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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陈仁仁 向松阳 蒋鼎邦

一样的季节，一样的会讲形式，一如852
年前。 11月9日至10日，历史上著名的“朱张会
讲” 发生地岳麓书院， 由清华大学和湖南大
学联合主办的“清华会讲湖大行———大学之
道与文明进步”讲坛在此举行。 8国专家为现
代大学号脉开方， 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出谋划
策。 发源于欧洲的现代大学何以重新在传统
的书院里找寻中国智慧？ 是此次会讲的核心
话题。

清华会讲走进书院会讲发源地
公元1167年秋天，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

不远千里从福建崇安来到湖南长沙， 与主
岳麓书院教事的张栻讲学论道两个月， 留
下了“朱张会讲” 的千古佳话， 开书院会讲
之先河。

11月9日， 清华会讲首次走进岳麓书院，
来自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老挝、柬
埔寨、马来西亚的百余位中外专家前来论道。

内容同样“高大上”。 852年前，“朱张会
讲”讨论的是“太极”“中庸”等形而上的问题，
这些问题堪称是中华文明的哲学基础。 今天，
清华会讲思考和讨论的是新时代关乎中华民
族乃至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问题之
一———大学之道。

形式同样为“会友讲学”和“会见讲论”。
852年前，朱熹和张栻辩了个“天昏地暗”，“四
方之学者毕至”，盛况空前。 今天，中外专家云
集。 一场主题会讲，六场分会讲。 每场会讲三
四位专家每人30分钟发言， 台下还有两位专
家参与讨论。 中外专家之间“你来我往”，国内
外学子问题翻新。 从《大学之道与人类文明进
步》到《大学之道的探索与发展》《新世纪大学
管理之道的实践与认识》《书院传统的历史价
值与现实意义》《古代会讲的学术思想价值与
当代转化》《至真至善至美———科技人文与艺
术的融合》《大学之道的哲学思考》，每一场会
讲现场气氛热烈，思想的交锋火花四溅。 湖南
大学党委书记邓卫说， 他的心情只能用朱熹
怀念“朱张会讲”时光的两句诗来表达，“悠然

一长啸，绝妙两无伦”。
清华会讲追根溯源， 重返书院会讲发源

地， 韩国经济人文社会研究会理事长成炅隆
对此评价说， 这必将对延续和发展亚洲独特
的书院文化和传统产生重要意义。

工业4.0时代的大学之道是什么
1088年发轫于欧洲的现代大学， 今天遇

到了怎样的时代？“创新变革加速，经济全球
化、文化多样化”“一面是逆全球化持续发酵，
一面是人类文明通过工业4.0进入一个前所未
有的超连结社会。 ”专家们这样描述。

工业4.0时代应有怎样的大学之道？ 如何
培养兼具人文情怀和科学知识， 能求真、向
善、致美的人才？ 如何通过有效的管理使大学
稳步走向未来？

清华大学将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
授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上升为教育理念。 该
校原党委副书记韩景阳认为， 探讨“大学之
道”是一个长期的课题，既要体现在教育理念
上，更要体现在教育实践中。

年近90高龄的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
学术委员会主任王翼生对当今的“大学精神
衰微”开出了自己的药方：传承先秦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核心精神，
学习、 借鉴一切包括西方在内的优秀传统元
素和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以“人文、理
性、求实、创新、和谐”为核心价值信念，构建
当代中国大学的精神家园。

西方大学的本质及其时代价值是什么？
亚洲比较教育学会会长刘宝存一一道来。 他
认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学既要坚守大学的象
牙塔精神，以探求真理为宗旨；又要关注社会
现实，为社会发展服务。 作为舶来品，中国的
大学应扎根中国大地办学。

在工业4.0时代， 大学应培养什么样的英
才？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校长陈金樑认为，

“数字素养”成为重要的指标，同时需要有良
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想象力。 他认为今后
大学跨学科培养是方向， 也忧虑科技会让人
们封闭而情商欠缺。 韩国国立首尔大学数据
科学研究生院创始院长车相均认为要防范人
工智能带来的风险， 需要具有多领域学科背

