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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说

实诚君子朱汉民。
——— 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唐浩明

朱汉民教授的论著，行文清，成章
简，理路重。大问题，轻出之。是儒之真
知者。

———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
刘梦溪

亲爱的朱老师，谢谢您的《儒学的
多维视域》，我很享受阅读它。我一直
在探讨《孟子》和他的心性概念，从您
讨论《孟子》心性论与《大学》的关系，
我受益匪浅。 我对知道如何使用语言
的学者，总是印象深刻。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
安乐哲

朱汉民教授主持的书院重振事
业， 实现了传统书院与现代大学的有
机融合， 为中国传统书院的发展树立
了一个典范。 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之际、中华文化现代重建之时，有着特
殊的历史意义。

———台湾学者 若文

朱先生是一位纯粹的学者， 学通
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和
湖湘文化，著作等身，海内外知名。朱
先生做学问，做院长，担任学术职务，
培养后学，均以纯粹学者之风格、学者
之精神一以贯之。追求真理，追求真学
问，坚守文化理想，坚守精神家园。对
于如何做人、做学问、搞管理，他说，三
者如要达到高境界， 无非是3个方面：
一曰道，二曰学，三曰术。道者，价值观
也，人文精神也，这是人生之底气、之
基础。学者，是学养，是学识。术者，是
方法论。三者融会贯通，人生可望达到
一个高境界。此不仅是学术之境界，也
是人生之境界，也是从政之境界。

———朱汉民的博士生、 湖南师范
大学教授、岳麓书院教授 张国骥

朱汉民先生，身处山水洲城，心游
经史子集。

———朱汉民的博士生、 长沙理工
大学设计艺术学院教授 王琦

朱老师重视学生的学业， 更重视
教给学生“安身立命之道”。他常引书
院一副对联中的话教导我们：“是非审
之于己， 毁誉听之于人， 得失安之于
数。”

君子之德，“以为天下贞”。
———朱汉民的博士生、 湖南大学

建筑学院教授 肖灿
（湖南日报记者 迟美桦 整理）

湖南日报记者 迟美桦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走进岳麓书
院，传统庭院式建筑掩映在青山之中。如
今已成为湖南大学一部分的岳麓书院，
是国内唯一延续了传统书院之名的大
学二级学院。书院内依旧书声琅琅，同学
少年三三两两从身边经过。岳麓书院，千
年弦歌不绝。千年历史长河中，担任“山
长”的有数十位，任职20年以上的只有4
位：罗典、欧阳厚均、丁善庆和朱汉民。

不同的是，“新山长” 朱汉民主持岳
麓书院的21年间，致力于推动和完成岳
麓书院的现代复兴， 修复建筑， 扩建院
落，恢复讲坛，引进人才，建设了硕士点、
博士点、 博士后流动站……岳麓书院重
现“道南正脉”的气象。千年书院重获新
生，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和当代中国
国学发展的重镇。

追梦赤子心
“正是一代代关心教育事业，立志

文化传承的儒家士大夫。他们不仅自己
是寻梦人，更是他人的圆梦者。他们凭
借自己对教育的热爱、 对文化的使命、
对时代的责任， 为岳麓书院的建设、延
续、发展做出了自己不朽的贡献。由于
他们能够将自己的毕生心血献给了这
所古老书院的教育事业，为一代代读书
人圆了这个美丽的梦，并使这所千古而
常新的书院具有强烈的文化吸引力、教
育的融铸力、思想的创造力。”这是朱汉
民在《书院梦》一文中的话。

朱汉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
届大学生， 考入湖南大学77级师资班。
刚进大学时，老师曾领着全班同学参观
了岳麓书院的遗址。那是他第一次踏入
岳麓书院，印象深刻：一个沧桑、古老的
院落，残垣断壁，成了一个大杂院式的
职工宿舍，还搭建了一些歪七扭八的杂
屋、鸡棚，却依稀存留些许文气。彼时的
朱汉民，没有想到他的一生会与这所古
老而残破的院落结缘。1982年初， 大学
毕业的朱汉民被分配到岳麓书院工作。
朱汉民回忆，当年，他在一间很小的破
屋子里办公，那是一个临时设立的修复
办公室。

后来许多年，朱汉民曾几次面临着更
高职位、更丰厚薪酬的选择，他不为所动，
一直坚守着这个古老的山间院落。

朱汉民说：“每一个读书人心中，都
藏着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一个安顿精神
的读书处。” 他十分庆幸自己选择了一
个可以专心读书、成就事业、安身立命
的好地方。把岳麓书院打造成当代湖湘
乃至中国、世界“文化高地”，做一个山

间庭院“追梦人”，朱汉民乐在其中。

“为往圣继绝学”
“记忆诠释不仅是回溯过去，更是面向

未来。‘为往圣继绝学’，我们任重道远……”
朱汉民的精彩讲座，被报以热烈的掌声。
2019年4月28日下午，汨罗江畔，修复落
成的屈子书院讲坛首场讲座暨启动仪式
在此举行。朱汉民教授以“乡贤典范与湖
湘人格”为题发表主题演讲，拉开屈子书
院讲坛大幕。他说，欣喜地看到了又一座
千年书院复兴，并坚信中国的教育改革
与发展之路需要有中国传统的支撑，需
要书院等中国方式的积极参与，如同他

