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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

近代以来，湖湘文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
代史的发展进程，引起普遍关注。 如曾国藩的
农民武装变成了国家军队，进而主导了当时的
历史、政治、国家军事和文化。 还有一个特别引
人注目的方面, 就是湖湘人格， 即陈独秀讲的
“湖南人的精神”。 湖南人有一种特殊的精神力
量和人格魅力。

湖南人的人格、精神从何而来？ 一个是南
蛮气质，一个是士人精神。

南蛮气质 ：“霸得蛮 ”是历史
积淀的结果

从人格角度来看，我所理解的人格是外在
的伦理道德、精神追求、信仰和内在的心理融
为一体的东西。

湖南人的人格最大的特点是大家说的“霸
得蛮”。 这个“蛮”不是一个普通的描述，而是一
个历史现象，是历史积淀的结果。

过去的中国不是现在的版图，是中原华夏
文明主导的民族所掌控的地区。 他们把周边不
同的部落称为“蛮”，有一点歧视的意思。 南方
就叫南蛮。“蛮”是比较模糊的概念，不是某一
个具体的部族的名称。 湖南纳入楚国版图，被
叫做楚蛮。 秦汉帝国建立之后，湖南地区还有
很多蛮族，主流群体还是非华夏民族。 本地人
也有不同群体，比如把长沙的蛮族人叫做长沙
蛮，常德原来的少数民族叫做常德蛮，湘西的
叫武陵蛮。 到宋代，梅山地区也是少数民族居
住的，基本上没有接受汉族文化，所以叫做梅
山蛮。 到宋代大量引进移民，人口流动，但还是
有大量的少数民族。

《尚书》记载蛮的特点是“不服从”。 当时，
尧舜部落已经能够统领整个中原地区，希望周
边地区服从他，蛮族偏偏不服，跟他对着干。 根
据描述，当时的苗蛮是一个刚强、倔强而且非
常自傲的群体。 到了唐宋元明清之后，他们依
然顽强。 唐末五代，和尚智璇、智璿兴教办学，
宋代，朝廷在此基础上建了岳麓书院。 为什么
建书院？ 据说是湖南人习俗暴恶，性格强悍倔
强，需要文化熏陶。

任性刚正、奇术好勇、尤善力气等，都是历
史上记载“蛮”的特点。 蛮性的血统和气质，不
可能构成一个完美的人格。 它原始、质朴，具有
生命力，但也需要加以改造。

湖湘文化和湘人性格之所以被推崇被欣
赏，更在于其具有的士人精神。

士人精神：以道理来治理国家
士人，古代指读书人。读书要明理。章士钊

描述湖南人“好持其理之所自信”，即认准了一
个理之后，就服从、坚持这个理。 如曾国藩发现
自己的缺点与理不合的时候，便用理去克制自
己。 湖南人认准社会秩序应该怎样，天下应该
怎样后，会用自己的生命捍卫这个理，比如谭
嗣同等。

早年的湖南是流放之地，学术不太发达，哪怕

有人做学问，也是如柳宗元这样外来的人。本地人
的成长，从周敦颐开始，从宋代开始。 宋代湖南的
理学很特殊。

宋代为什么有理学呢？ 宋代时大家都很崇
拜祖宗家法， 开国皇帝所制定的治理国家的原
则，他们看得非常重。宋太祖曾与宰相赵普讨论
天下事什么最大？赵普说，道理最大。在这之前，
汉唐的时候，是“天”最大，没有人把道理看得高
于权力和神权的。 这个大臣非常厉害。

道理就是天理，理学发明了天理。 过去说，
天理是用来管老百姓的， 其实最早提出天理的
初衷首先是管有着无限权力的皇帝。 赵普说道
理最大的时候，理学家创立了“天理”。从周敦颐
到朱熹到张栻， 他们的核心任务就是建立一个
能够控制权力的“天”，当然还能够抑制士大夫。
这就是士人精神。当时，士是国家和民众的中间
阶层，所以士大夫必须是一批懂道理、明道理，
以道理来治理国家的人，而不是只靠权势，更不
能任性。

