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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苟日新，日日新。”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 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 我们今天该如何弘扬、 光大船山思
想？或者说，船山思想的当代价值在哪里？

熊考核：船山思想博大精深，吞吐古今。它
不仅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也具有“日新”的
当代价值。船山思想的日新价值、大义价值、人
本价值、 仁生价值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积极
方向和基本价值取向， 也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
的积极思维成果和共同价值追求。其贯通古今，
开新传统， 普适人类的基本价值可以成为当今
中国实现中国梦的思想资源。 随着历史的发展
和社会的变革， 船山学的基本价值不仅没有过
时，反而历久弥新，成为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动
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今时代，船山
思想所凝聚的船山精神， 愈加显示出其非凡的
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认为代表船山思想精华的船山精神与当下
时代精神高度契合。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船山大义至上精神与时代爱国主义精
神高度契合。爱国主义是五千年中国文化生生不
息，三千年儒家文化生生不已的核心价值。船山
大义至上就是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民族复兴重于
一切。大义至上的本质就是爱国主义。今天我们
讲中国梦，就是要以爱国主义去集合民族的整体
意志和整体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是船山主动“日新”精神与时代创新精神
的高度契合。主动日新是船山思想的基本特
点。运动变化是宇宙世界的本质，船山以“变
化日新” 去揭示自然和社会人生发展之道，

认为一切事物生命活力都在“变化日新”之中。
他主张“知其富有者，惟其日新”，以“日新”天下、
“日新”人生去推动社会人生的发展。船山日新精
神与时代创新精神本质相通。中国改革开放四十
年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创新发展的结果。我们要
全面实现中国梦，就是要走创新发展之路！

三是船山卓绝奋斗精神与时代奋斗精神高
度契合。 船山一生都在奋斗， 奋斗目标只有一
个：自强中国，复兴民族。一百多年来，几代中国
人的拼死奋斗，才迎来新中国的成立，才迎来中
华民族走上伟大复兴之路。没有奋斗，就不可能
拥有今朝灿烂的东方日出， 更不会拥有更加辉
煌的明天。奋斗，是中国人的生命底色，船山以
人生奋斗作了最好的诠释。

四是船山的实学精神与时代求是精神高度
契合。船山为学一大宗旨是“明人道以为实学”。
船山为学目的在经世致用，救世救心；探求学理
之实，力促学术向“实学”发展，力求“实践哲学”
的突破。 船山的实学追求与当今时代实事求是
精神在学风上可以前后贯通。理论联系实际，实
践出真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前提，也是
成功走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
国梦的精神源头。

船山思想“坐集千古之智”，提纲和提升了中
国文化基本价值和基本精神，船山思想的创造性
转化，船山精神的可继承性弘扬，以及船山思想
与现代文明接轨，可以为现代社会和中国梦的实

现提供诸多启示
和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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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熊考核 图/张杨

� � � �专家简介：熊考核，湖南省船
山学社副社长， 衡阳市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原党组书记， 衡阳市船
山学会原会长， 衡阳市首届优秀
社会科学专家。 长期从事船山学
和湖湘文化研究， 出版著作主要
有：《船山美学》《人文船山》《走近
船山》和《衡阳历史文化丛书》（主
编）；发表船山研究论文20多篇。

湖南日报：作为王船山故乡人，您毕
生都在研究船山思想。 今年是船山先生
诞辰400周年，请您对王船山的一生，做
一个整体的评估。

熊考核：王船山是生于衡阳、逝于衡
阳的一位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思想家，
也是我们湖湘文化的精神高地。

我与船山先生有缘。我与船山同为里
闬，“私淑船山”，服膺其人、其学、其魂。

要认识船山，首先要认识其人，认识
其独特的人生经历。王船山生逢“天崩地
解”的明清之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
大变局， 历史变局给船山人生烙下了无
法抹去的血痕。他一生磨难，历尽忧患，
生死当前，孤心独抱，担当大义，贞固卓
绝，抱独奋斗。如果要用一句话概说船山
人生，那就是一生寻梦，卓绝奋斗。