“安身立命”的岳麓书院一般。
朱汉民已在岳麓书院工作38个春

秋，他见证了岳麓书院绵亘未央的生命
力，更是以他的全部心血、精力为岳麓书
院的浴火重生与发展壮大而呕心沥血、
殚精竭虑。

历史上的岳麓书院，是公共学术平
台。不同学术流派、不同学术宗旨的学者
与宗师，均以此作为国学学术研究与传
播的平台。朱汉民提出：全面复兴岳麓书
院，传承千年文脉，办“活体书院”，建立
一个面向全国和全世界的国学研究与传
播的公共平台。1999年， 岳麓书院创建

“千年讲坛”。首请余秋雨在讲坛开讲，轰
动中国文化界。之后，来讲学的人就多
了：黄永玉、李学勤、杜维明、余光中、金
庸、星云大师……讲坛终于活跃起来。一
直以来，朱汉民主持的岳麓书院倾力打
造的公益性学术讲学活动，以“千年论
坛”“岳麓书院讲坛”“明伦堂讲会” 的形
式，广泛邀请国内外各个领域的名师来
书院讲学。讲坛秉承岳麓书院“朱张会
讲”精神，是立足湖南、影响全国、辐射海
外的高端高雅文化品牌。讲坛举办也拉
近学术与普通大众的距离。每次讲座，都
将只能容纳400多人的院子挤满。

多年来，朱汉民主持并领衔申报岳
麓书院的本科、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的一
级学科学位授予权及其博士后流动站。
岳麓书院获得了历史学的博士后流动
站、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哲
学门类中国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历史
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中国哲学
硕士和中国历史学学士学位授予权，完
成了岳麓书院的现代学科体系建设；重
建历史学、哲学两大门类学科群体，将一
所传统书院与现代大学教育结合起来；
互联网和新媒体，让岳麓书院学术文化
的交流步入更宽广的天地。朱汉民带领
他的同仁们组建“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
传播中心”，主办“全球华人国学大典”

“祭孔大典”等影响大的活动。

今天， 当你踏入岳麓书院这座典雅
而质朴、庄重而幽深的山间庭院，会被其
间厚重深沉的文化氛围所震撼。 已建成
的“中国书院博物馆”，是国内第一家书
院文化专题博物馆。书院讲学、藏书和祭
祀三位一体的基本规制全部恢复； 大讲
堂、湘水校经堂采用原状恢复的形式；明
伦堂现在用于研究生教学， 御书楼现继
续藏有古籍图书，作为书院师生教学、研
究用；恢复了书院文庙、文昌阁、七个专
祠的历史原貌和祭祀活动； 恢复了书院
的园林，再现了自然雅致的“书院八景”。
岳麓书院现已成为中国历史最悠久、规
模最大、修复最好的书院。现在的书院既
有“整齐严肃”的严谨，又有“鸢飞鱼跃”
的活泼，充分体现了儒家士人“达则兼济
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追求。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学生眼中的朱汉民是一位包容宽

厚、德高望重的老师。“望之俨然，即之也
温”，很少疾言厉色。学生们在课堂课后，
都能感觉到先生传道、授业、解惑中透出
的人格魅力，也能感受到书院延续的“圣
贤气象”。

“在岳麓书院读书，是一场愉快的人
生旅程。在朱先生门下读书，更是一场如
沐春风的精神洗礼。”长沙理工大学设计
艺术学院教授王琦，曾是朱汉民的学生。
他说，听朱先生讲课，你会被他渊博的学
识、 缜密的逻辑深深地吸引， 仿佛周敦
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穿越历史的时
空向你迎面走来；听朱先生讲解论文，往
往一句话、 一个指点， 便能让你恍然大
悟，豁然开朗。王琦说：“有一次，我遇到
了一些挫折，感觉快要熬不下去了，便去
找朱先生倾诉。 朱先生开导我说,‘如果
你遇到了困难，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挺
过去了，你就进步了。’这句话，我铭记于
心。”

朱汉民可谓著作等身的学者。 他的
第一本学术专著是《湖湘学派与岳麓书
院》，系统地将湖湘学派的形成、发展、影
响和岳麓书院等书院群体作了深入探
讨， 特别强调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的一
体化对湖湘文化构建的作用。 这是学术
界第一部将书院与学派结合起来研究的
学术专著。 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招标课题“湖湘文化通书”，将湖湘文
化研究提升到国家级社科研究规划的最
高层次。 他组织全国性的书院学会并担
任会长，定期举办国际性的“书院学”研
讨会，使“书院学”成为国际性的学科。

“人一生很短，做不了很多事情。我一
生只做一件事情，就是致力于复兴岳麓书
院。”这是朱汉民在很多场合说过的话。

■手记

名士风度 追步圣贤
迟美桦

暮春的长沙总是有雨 。4月的一个周日午
后，雨中驱车去岳麓书院采访朱汉民先生。约好
了下午3点钟到他的办公室，朱汉民先生电话里
问我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 他到门口接我。我
说，我认得您。