理学家讲了很多自身修养的方法，如：诚，
对道理的真诚，发自内心地相信；恭，有恭敬之
心，要对道理恭敬。所以，宋代之后，湖南由于理
学的输入， 带来了一个极大的变化， 什么变化
呢？ 出现了“士人”。

湖南人能够创立巨大事功的基本
条件：知行合一

南蛮执着、刚强的气质和士人坚持的道理结
合起来，演化成他们的一种内心的信仰和行为准
则。很多人讲，湖南人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做事，知
行合一。 因为他们把执着的个性、务实的追求和
行善的道理结合起来了。 王阳明讲知行合一，明
代之后影响很大， 就在于强调了道理必须要去
做。 中国人讲道理不是为了解释世界是什么样
的，也不是把这个道理告诉人家去做的，而是这
个道理必须要自己做。“自己做”正好和南蛮的认
死理、认准了理之后就真诚地去做，密切联系在
一起，成为很多人赞扬的湖南人的特点。

“理”可能会有不同，周敦颐讲的理、魏源
讲的理可能有一些变化，特别到后来，谭嗣同、
毛泽东讲的理，之间也是有变化的。但这种人格
是湖南人能够创立巨大事功的基本条件， 也是
首要条件。

有历史研究者说， 湖南人的成功与历史机
缘有关。 如清代的科举考试。 原来叫湖广省，湖
南人考试要去湖北，过洞庭湖风浪很大，很多人
不适应。 雍正之后，湖南设立了独立行省，湖南
一下出了很多人。又如湘军崛起，是因为有太平
军这样一个重大事件等等。 其实，机缘背后，确
实是有一些客观条件的， 但是主观条件有没有
做好更重要。

湖南人从宋代以来开始开拓文化、 教育事
业。 湖湘文化为什么反复强调要追溯到那个时
间、追到蛮性这样一个气质？因为这些东西都为
后来事功的成就创造了非常重要的条件。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
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该文为《解码人文湖湘·
湖湘人格与事功》系列之三。 ）

吕高安 蔡海棠

高玉宝所写的《半夜鸡叫》上世纪被选入小学语文
课本，一时洛阳纸贵，影响了几代人。 从文盲到创作200
多万字文学作品，高玉宝因此多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
邓小平等接见，被周恩来称为“战士作家”。

高玉宝最近写了两篇文字： 一是写给湖南双峰
县花门镇党委、政府及宝台山村乡亲的信，感谢他们
70年来精心守护李文斌等七烈士墓，并个人捐款5万
支持此墓重建；二是写给李文斌等七烈士的祭文。 高
玉宝委托儿子高燕飞、 儿媳陈燕来在国庆节前从北
京赶往湖南双峰宝台山烈士墓，代诵祭文，悼念衡宝
战役牺牲的战友； 还令儿子捧送李文斌遗像回到烈
士故乡河北平山县王子村。

如此，高玉宝总算了却了70年的夙愿。

衡宝战役中牺牲的老首长
是高玉宝的救命恩人

1947年入伍的高玉宝，历经辽沈、平津、衡宝战
役，立大功6次。

1949年10月4日，衡宝战役紧张进行中。 双峰宝
台山， 战士高玉宝所在的四野第146师368团与国民
党军队激战，团参谋长李文斌不幸牺牲。 噩耗传来，
高玉宝犹如天崩地裂。 李文斌下葬的当天，高玉宝站
在鸣枪志哀的官兵队列中，眼泪簌簌而下。 他发誓要
再来吊唁首长，并使之魂归故里。

高玉宝为何如此放不下李文斌？ 原来，高玉宝做
过李文斌的警卫员，首长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他。

