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据了解，您亲自主持了关于王船
山哲学思想的圆桌会议。 王船山先生的哲学思
想，是如何在世界哲学大会上熠熠生辉的？

陈力祥：这次大会，研讨船山思想的圆桌会议
召开了3场， 600余人次参加了研讨会，这足以说明
船山思想在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界的地位。圆桌会议
之外， 还在其他一些会场对船山思想进行了研讨。
大家主要探讨了船山之实学思想、船山思想的经世
致用、 船山思想与阳明心学的区别与内在关联、船
山实学与新时代的转换、船山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
体、船山思想与人类和合等议题。与会学者高度评
价船山与船山思想，船山思想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
世界哲学之林。可以感觉到，人们更加亲近船山，熟
悉船山，研究船山。

当然，船山思想闪耀世界哲学大会，得益于船
山思想本身的魅力。船山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博大
精深,涵盖了哲学、历史学、美学、伦理学、文学、经
济学、宗教学、法学等诸多领域。国内对王船山的

研究始于1865年， 早期主要是对其学术著作进行
发掘与整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对
船山思想的研究进入了高潮。 较早涉猎船山学研
究的大陆学者， 对船山思想的研究主要参照西方
哲学的范式进行讨论，从哲学本体论、辩证法、认
识论、价值论、历史哲学等角度来研究船山思想，
研究专著已达140余部。中国台湾学者对船山学的
研究要稍早。 他们对船山学的探讨主要侧重研究
其哲学思想，亦受西方学术范式的影响颇深。近年
来，有关王船山的研究呈几何状增长趋势，船山思
想研究可谓是一门“显学”。在国外学术界，如韩国、
日本等诸多汉学家也开始关注船山学， 他们发掘
船山学的深层意蕴。韩国成均馆大学，设立了专门
关于船山学的研究中心。 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国
家，他们的汉学研究中心，都有研究船山思想与船
山哲学。船山思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船山学
成为显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亦是船山学在
世界哲学舞台上熠熠发光的重要原因。

陈力祥

陈力祥 ，哲学博士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
从事船山学 、湖湘哲学 、中国传统
伦理学研究。现为船山学社常务理
事，船山基地特邀研究员 ,兼任 《船
山学刊 》执行副主编 。出版各类专
著10余部， 主持并完成多个国家项
目，在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
多篇论文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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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有专家认为，王船山是中国哲
学史的最高峰， 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
法的集大成者，是湖湘文化的精神领袖，是湘
商文化的奠基人。您怎么看？

陈力祥： 王船山是近代哲学思想史上的
一座高峰，这是毫无疑问的。说船山先生是近
代精神领袖，是湖湘文化的精神领袖，我也持
肯定态度。船山早期求学于岳麓书院，而岳麓
书院则是近代湖湘文化的发源地， 是湖湘文
化的载体， 是近代湖湘文化的物态文化之表
征。“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
湘水余波”，此言精当地说明了湖湘文化在近现
代历史上对中国文化的极大影响。船山先生曾
求学于岳麓书院，师从吴道行山长，并深受湖湘
文化之影响，汲取了朱张文化之长，故此，船山
思想乃湖湘文化发展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极。
同时，船山先生作为明末清初之思想家，其思想
对湖湘人士的影响颇深：其一，船山先生影响了
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走向。湖南处于内陆，在近
代历史上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但自从王船山
诞生后，其学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湖湘学者，使
湖湘文化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中华文化
之林。船山思想影响最大的是曾国藩，曾国藩是
船山先生的忠实“粉丝”，他一生和他的弟弟以
及其他一些湖湘士人出资篆刻船山遗书，并且
亲力亲为，大大弘扬了船山文化。王船山对曾
国藩影响大， 而曾国藩又对其他湖湘士人影
响很大，比如说：曾国藩对谭嗣同、毛泽东等
影响颇大。因此，说王船山影响了湖湘文化的
基本走向，是毫不夸张的。可以说，王船山是
湖湘文化的承前启后式人物， 是湖湘文化的
精神领袖。