景和知识的数学科学家， 意味着必须改革教
育体系。

老挝国立大学校长苏孔森介绍， 为了适
应区域一体化进程以及东盟共同体发展的需
要，该校正积极培养有专业技能、语言技能和
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毕业生。 马来西亚拉曼大
学副校长姚河光分享了该校“德、智、体、群、
美、新”的六大教育理念，特别强调要回馈社
会，缩小知识鸿沟。 柬埔寨皇家学院国际处处
长BunthangChhort认为教育哲学和教育科
学在教育中应该成为一个整体。

在传统书院里应复活哪些
中国智慧

曾经断裂的书院传统， 有哪些宝贵的教
育理念和制度资源， 能促进当今世界大学的
发展与进步？ 此次清华会讲试图重拾中华文
明有着两千多年发展历程的“大学之道”的教
育自信。

在牛津大学任教7年的哈佛大学博士戴
彼得认为， 多元化和国际化在中国书院有着
悠久的历史。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
长颜炳罡，书院会讲的妙处就是辩论，相互切
磋、启发、拷问。 会讲的原则是以人心说、以学
心听，以公心辩。 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董平提
出，唐代会讲就有跨学术领域的思想碰撞，会
讲体现了自由、批判、包容、互补的学术精神。
湖南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厘清会讲不
是要驳倒对方，是相互倾听和切磋，切磋之后
能够达成一些共识。 日本东北大学教授三浦
秀一考证， 元代书院培养出很多能够独立思
考又顺应体制的人才， 这对任何时代和社会
都有现实意义。

湖南大学教授邓洪波研究书院文化40
年， 他认为东方文明体系是以书院连接起来
的，书院文化对当下仍具很强的现实意义，如
果中、日、韩都放下分歧，回归文化，寻找书
院、 寻找汉字、 寻找儒学这些共同的文化基
因， 将会重新构建一种新的东方文明的集结
和西方文明的互鉴。 但他强调需有读书人的
文化自觉、自信和担当，并保持开放的格局才
有东方文明的复兴。

� � � �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 （金慧）“第一次感
受无人车配送快递，没想到操作这么简单，真
的很方便。 ”今天，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副校长
王忠伟从长沙行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开发设
计的无人车“超影100C”上取出一份快递，“智
物流·慧校园”智能物流无人车科研测试项目
正式启动。

近年来，我国快递业发展迅速，亟须以人工
智能方式，解决快递员不足问题。今年7月，长沙
市发布促进快递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
(2019-2021年)， 提出争创“中国快递示范城
市”。 为此，由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物流与交通学
院主办，长沙行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中国邮政
长沙分公司协办的“智物流·慧校园”智能物流

无人车科研测试项目，安排4辆智能无人车在校
区进行调试，就智能无人车软硬件稳定性、场景
适应性、配送效率等进行模拟测试。

相比于人工派送，机器派送在计算能力、
存储容量等方面有明显优势， 可实现对同一
客户同时、多件快递“合并派送”，节省人力物
力。“测试结果证明，无人车在校园配送快递
是可行的， 可为师生提供更便捷贴心的服
务。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物流与交通学院院长
庞燕表示，将通过校企合作，以点带面，推动
智能物流科研技术产业化应用。

� � � �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 （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易海华）今天上午，主题为“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推进教育现代化”的2019年京
湘基础教育论坛在长沙开幕。 京湘两地校长
（园长）、教师、学科教研员等共1700人参加。
本届论坛由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和北京市
朝阳区教育委员会联合主办。

主论坛上，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国
家督学石灯明作了主题报告《湖南省基础
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实践与探索》。长沙市
教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卢鸿鸣介绍了长沙
经验。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刘
铁芳带来学术报告《培养有根有魂的中国
人———当代中国教育的自觉》。