梦对于船山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梦是一种人生信仰，是一种家国情怀，是
一种理想追求。有学者做过统计，船山一
生写了1900多首诗词，描述了200多种人

生梦境。 我把船山的这些形形色色的梦
归纳为三个大梦：“晓梦”“续梦”“圆梦”。
“晓梦” 是船山的青春之梦读书仕进之
梦，无奈破碎在农民起义和明清易帜中。
“续梦”是船山续明王朝复兴之梦，政治
上扶倾明朝终究不成。“圆梦” 即文化上
“圆”民族复兴的“新梦”，即使晚年退伏
幽栖，依然埋心不死，壮志弥天。

在船山心中 ，生长着两个 “中国 ”。
一个是王朝中国 ，一个是文化中国 。王
朝中国是一姓之私 ，代兴代废 。唯有文
化中国 ，从炎黄至今 ，贯穿中国历史始
终 ，只要守住中国文化 ，捍卫了中国文
化价值 ，中国就永远不会败亡 。船山以
前无古人的卓识和担当 ，以 “埋心不死
留春色 ”的奋斗方式 ，在极其艰难的环
境中 ，以 “六经责我开生面 ”的气概 ，担
当文化救国的历史使命 ，“圆梦 ” 文化
救国 ，“圆梦 ”民族复兴 ！

船山一生最为卓绝之处， 是大义至
上，奋斗救国。

湖南日报：做为一位思想家，王船山
先生备受习近平总书记推崇。那么请问，
您认为船山先生的伟大之处究竟在哪
里？

熊考核 ： 习近平总书记确实推崇
船山先生 。 他称赞王船山是一位具有
深刻历史影响力的思想家 ， 并在多次
讲话中引用了王船山的语录 ， 推崇船
山思想 。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 “新故相
推 ，日生不滞 ”，总书记就在 2017年新
年贺词中引用了 ， 以表达中国共产党
人改革创新谋发展 、 实现中国梦的信
心 。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这句话语出
船山《尚书引义》这本书，意思是讲事物
发展规律是新旧事物变相更替， 事物每
天都在新生变化之中。 船山哲学是中国
传统哲学的高峰，“日新” 哲学又是船山
哲学的一大特点。 船山哲学是船山思想

的一大内核。船山思想博大精深，吞吐古
今，可以说是“坐集千古之智”，集传统思
想文化之大成。

我认为，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是以儒
家文化为主流的， 儒学发展历经四度开
合，先后出现四座思想高峰。儒学发展第
一度开合，是孔子开创儒学，孔子代表儒
学发展的第一座高峰； 儒学发展第二度
开合，是董仲舒提倡的经学，董仲舒成为
经学的高峰；儒学发展的第三度开合，是
朱熹总括的理学，朱熹成为理学的高峰；
儒学发展的第四度开合， 是王船山开新
的实学，王船山成为实学的高峰。他一生
著述一百余种，四百多卷，八百多万字，
涉及经、史、子、集各个方面，这在古代思
想家中，罕有出其右者。可以说，王船山
是中国文化的捍卫者， 也是中国价值的
提升者，是一位卓立古今的天地大儒。船
山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批判总结和启蒙开

新，是超越前人、启蒙后来的。
船山一生志在捍卫华夏民

族、捍卫中国文化，力倡正学以救
人心，开新文化以兴中国。概括起
来，船山思想的伟大之处，在四个
方面： 一是寻求中国文化的大本
大源； 二是提升中国文化的基本
价值； 三是开新中国文化的历史
发展；四是为中国强盛、民族复兴
寻求文化动力。

湖南日报：几年以前，你曾经说过，纵观历
史，船山先生是中国梦的第一人。您为什么这么
说？他的“中国梦”是怎样的中国梦？

熊考核：我说王船山是中国梦的第一人，是
有历史依据的。

我们知道， 民族复兴是贯穿中国近现代历
史一个宏大的主题， 也是近现代中国人努力奋
斗的集体记忆。今天我们讲的中国梦，其内涵就
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其核心就是
民族复兴。