李文斌从军后，只在南下路过时回家一趟，无从
孝敬双亲，更不考虑婚姻。 1949年10月牺牲时，他一
张单照都没有，唯一财产就是那把从日寇身上缴获、
随身南征北战的钢刀。 李文斌曾手起刀落连杀两敌，
将高玉宝从绝境中救出。 而作为衡宝战役一号烈士，
李文斌牺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三天， 他的
牺牲令人尤感悲惜。

此后多年，因记忆模糊，加之资料有误，高玉宝多次
寻墓而不得，一直未能遂愿。 他只好将李文斌的头像从
合影中抠出放大，每逢10月4日，便对着遗像祭奠老首
长，70年如一日。

国庆大典即将来临之际，
终于完成心系70年的夙愿

其实， 像李文斌一样在衡宝战役中牺牲的烈士
还有很多。1949年10月1日，林彪率四野大军南下，追
歼国民党军队至湖南衡宝公路。 听到新中国成立的
喜讯，官兵群情激奋，纷纷在背包、枪托上贴出“新中
国万岁”小标语。 为追击陈明仁起义中叛逃的敌方部
队，我146师孤军深入双峰县青树坪，遭到白崇禧两
个王牌师居高临下的伏击。“东北虎”们在水土不服、
连日急行军困乏、地势不利、通讯不畅、苦无援兵的
情况下拼死苦战，顶住了敌整营整团的冲击37次。 两
天中146师伤亡2877人，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衡宝
战役终以4400名子弟兵的伤亡， 换来了歼敌47000
多人的胜利，给开国大典送上了一份厚礼。

十几年前，高玉宝寻找李文斌墓地来到邵阳县，
曾对着下花桥烈士墓深深鞠躬。 高玉宝亲历的下花
桥追击战，“小老虎班” 的11名战士全是17岁以下年
纪，反复拼杀数倍之敌，在杀死了17个精壮敌人后，
11条年轻的身躯永远躺在了下花桥。 衡宝战役烈士
墓里，不乏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老八路，不乏朝气蓬
勃的青葱少年，可惜有些连名字、籍贯都没留下。 一
想起这些，高玉宝就觉得夙愿还未了，悲痛欲绝:�“我
是替您们活在当下， 享受着千千万万英烈用生命和
鲜血换来的好日子啊！ ”

今年国庆之前，高玉宝儿子高燕飞几经周折，终
于查找到了李文斌的墓地及其籍贯，92岁的高玉宝
闻讯号啕大哭。 父子俩委托文史研究者查找与李文
斌一起入葬的七烈士中4位无名者的姓名籍贯，也有
了着落。为此，9月19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
典即将来临之际， 高玉宝让儿子儿媳专程从北京赶
赴湖南双峰，祭奠牺牲的老首长和战友，完成了心系
70年的夙愿。

龚曙光

那年在青岛，携友拜谒康有为先生旧
居，挑了初夏的一个午后。

先生居半山， 是幢依山望海的别墅。
凭窗远眺，碧海、金沙和红屋顶的老房子，
在纯净温煦的阳光下，恍若地中海边的一
座老城。 先生手植的那棵银杏，郁郁苍苍，
遮掩了大半栋房子，仿佛想守住那一楼清
雅的旧时光。

入驻此楼前，先生曾在海外颠沛流亡
十六年。 举着一面保皇党的旗帜， 满世界
求声援、募义款，风尘仆仆奔走了三十一
个国家。 我想象， 那该是多么广大的一个
世界，心中顿生向往。

返回长沙，遍查先生著作，想看看先生
对这些旅程的文字记述。果然，找到了《欧洲
十一国游记》两种。 先生以其对国运民瘼的
忧患，以及体物辨史的精微、鞭辟入里的笔
力，为我洞开了一个陌生的世界。 人类对满
世界的向往， 是哥伦布用航海日志诱生的；
我对满世界的向往，则是先生用旅行文字诱