当天下午，“校长园长论坛”“教师论

坛”“教研员论坛”三个分论坛同时进行。来
自京湘两地的30名优秀校长（园长）、教师、
教研员作了各具特色的精彩报告。 11月13
日上午的“课堂教学观摩论坛”，在长沙市4
所学校精心准备了横跨幼儿园、 小学、初
中、高中四个学段、涉及12门学科的24节
课供京湘两地教师观摩。

据悉， 省教育厅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
政府于2018年6月1日签订京湘两地教育
合作框架协议。 除举办京湘基础教育论坛
之外，还有开展京湘中小学校结对合作、教
师跟岗学习交流和“朝阳名师送培活动”，
打造“韶山连北京”京湘中小学生红色研学
之旅，推动“互联网+教育”资源共享、职业
学校合作助力脱贫攻坚等。

京湘基础教育论坛在长开讲

� � � �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 （记者 宁奎）
11月10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旅游演艺分
会成立大会在张家界市举行。

一直以来， 我国旅游演艺产业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坚持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
律，遵循文化产品生产传播规律，涌现出一
批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富有创意的旅游演
艺作品。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旅游演艺分会

成立后，将致力于规范旅游演艺市场运营，
推动旅游演艺行业有序发展， 创建旅游演
艺行业评价体系， 打造旅游演艺示范品牌
和精品演出， 推动业态模式创新和产业国
际化发展。

近年来，张家界着力推动“旅游+文化”融
合发展， 今年1至10月旅游演艺创总产值1.89
亿元，接待游客210.37万人次，旅游演艺已成
为全市旅游业发展的有力支撑点。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旅游演艺分会
在张家界成立

� � � � 湖南日报 11月 12日讯 （见习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曾艳益 ）11月9日上午，
金声玉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湖南省篆刻巡展首站在永州市拉
开帷幕。 本次展览共展出120余件篆刻作
品，展览将持续至11月16日。

该展由湖南省书法家协会、 湖南书法
院主办， 湖南省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
永州市美术馆、 永州市书法家协会承办。
展出的120余件作品， 是当下湖南篆刻艺
术创作风貌的一次集中展示， 不仅水平

高， 且均为讴歌新时代、 弘扬主旋律的创
作， 充分表达了湖南篆刻家爱祖国、 爱人
民，与新中国同呼吸、与新时代共进步的拳
拳之心。

篆刻是我国传统艺术中的瑰宝， 湖南
篆刻界曾涌现了齐白石、唐醉石、黎泽泰、
袁公亮、谢梅奴等名家。湖南篆刻作品在全
国大展中的入展数量长期处于第一方阵。
此次巡展首站落地潇湘之源永州， 第二站
将在省会长沙展览， 让广大群众共享湖南
篆刻艺术发展成果。

湖南篆刻家
用120余件作品讴歌新时代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湖南省篆刻巡展首站落地永州

� � �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 （通讯员 李宁
刘志勇 杨杰 记者 鲁融冰）今天，常德桃
花源旅游区传来好消息， 经文化和旅游部
组织专家严格评审和筛选， 该区近日顺利
通过国家5A级旅游景区景观质量评审，进
入创建国家5A级景区预备名单。

在文旅融合大潮下， 文化和旅游部对
于国家5A级旅游景区创建提出了更高要
求。 这次评审会于11月5日至6日在北京

举行， 常德桃花源旅游区是我省这次唯一
通过评审进入5A级旅游景区预备名单的
单位。 桃花源旅游管理有限公司作为5A
级旅游景区创建主体单位， 将在省文化和
旅游厅、 常德市委市政府以及常德市文旅
广体局、 桃花源旅游管理区管委会指导
下， 制定创建方案和工作任务书， 稳步开
展创建工作， 力争早日跻身国家5A级旅
游景区行列。

桃花源通过国家5A级景区景观质量评审

文化视点

“朱张会讲”地再逢学术盛事———

清华会讲：8国专家纵论大学之道

长沙校企合作探索发展智能物流
无人车科研测试项目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