船山梦的主旨就是中国强盛、民族复兴。我
前面说了船山一生三个梦 “晓梦 ”“续梦 ”“圆
梦”，归根到底“魂梦相牵”的就是民族复兴、中
国强盛。船山一生的三个大梦，梦境一个比一个
阔大、一个比一个深邃，始终把个人命运紧系在
家国和民族命运上，尤其是以文化“圆梦”的方
式寄望民族复兴！可以说，船山梦的本质就是中
国梦。船山超越以往思想家的地方，是他从理论

高度总结和开掘了传统爱国主义，提出了“三义
说”， 以民族之兴亡为“古今之通义”，视民族利
益高于一切，民族复兴重于一切，代表了中国传
统历史哲学的一个高度和深度。

我之所以主张船山梦是中国梦的思想先
声，是因为船山梦与中国梦有着高度的契合，船
山梦的本质就是中国梦， 船山梦凸显了民族复
兴这一历史主题。

从一般意义上讲， 中国梦的开篇也是中国
近代史的开篇， 近代中国的主权危机与王朝危
机交织出的空前民族危机， 是中国梦开篇的特
定历史条件，也是船山梦“复活”的特殊历史环
境。在主权危机、民族灾难、国家败亡的历史背
景下， 以复兴民族为基调的船山梦得以重新解
读，虽然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人物对船山
梦有不同理解，但其复兴民族、强盛中国的主题
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百年圆梦的历史进程中。所
以说，船山梦是中国梦的思想先声。

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今年是伟大思想家王船山先生
诞辰400周年。 如何认识船山先生、
把握船山思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壮丽征程中对船山思想进行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船山先
生诞辰400周年之际， 湖南日报记者
采访了湖南省船山学社副社长熊考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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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说起船山语录，最著名的莫过于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这句话里
有怎样的故事？

熊考核：“六经责我开生面， 七尺从天乞活
埋”是船山晚年为其隐居之所“观生居”题的门
联，也是其卓绝奋斗的自我写照。意谓儒家正学
责令我辈奋起， 为中国文化发展开出历史新局
面；血肉生命顺从天意而生，企求民族复兴我宁
可活埋自己。船山以殉道的方式把自己“自埋”
在中国文化的批判总结之中， 走出了独特的奋
斗人生和心路历程。

船山在总结历史兴亡经验和进行思想文化
批判过程中， 得出了一个深刻而卓越的认识：文
化兴则中国兴，文化衰则中国败。中国要强盛，民
族要复兴，最根本的是要从文化本源上去正学开
新。船山的孤忠，根本上是忠于华夏民族，忠于华
夏文明。他以“埋心不死留春色”“残灯绝笔尚峥
嵘”的独特心路历程，坚守中国文化的精神家园，
捍卫中国文化基本价值，为未来的民族复兴埋下
文化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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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在船山先生浩如烟海的著述里，
极具代表性的是《黄书》。请问这是一本怎么样
的“书”？

熊考核：船山一生著述汗牛充栋，其主要代
表作为《黄书》《周易外传》《张子正蒙注》《思问
录》《尚书引义》《礼记章句》《读四书大全说》《读
通鉴论》等。其中，《黄书》是经典之作。