生的。由先生的游记，我关注到清末民初，因
公务或求学出洋先辈的记游文字，在他们的
引领下，得以跳出自己的时代和生活，想象
到一个老旧而新鲜的大世界。 这些文字，大
多被我所敬重的编辑家钟叔河先生编入了
《走向世界》 丛书。 这套书整整编了三十八
年，其间一度经费拮据，我得知后，嘱岳麓书
社专款支持，遂使丛书一百种完整付梓。

近二十年，因公务或商务，我也满世界
奔跑，所到国家与地区，已超先生所历国家
的数目。 其中一些， 就是先生当年游历并
记述过的。 循着先生的足迹行走， 时常会
有与先生隔世对话的冲动。 慢慢我发现，
先生所历的世界，其实只是他的自我世界，
与我抵达和体悟的世界，远远不止隔了百
余年的时光流转、 几代人的风物变迁。 完
全是两个独立不倚灵魂的自由行走，所历
所睹所悟，皆因襟怀、性情、史识、旨趣和心
绪的差异， 呈现为似是而非的两重天地。
由此我明白：只有你身体抵达过的地方，才
是你的世界；只有你的灵魂纠缠过的人事，
才是你的历史。

当今，资讯与交通便捷，地球真正变成
了一个村落。出国旅行，方便得如同到村头
散步。身边好些人，有事没事，说走就走，全
然没有先生当年那么沉重的背负、 那么宏
大的意愿。对于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游客，旅
行便是旅行的目的。去时不纠结理由，归来
不究诘收获。或有抱怨旅途劳顿，发誓不再
出去的，过不了三两月，朋友一吆喝，照旧
背起行囊上路。旅行随心所欲，应当视为生
命自由的一种隐秘觉醒。

于我而言，旅行是一桩关乎灵魂的事。
除却公务或商务，大体只有一个目的，就是
让自己从惯常的生活格式中逃逸出来，置
换几日身心的自由。早年读张爱玲的文字，
曾经看到“心狱”一词，其意大体接近鲁迅
先生所说的“心造的幻影”。自觉或被动，我
们时常用各种意志和假说， 筑垒了一座漆
黑的囚牢，将灵魂自我拘禁。我的每一次旅
行，都是一次有预谋的灵魂越狱。灵魂逃得
愈遥远，生命的世界便愈广大。

终归，灵魂是没有理由自我囿囚的。
从晚清到当下，从康有为先生到我们，

一辈一辈的中国人，带着灵魂满世界奔走，
开眼向洋也好，师夷制夷也罢，究其根本，
是为了让自己生命与灵魂的世界更辽阔、
更自由。

在这一意义上，本书所记述的，不只是
一段段旅程，更是一道道灵魂自由行走的轨
迹。 我企图将这些文字写成一部灵魂的环球
历险记，一本灵性的文明辨析录，一册灵动的
艺术流变史，一卷灵异的风物写生集。或许有
些驳杂：花草、山水、器物、建筑、文学、艺术、
哲学、宗教、历史、经济，纵然林林总总，但都
会被熔炼为一个纯粹的主题：对每个民族精
神自圣的向往，对每个时代文化创造的尊重，
对每个生命自由审美的激赏。或许有些陌生：
山水易色，文化畸变，历史唐突，时空倒错，纵
然形形色色，但都会被构建为一个整序的世
界，一个灵性的世界，一个可以自由对话而不
彼此诱囚的世界……

（作者系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该文为其散文集《满
世界》自序。 ）

杨志宏

酷暑七月，走进临湘市森林公安局的
那一刻， 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我眼前闪过，
他不就是鲁运新烈士之子鲁明吗？ 随行的
干警告诉我，鲁明和他的弟弟鲁强子承父
业，也先后步入了森林公安干警行列。

1993年2月7日，临湘市公安局五尖山
林业派出所教导员鲁运新，为保护国家森
林财产赴汤蹈火，壮烈牺牲，国家公安部
授予他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模光荣称号，
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森林公安战线获此
殊荣第一人。

