土专家的记述，优美的文字、真挚
的情感，让人久久为之心动！

使命感让人变得纯粹。 奔古稀之年而去的彭
雪开教授， 因为使命而身体倍棒、 干劲十足， 证
明奋斗让人心态年轻， 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记者手记

呵护历史文脉之根
陈勇

采访彭雪开教授，被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的精神所感动， 更为他斐然大观的研究成果而
欣喜。他竭尽全力保护传承湖湘古地名，呵护历
史文脉之根，影响力越来越广泛，但就全省古地
名保护传承工作来说，情形依然不容乐观。

记者掌握的情况表明，我省不少地方还不
知道要保护古地名，每隔一段时间依然有不少
古地名永久消失；有些地方虽然知道古地名珍
贵，却不知道如何保护，把血肉相连的内核毁
弃掉，只留下古地名一个名字的躯壳；还有的
地方只有民政部门一家单打独斗，全社会的联
动保护远远不够。诸如此类，表明全社会亟须
提高对古地名的保护意识。

古地名来源于自然地名，自然地名演化成
地域地名，地域地名演化成区划地名，这个过
程历经千百年，承载着地理、语言、政区、交通、
建筑、民族、军事、人口、人物、宗教、民俗、物产
等内容。探寻政区地名的生成、命名、演变，实
质上就是探寻这个政区地名的历史；探寻其起
源，实质上就是探寻自然地名向地域地名演变
的历史。 今人总想知道自己生活的这个地域
上，古人是怎么生活的，打开地名这个宝库，就
找到了探源的“活化石”，古地名是联通历史文
脉之根，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用心呵护。

当前，在乡村振兴与全域旅游兴盛的背景
下， 首先要对古地名建立严格保护的法定规
划，实施源头保护、系统保护、创新保护，不能
使古地名在旅游开发中遭到破坏。其次，政府
和社会力量要整体联动，不能仅仅依靠开展活
动搞一阵风式的“保护”，需要常抓不懈、久久
为功 。第三 ，要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对地名源
流、地名故事等具有很强历史、文化内涵的知
识，通过国民教育深入人心。对像彭雪开教授
这样的地名文化研究与保护的典型人物突出
事迹，要大加褒扬，弘扬正能量。

随着政区不断调
整， 不少古地名消失
或连缀组成新名，如
果缺少接续传承，历
史文化的根脉有断裂
之虞。 湖南工业大学
教授彭雪开10多年如
一日研究地名历史文
化， 穷一己之力打捞
乡愁，为的是———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肖又铮 罗咸辉

彭雪开本不研究地名，53岁时才一头扎进这个行当。他戏称自己运气好，“捡到了好多历史遗珍”。

彭雪开早年曾说过，“凡是专心一门学问的人，要
有长期坐冷板凳的心理准备”，他10多年走过来，正应
了这句话。光阴如梭，溜走得悄无声息；形同劳燕，模糊
了时间的长度，却一点点雕琢出它的宽度和厚度。

如今， 彭教授两大系列成果展示在世人面前：100
个县级以上政区地名的“前世”源流考释；1000个乡镇
村区划地名的“今生”历史文化阐述。前者已经撰写71
篇学术论文，出版《株洲古今地名源流考释》专著，后者
完成569个对象的写作，出版《湘东地名文化纪事》《湖
湘地名纪事》第1-4卷，字数297万字。这些成果属于开
创性的，确立了彭教授在地名学方面，尤其是县级政区
古地名研究领域省内乃至全国的学术权威， 中国地名
研究所研究员、地名学会副会长商伟凡称赞他“出道较
晚却成就斐然”。

彭教授的研究成果日益运用于现实生活。 株洲市
在株洲地名史中采用他“关于槠洲如何、何时演变为株
洲”的古地名研究成果；在拟申报的攸县撤县改市、株
洲县撤县改区等重大政区变动事项中， 在定名方面专
门听取其意见。 彭教授考述阐释我省尚有40多处可列

入而尚未被列入国家、省级古迹风景区的地方，引起当
地高度重视，在发展旅游、乡村振兴战略中强化规划。
像汨罗神鼎山森林公园、 株洲县朱亭旅游风景区等新
的旅游休闲去处，发展迅猛。