我认为： 将船山先生定位为湘商的精神
领袖， 是湘商文化的奠基人， 也是恰如其分
的。考察明代中叶以后的国内市场可以发现，
中国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 无论在规模上还
是形态上，都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和新特点：原
来占据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开
始全面地、大规模地向着商品经济转型，产生
了私人所有的城市手工业工场。 商品经济的
发展，催生了船山商品经济的思想。在经济发
展策略方面， 船山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
单纯地依赖为政之人， 依靠自己则能更好地
发展经济。“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者也， 上之
谋之，不如其自谋。”此外，必须挣脱政府的干
预， 按照市场规律促进资源和市场的合理调
配，如此方能更好更快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提
升经济腾飞的速度。“乃其当贵，不能使贱，上
禁之弗贵，而积粟者闭籴，则愈腾其贵；当其
贱，不能使贵，上禁之弗贱，而怀金者不售，则
愈腾其贱；故上之禁之，不如其勿禁也。” 凸
显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与作用。 船山
的商品经济思想，实际上是超前的，中国改革
开放后遵循的市场经济基本规律， 船山似乎
早有“洞见”。因此，可以说船山先生是市场经
济的先驱。

湖南日报：关于哲学，有“显学”“隐学”之分
吗？那么，何为“显学”？船山思想何以称为“显
学”？

陈力祥：实际上,哲学上并无真正的“隐”“显”
之分。 如果说哲学上有“隐”“显”之分的话，也是谈
及某个哲学家的思想由“隐”而“显”的逻辑过程。学
术上的“显学”,主要指称学术思想因为其内在的深
刻底蕴而使其为世人所瞩目、关注和称道。因此，
可将“显学”理解为显赫于时势的一种学术形态。
“显学” 在一定层面上必须具备如下基本要求：其
一学术本身具有内在魅力， 具有非同寻常的 “内
功”；其次，该学术能解决时下社会现实所彰显出
的问题，对社会现实问题能很好地回应，也即学术
“接地气”；其三，基于这两方面的要求，学术界一些
有识之士能推动用其学术思想解决现实问题。船
山思想成为“显学”，实际上谈及的是船山思想由
“隐”而“显”的逻辑过程。

船山思想一开始不为众人所知，但因其本身具

有极大魅力，后逐渐为世人所了解、熟知乃至推扩，
从而实现了船山学由“隐”而“显”。 船山作为学贯
千古的文化大师，他的和合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思想，他的道德神韵为我们解决当代社会的道德
危机与伦理危机提出解答的方案。 船山思想在文
学、史学、哲学、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医学、美学
等领域无不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宝
贵的精神财富，为世人们提供了安身立命、安道成
性的法宝；船山“依人建极”与“以人为依”的思想，
为世人的人本主义思想，为世界各国处理国与国之
间的关系，提供了“金规则”。船山思想的内在之质，
是其成为“显学”的内在动力与核心竞争力。

船山曾经预言： 在他过世后200年其学术方
显。事实上，尚未有200年的历史，船山学术已经开
始由低迷逐渐走向高潮。重要缘由是：曾国藩等湖
湘士人对王船山学术的推崇与弘扬， 对船山著作
的篆刻出版，大大弘扬了船山文化，使之屹立于世
界学术之林。

湖南日报：说起船山先生，大家最耳熟能详
的，就是“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何等的豪迈奔放！但船山思想能闪烁世界，没有
那么简单。这里，请您对船山思想做一个简单的
概括。

陈力祥：船山思想博大精深,其思想体系宏大
而深邃。船山思想体系的建构,来自于船山对六经
思想之钩沉。

船山先生对六经均有涉猎：他遍注群经，以古
代经典作为自己核心思想之根底，以“续香火”为
鹄的，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为责任担当，以解决社
会现实问题为前进之动力， 以实现社会的和谐为
最终的价值指归。船山思想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卓
绝经世的伦理思想，忧国忧民的担当精神，美轮美

奂的和合思想，超越流俗的人格之美。从其道德伦
理合法性论证的理一分殊，到其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责任担当；从其认识论中格物致知，到知
行并进的知行关系， 无不反衬出船山思想的先进
性与卓越性。

王船山可以说是一个“百科全书式”人物。船山
思想所涉猎的领域包含着天文、历法、医学、数学、
地理、文学、史学、哲学、政治伦理等，于人性善恶、
政治清明、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天下和合等层面无
不有着深刻的阐释。船山思想之深邃性，在于其思
想体系乃是对宋明理学大家的正学与开新，在于他
对一些理学大家的批判性继承，在于其对“当下”的
审时度势，在于其思想的“接地气”，在于其思想对
古代先贤的“续香火”。

湖南日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
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今天，我们要如何对船山学进行转化与发展？