一切要从26年前元宵节的那场特大
森林火灾说起。

那年2月7日元宵节凌晨两时，在五尖
山林场防火一线连续紧张工作了12个小
时的鲁运新刚进家门， 对讲机就频频呼
叫：“林场15区突发山火，请求救援！ ”他没
来得及和熟睡的妻子说一句话，就抓起手
电筒冲入了漆黑的夜里。

到达火场，按照上级部署，他带领30
多名扑火队员迅速投入战斗，7个多小时
紧张灭火，火势得到控制。 不料上午10时，
南风乍起，风助火势，山火瞬间从地表火
变成熊熊的树冠火。

树冠火不仅难以扑灭，而且火势发展
迅疾。 有着二十多年林区工作经验的鲁运
新意识到，巨大的危险即将来临。 他果断
下令： 全体人员快速从大火间隙突围，自
己断后。 说时迟，那时快，南风怒吼，烈火
近身， 浓烟熏得他睁不开双眼。“不要管
我，快跑啊，小黄！ ”他全力将最后一名扑
火队员推出火焰， 衣领已燃的他正要冲
出， 一棵烧断的大树轰然砸在他的身上。
他的生命定格在44岁！

随后三天， 鲁运新的妻儿枯坐一室，
滴水未进，粒米未食。

在基层林业公安，鲁运新一干就是25
年， 多次将下山进机关的机会让给别人，
32次被评为省、市、县优秀共产党员、先进
工作者。

鲁运新烈士牺牲不久， 我来到临湘，
来到陆金旺家。 我轻轻地问，阿姨，这些日
子， 全家已经慢慢走出悲伤的阴影了吧？
陆阿姨点了点头，没有说话，静默着。 忽
然，她转过身去，双手掩面抽泣起来。

鲁运新、 陆金旺的大儿子叫鲁亮，二
儿子叫鲁明，小儿子叫鲁强。 在父亲毅然
走向熊熊山火的那一年，鲁亮20岁，鲁明
18岁，鲁强14岁。 鲁运新牺牲后，组织上对
他的家人们给予了很好的照顾。 三个儿子
陆续长大成人，根据相关政策，鲁亮被安
排进林业系统工作。 在鲁明、鲁强是否进
森林公安工作问题上， 陆金旺颇费思量，
她忘不了那满山的火光， 那满城的哀伤，
那举家的悲怆。 鲁明、鲁强对妈妈说，父亲
如果在，他一定会支持我们的，我们也想
在他工作过的光荣团队里， 逐渐成长，贡
献力量。

终于，妈妈点头答应了。
鲁明、 鲁强接过父亲滚烫的接力棒，

和战友们一道，谨记神圣使命，传承奉献
精神， 为保护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
夙夜在公。

每年的冬季是森林火灾高发期，经常
是半夜三更一个电话，鲁明就要赶赴救火
前沿。

在临湘市森林公安局宣传栏里，一组
鲁明的工作照吸引了我的目光。 他和战友
们发现了非法买卖、运输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线索，内查外调，千里追踪，一举将犯
罪嫌疑人抓获归案，震惊三湘的动物保护
第一案成功告破。

临湘市森林公安局局长姚沫华告诉
我，从警25年来，鲁明办理各类林业案件
近千起、重特大案件20多起，抓获40名犯
罪嫌疑人，他负责的所队8次立功受奖，本
人先后30多次评先、嘉奖和记功，他正在
成为像父亲一样的人。

今年6月高考， 鲁明的女儿鲁悦报考
了法学专业。 她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像
爷爷、爸爸和叔叔一样，成为一名光荣的
人民警察，除恶扬善，守护平安。

临近2019年国庆节的深夜，我为了核
对一个名字，拨通了鲁明的手机，一直没
有人接，信号也时有时无。 过了一会儿，微
信传来：“正在白石园山上扑火，进山一天
了，手机快没电了。 ”

我的心一紧，快速回复：“千万注意安
全！ ”

“谢谢，我这是第八次冲进火场了……”

湖南人的南蛮气质
与士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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