今年2月27日，从美国斯坦福大学传来喜讯，彭雪
开教授所著《湖湘地名纪事》(1－4卷)入藏斯坦福大学
东亚图书馆。该馆是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最大分馆、北美
10大图书馆之一，藏书60多万册。该校对《湖湘地名纪
事》中文版的出版信息、内容关键词、馆藏位置等，用英
文作了说明，说明该书从地形地貌、地域历史事件、地
域历史人物、民风民俗、古迹风景、典故逸事、宗教信
仰、地方特产及地域方言等方面，详细记述了湖南地名
历史文化。这对于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专业以及“中国
研究”相关课题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地域资料。

出生在邵阳县九公桥、 如今在美国亚特兰大工作
的刘先生近日在微博上发文说：“看了《湖湘地名纪
事》，很容易激起无尽的乡愁，这哪是地名纪事，分明就
是精彩的家乡重游！”以优美散文笔调抒写的地名历史
文化专著，在他乡遇到了知音。

考释地名“前世今生”，雕琢时间宽度厚度

彭雪开1953年出生在攸县，长大后当兵、务农、做
工、读大学、任教、从政，在醴陵市担任党委、政府领导
职务10年后，调入当时株洲师范学校任党委书记，后来
院校合并到了如今的湖南工业大学。早先，他从事网络
思想教育研究，2006年转为地名研究，原本以为找了个
偏门，其实真正“自讨苦吃”。

至今，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与攸县县委宣传部干
事夏练武到该县槚山考察洣水一级支流浊江，越往深山
走连路都没有，手足并用艰难攀登3个多小时，找到了源
头，访老农、做记录，不知不觉天黑下来，饥肠辘辘，用山
泉水就着饼干充饥。林深地僻，手机没有信号，无法与外
界联系，远处丛林有野兽嗥叫，让人毛骨悚然，当地村支
书骑着摩托车在崎岖山道上来回找他俩， 不见人影，急
得满头大汗，到晚上8点多见到面，才放下心来。

回到村支书家，彭雪开全身像散了架，他问自己：
“这份苦差事还搞不搞？”几天后返回学校，校领导知道
情况后，勉励他继续往前走，确定拨款立项，后来湖南
工业大学支持力度更大，省民政厅、株洲市民政局等方
面也高度重视，加强合作。于是，他下定决心，以后再苦
也要吃苦，再累甘愿受累。他给自己设定目标：研究湖
湘100个县市区、1000个乡镇村行政区划古地名。

“您老是报社记者吧， 到我们这里采访什么新闻
呢？”下乡考察，彭雪开找陌生人打听时，对方往往先瞧
他一眼，这么问他。戴一顶老旧草帽，穿紧身衣服防滑
胶鞋，腰间一边斜挎水壶一边别着一个小纸本，彭教授
这身打扮常常被人看成是下乡抓新闻的报社记者。

彭雪开不分季节、寒暑、节假日，深入到湖南的村
寨集镇、高山大岭、深山野谷、丘冈平原、寺院庙宇、古

迹胜景，甚至荒村废址等地，进行地名考察，有时一年
在野外的时间90多天，有时连续出差28天。他到旅店、
宾馆或乡村农家住店，第一件事找店主、门卫、服务员
等人，帮助规划第二天考察的行程，怎样走最有效率。
他往往大清早赶上头班公交车，到最偏远的乡镇，然后
由远及近。这样，即算工作到很晚误了末班车，也找得
到摩的司机，搭乘摩托车返回住地。吃过晚饭，再整理
白天收集的资料、笔记，一直忙到深更半夜才休息，第
二天大清早又出发。

就这样，12年来， 他走遍全省14个市州，110多个
县、市、区，1100多个乡镇(村)，行程2万多公里，仅湘西
大山就四进四出，孤独、遇险、误解在所难免，好在青山
绿水一路相伴，激起他无限豪情追逐梦想，正如他《途
中偶记》所写：“晓辉浴头千山暗，斜阳古渡宿鸟鸣。心
随我意逢地转，岁月如歌看古今。”