陈力祥：船山学成为显学，内因于船山学
本身的神韵，外归于其彰显的现实价值。船山
学不是书斋之学。它成为显学，并非是书斋里
的学术研究而使其成为显学， 而是因为船山
学在当下“接地气”而使其成为显学。“哲学是
时代精神的精华”，船山学并非是几个学者研
究的独舞之戏。船山学要成为显学，关键在于
如何能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在创
造性转化方面，具体的实践方法是：发掘船山
思想中的核心旨趣。其次，寻找船山思想与现
实问题相结合的契合点，以解决现实问题。所
以船山思想在当下能成为显学的关键在于：
找寻船山思想中的核心主旨， 并寻求其解决
现实问题的内在要素、合理因子，从而从哲学
层面解决现实问题。 实现船山思想的创造性
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关键要素在于 ：“续香
火，接地气”。“续香火”是指接续船山思想的
精髓，“接地气” 是指船山思想之精髓与现实
问题的相互契合。从这个意义上说，船山思想
是当代世界诸多思想的“源头活水”，是一条
永不干涸的河流。

船山思想作为湖湘文化的表征， 当下一
些学术单位与机构正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实现
船山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概括
起来就是两句话：既有理论层面的探讨，同时
也有实践层面的推进。二者相得益彰，为船山
学的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 如何从船山思想中
汲取营养，以化解当下的矛盾与冲突，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这是船山思想发挥作用的关
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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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2018年8月13日至8月20日，我国举办了
第24次世界哲学大会。这次大会，以“学以成
人”为主题。在号称“哲学奥林匹克”的大会
上，召开了3场世哲会“纪念王船山专题圆桌
会议”，“船山”“船山实学”大放异彩。在王船
山先生诞辰399年之际， 湖南日报记者采访
了我省王船山研究领军人物、湖南大学岳麓
书院教授陈力祥。

� � � �近年来，有关王船山的研究呈几何状增长趋势，船山
思想研究可谓一门“显学”
2

船山思想体系的建构,来自于船山对六经思想之钩沉4

� � � �船山思想本身具有极大魅力，后逐渐为世人所了解、
熟知乃至推扩，从而实现了船山学由“隐”而“显”
3

5� � � �王船山是湖湘文化的承前
启后式人物，是湖湘文化的精神
领袖

6� � � � 船山思想是当代世界诸多
思想的“源头活水”，是一条永不
干涸的河流

2017年4月1日， 衡阳县曲兰
镇王船山墓前， 嘉隆完小的师生
身着汉服祭奠先哲。

� � � � 2016年8月23日，衡阳县曲
兰镇湘西村王船山故居， 人们
身着汉服朗诵《孝经》《诗经》等
国学经典，祭祀船山先生。

本版资料照片均为刘欣荣 曹正平 欧阳天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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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陈教授好。在不久前召开的
第24次世界哲学大会上， 中国哲学异军突
起。请您介绍下当时的盛况。

陈力祥：这次在中国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的第24次世界哲学大会，有来自120多个国家
和地区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和爱智者6000余
人参加。 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次盛会，中
国文化史上的一次奥林匹克盛会。我觉得这
次大会“学以成人”这个主题非常好，它反映
了哲学关切人类如何安身立命、 安道成性，
如何成圣 、成贤的问题 。这个主题既反映了
中国哲学的特色，又反映了中国哲学的核心
问题：即围绕着“人”的问题而展开。同时，该
主题也反映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共同
关注的核心问题。

从本质上来说， 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
哲学的核心问题最终也是围绕着 “人 ”的问
题而展开的。如古希腊哲学家最早普遍关注
的是自然界 ，但到了苏格拉底 、亚里士多德
所处时代， 人们开始转而关注人的问题。哲
学家们开始考量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
自然究竟谁是主体 、谁是客体的问题 。实际
上无论是 “人类中心主义 ”，还是 “自然中心
主义 ”，其内在的东西都是如何考虑 “人 ”的
问题。因为“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 ”的基本观
点的呈现 ，彰显出人是其核心的主题 ，人才
是有意识的主体。 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东
方还是西方，南半球还是北半球 ，“人 ”的问
题均是世界哲学的基本问题 ，离开了 “人 ”，
并无哲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前几届世界哲学大
会，中国哲学学者形影孤单 ，而今天的中国
哲学界，正以一种崭新的姿态走向世界哲学
舞台的中心。当然，中国哲学的异军突起，关
键尤其在 “人”———得益于中国古代哲学先
贤诸如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周敦颐、张
栻、朱熹 、王阳明以及王船山等永恒的哲学
光辉。 正是先贤们熠熠发光的哲学思想，照
耀了世界哲坛。这次世界哲学大会有一个亮
点，就是开辟了为数不多的 、以一些哲学大
师为议题的圆桌会议，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以朱子学、阳明学以及船山学为主要议
题的圆桌会议。

1� � � �哲学的核心问题最终是围绕
着“人”的问题而展开的。离开了
“人”，并无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