可以说《黄书 》是船山的政治宣言书 。《黄
书》 的书名顾名思义， 关于黄帝文明的书。《黄
书》的主旨就是中国自强、民族复兴！

《黄书》是船山1656年所作，是年船山38岁。
船山中岁泣血扶倾 ，效命南明 ，坎坷从政失败
后，在流亡湘南期间，开始从理论上思考明亡的
原因和探求中国兴盛之道。《黄书》就是这个时
期的代表作，也是他的人生从政治斗争转向文
化斗争的一个标志。从《黄书》开始一直到其晚
年完成《读通鉴论》，其人生的奋斗和著述，贯穿
了一条大义至上的主线， 凸显了一个自
强中国、复兴民族的主题。船山在《黄书》
中坦言：“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
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
私一人。休养励精，士佻粟积，取威万方，
濯秦愚，刷宋耻，足以固其族而无忧矣。”
他又说：“公其心，去其危。尽中区之
智力，治轩辕之天下。”船山的《黄书》
充满了强烈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他倡言从经济上、军事上和文化上去
强盛中国， 华夏民族便可
以永固于天下。 船山这种
强烈的民族复兴和中国自
强思想贯穿于一生的追
求，可以说，船山的《黄书》
所宣示的民族复兴和中
国自强 思 想 ，直
接成为辛亥革命
的启蒙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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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
同先生曾说：“昭苏万物天地曙， 要凭南岳一声
雷”，以此高度评价王船山思想对近现代思想界
的影响。有当代学人认为，王船山思想，是中国
近现代社会变革的原动力。为什么会这么说？

熊考核： 船山思想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
“原动力”，这不只是当代学人的看法，最早提出
这个观点的是梁启超。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领
袖，他亲历过那个时代艰难的思想启蒙，对启蒙
的思想源头最为敏锐， 他见证和亲历过船山思
想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巨大影响。 所以他说：“清
末民初之际，智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
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烈的研究， 亦可谓潜德
幽光，久而愈昌了。”梁氏标举船山是中国近代
社会变革的思想本源，可谓一语中的。

历史发展的逻辑清晰显示， 船山思想对中
国近代社会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 发挥了启蒙
先声的重要作用。 船山思想影响到近世几代中
国人的中国梦的追寻。比如———

曾国藩力倡船山学，刊行《船山遗书》，让船
山学走出湘学地域成为中华显学；

戊戌变法斗士谭嗣同是在船山思想直接影
响下走向变法之路的。他服膺船山之学，坦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续衡阳王子之绪
脉。”他怀抱船山精神，大义卓绝走向断头台，以
死唤醒中国，成为民族复兴“第一烈士”；

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本部宣言》中，高扬
船山等人的民族大义作为民族复兴的思想先
声，认为其“义声激越”，鼓舞革命。辛亥革命成
功后，章太炎分析辛亥革命成功思想源头时说：
“船山学术，为汉族光复之原。近代倡议诸公，皆
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端在于斯。”现代新儒家
代表熊十力也认为：“清季学人， 都提倡王船山
民族大义。革命之成也，船山先生影响极大”；

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一生景仰王船山。杨
昌济对王船山的认识深深影响到毛泽东。毛泽东
一师毕业，就来到船山学社，并从这里开始走向
全国、走向世界。毛泽东到达延安后，开始从理论
上探寻中国革命成功之道，撰写《实践论》和《矛
盾论》。写作“两论”时，毛泽东曾写信给长沙师
友，请其找寻船山哲学著作。毛泽东的成功，根本
一条就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播种在中国文化的
土壤中，其中也有船山思想的无形影响。

纵观中国近现代民族复兴的艰难历程， 有一
个显著特点，无论是洋务人士、维新志士，还是旧
民主主义革命先驱，他们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又
都高扬船山思想的旗帜。 他们先后吸取船山民族
爱国主义和启蒙思想，并熔铸为各自的批判武器，
去冲决罗网为民族复兴寻找新路。 如果尊重历史
的逻辑，不难发现，在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民主、科
学传播中国之前，船山思想便“破块启蒙”，成为近
世中国社会变革和民族复兴的思想启蒙先声。

� � � � 66666666666666666666666....................... 无论是洋务人士、维新志士，还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先驱，他们在
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又都高扬船山思想的旗帜

� � � �55555555555555555555555....................... 船山超越以往思想家的地方，是他从理论高度总结和开掘了
传统爱国主义

� � � � 5月16日，衡阳市雁峰区东洲岛船山书院。 罗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