野外考察仅仅是第一步，回到学校以后，彭教授一
刻不停地将考察实录进行归类，再研读相关资料、做摘
记摘编，接下来就是艰辛的写作。这是一个浩大工程，
老彭沉醉其中，尽一己之力蚂蚁啃骨头。他几乎谢绝了
所有社交活动和人情往来，整天埋首案头。

他夫人谭老师对记者说：“有一次，老彭痛风住院，
他还带着电脑，一边治疗一边写文章，地名研究就像比
治病还要紧。我们只有一个女儿，在北京工作，希望我
俩过去帮忙带带孙女孙子，老彭忙得抽不开身，说‘你
一个人过去吧’，他独自一人在株洲，没人照顾怎么行？
可我又着实想帮帮女儿一家人。我两头都放不下，心里
好纠结。”谭老师只好两头照应，近两年就只好主要照
顾彭教授这一头了。

12年行程两万公里，足迹遍布1000多个乡镇（村）

“彭教授，请您给我解解困吧！”2015年11月下旬的
一天，湖南大学党委的一位负责人拨通彭雪开的电话，
急切地向他求助。

原来，当时全省合乡并村工作正如火如荼展开，需要
合并乡镇500个以上、建制村1.6万个以上，这位负责人家
乡汨罗市的神鼎山、黄柏、沙溪三个乡镇需要合而为一。
合并以后叫什么名字好呢？ 三地群众都希望以自己原有
地名作为新的镇区名称，意见互不相让，最后乡贤找到了
这位在省城高校工作的知名教授，希望他拿出高见。

彭雪开急时受托， 认真查阅《战国
策》《左传》《史记》《汉书》《隋书》 以及清
《湘阴县志》、当代《汨罗市志》等文献，结

合平时专业研究，对神鼎山、黄柏、
沙溪三个乡镇地名源流详细考释。

清《湘阴县志》载：神鼎山
名字的来源， 黄帝采首阳

山之铜， 于此铸鼎，故
名。 战国末至秦初之
际，楚人用楚文字书写
成“神鼎山”，从此名传

国内。 至北宋于神鼎山建资圣寺后， 始有佛教圣地之
称，明《神鼎山志》对此有详载。《汨罗市志》也说：此山
位于市东南黄柏乡内，山体南北延绵，风景秀丽，明末
“梵宇荒废”，清顺治年间扩建，后毁存交替，今基本恢
复原状。

比较另外两个地名以后， 彭教授认为神鼎山这个
地名涵盖历史传说、千年古寺、神鼎山森林公园，历史
文化深厚，传名久远，如将黄柏、沙溪二乡镇合并，应以
神鼎山为名更妥。

他的意见传回当地以后，得到干部群众的尊重，三
合一以后新镇区以神鼎山镇命名。

几乎与此同时，株洲县堂市、王十万两个乡镇的乡
贤代表跑到株洲市民政局， 为了合并以后新镇区的名
称讨要“说法”，市民政局领导向彭教授求援。

彭雪开经过考证，堂市乡南宋时有龙船港地名，群
众有在湘江河里划龙船的习俗，故名；明设龙船港市(小
店铺)；清乾隆初，此处成为繁忙的米、煤码头；清于此设
塘讯，清光绪《湘潭县志》录此地名。清末民初，今株洲
县农村有朱亭、 马家河、 龙船港等18处集市。1945年8
月，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南下支队，于此渡过湘江，给
龙船港增添红色印记。 上世纪50年代初民主建政此地
设乡，取名堂市，龙船港这个老名称从此湮没。

彭教授建议，堂市与王十万两个乡镇合并，取名宜
为龙船镇，民间流传甚广的“王十万”由乡级政

区名称作为村名保留。 合乡并村过程
中，株洲县正是这么操作的，切合了当

地群众心愿。龙船，这个在人
们视野中消失半个多世纪的

千年古地名， 有幸重
获新生。

上溯千年，找寻古地名“命根”

彭雪开教授部分专著、论著。 （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彭雪开教授深入
洣水支流浊江源头考
察。（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彭雪开教授地名考察实
录部分日记。（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摄

� � � �彭雪开教授在做地名历史文化研究。（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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