大概是2005年、2006年的时候，《湖南日报·
双休刊》为朱汉民先生做了一个“湖湘文化访谈
系列”，每一篇我都读过，也流露出对斯人景仰
之意。当时的《双休刊》负责人蔡栋老师说：“朱
先生谦谦君子，儒雅敦厚。改日带你一起去岳麓
书院拜访他。”话说在这儿，却一直没有成行。

大概五六年前， 在一次画展上认识了一个叫
肖灿的女画家。得知肖灿也是湖南大学的教授、博
导，时年尚不到30岁。我诧异：“小姑娘，你也太牛
了吧！”肖灿粲然一笑：“我不牛，我的老师牛。”肖
灿告诉我，她读博师从朱汉民先生。我说，我是朱
先生的“铁粉”，特别想一睹先生风采。肖灿说，“我
可以带你去呢！”之后也未能成行。

今年初，看中央电视台的文化综艺节目“一
路书香”，终于一睹朱先生的风采。作为嘉宾主
持，朱先生随节目组去湘西，一路行走，一路解
读。谈沈从文和《边城》，谈湖湘文化和地域文化
对作者的影响，谈《边城》的文化意蕴……

岳麓书院，即便是这般春雨绵绵，也照样游
客熙来攘往。朱先生撑一把黑色雨伞，笔挺地站
在台阶前。 我快步上前， 朱先生热情地和我握
手。 跟随朱先生一路步入岳麓书院东北角一处
幽静而古老的小院落。小院落，青瓦红墙，古树
参天。院内文昌阁的二楼，便是他的办公室。扑
面而来的是书———四壁的书柜、 书架皆满满当
当的书，书桌上的书也堆得又高又多。书多，却
是摆放得整整齐齐。一屋书香。

采访在窗前的一个小茶几前进行。 朱先生
坐在我的对面，说：“这杯茶是您的，泡上一会儿
了，不会很烫。”掀开杯盖，白瓷杯里是碧绿的茶
汤茶叶，清香。采访朱先生，不啻于听一堂引人
入胜的文化讲座。 不知不觉过去了3个小时，窗
外依然有雨，也起了暮色。我问了一个似乎是采
访之外的问题：“肖灿是不是湖南大学最年轻的
教授、博导？”朱先生面带自豪：“是的。”朱先生
说，肖灿是个比较特殊的学生，她本科和研究生
学的专业是建筑学，但高等数学基础很好。根据
肖灿自身特点， 朱先生安排她对岳麓书院藏秦
简 《数 》进行释读 ，研究 。肖灿的博士学位论文
《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研究》获评2013年全国优
秀博士学位论文，朱汉民先生同时获“全国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荣誉。师生皆饮誉国内
学坛。

文昌阁对面，就是明伦堂。周末没有学生上
课。走进这栋古朴的两层小楼，一派静穆。一楼
一间大厅用于学术报告和答辩， 楼上4间小教
室，一间大教室。最小的教室就是一桌两椅，也
就三四个平方米的样子。大大小小的课堂，深色
桌椅光洁、古朴。这是朱先生主持岳麓书院工作
期间修缮恢复的课堂， 也是朱先生多年来 “传
道、解惑、授业”的场所。

“一盏灯，一杯茶，一本书，一帮子学生。这
是我的生活常态。”朱先生说，他的生活里，没有
星期天节假日的概念。通常的日子，他都是过得
按部就班 ：读书 、写作 ，带学生 ，参加学术活动
等。“不可闲谈废时”的院训，他遵守得最好。处
理事务性的工作时，他也是速战速决，绝不将时
间耗费在东拉西扯上。他常常独自一人爬山，他
说许多问题都是在爬山时想通的。 他也喜欢和
书院同事、学生爬山，讨论一些学术问题。好几
个博士生的论文框架， 都是在山上边聊边解决
的。汉堡大学亚非学院院长曾访问岳麓书院，看
到朱先生将锻炼和学术结合起来的方式， 非常
欣赏，认为与古希腊学院的教学方式类似。

朱先生在《从名士风度到圣贤气象》这篇文
章里说：“无论是魏晋盛行的名士风度， 还是宋
明追求的圣贤气象， 它们均是中国文化史上一
道亮丽的风景， 为当时及后世的文人学者所景
仰，被不同历史条件、不同人生际遇的士大夫们
所追求。”

名士风度， 追步圣贤。 用来形容朱汉民先
生，庶几近焉。

朱汉民：千年书院续弦歌
■名片

朱汉民 ，男 ，1954年生 ，湖南邵阳
人。1978年就读于湖南大学，毕业后留
校任教。曾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
著有 《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圣王理
想的幻灭》等。现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国学研究院院长，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湖南省社科联
副主席、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会副会长、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 中国书院
协会会长等职。

2019年“五一”期间，朱汉民教授给
社区民众讲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通讯员 摄

� � � �岳麓书院。 龚振欧 摄

2018年12月，朱汉民教授在纪录片《一路书香》中，与窦文涛、张星月、瞿颖品读沈从文的《边城》。（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