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船山哲学在今天可以作创造性转化，
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如在知行关系上，
船山提出了“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
功 ”的知行合一观 。他批评当时一些学者
“离行以为知 ”，或者沉溺在训诂 、辞章之
中，或者逃避现实，身心如槁木死灰。他十
分强调“行”，强调实践及其功效。今天，我
们也面对着知行脱节的弊端，重新诠释船
山重实行的主张，具有现实意义。

又如，在伦理学方面，“理欲关系”涉及
的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道德伦理规范与人
的感性欲求的关系问题 。对此 ，船山强调
的是 “欲中见理”， 突出了欲与理的统一
性。“天理寓于人欲”的思想在今天也具有
积极意义。

——— 郭齐勇 （作者系武汉大学国学
院院长）

王船山是伟大的爱国者。坚持民族主
义 ，坚持民族气节 ，是贯穿船山一生的红
线。他对近现代中国最大的影响也是爱国
主义和民族主义，所以一些学者称船山是
“中国近现代的精神领袖”。 杨昌济在1914
年湖南船山学社成立时，把船山的传统民
族主义思想转换成了现代爱国主义思想，
使之继续发挥其应有作用。 这种认识，对
毛泽东、蔡和森等产生了很大影响。

王船山在理论上为中华民族的爱国
主义思想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如强调华夏
与夷狄的概念是相对的， 可以相互转化；
如将夷夏之辨提高到古今之通义高度。船
山有“三义”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
大义，有古今之通义。”“不以一时之君臣，
废古今夷夏之通义”。所谓“一人之正义”，
即对某个地方割据势力效忠 ；所谓 “一时
之大义”，指对一朝一代的君主效忠；所谓
“古今之通义”指对整个中华民族效忠。只
要人类社会还是按地域划分为国家，人们
在进行各种社会活动时，总会遇到“三义”
的问题。因此 ，船山的 “三义 ”说具有超越
时代的普遍价值。

——— 王兴国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
员、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船山学社社长)

船山整个历史哲学的中心思想，即在
指明天道的公正不爽。船山的《读通鉴论》
和《宋论》二书，透出了他个人忠于民族文
化和道统之苦心孤诣的志事，指示了做人
和修养的规范。可以说他书中每字每句都
是在为有志做圣贤 、 做大政治家的人说
法。

———贺麟 （著名哲学家 、当代新儒家
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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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明末清初伟大的思想家、
哲学家王船山先生诞辰400周年。船
山先生是中国传统思想史、 哲学史集
大成者，近代启蒙思想先驱，湖湘文化
继往开来的优秀代表， 反思船山对明
清以来湖湘及中国历史的重要价值，
对当代湖南、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应
该是纪念王船山诞辰400周年的题中
应有之义。

曾经陪同一位北方朋友参观岳麓
书院， 特地带他去书院内的五所祠庙
拜谒濂溪等理学先贤， 特别向他介绍
了船山祠及王船山的自撰联：“六经责
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朋友一
见此联即大为叹服，敬佩不已，此后一
路上不断念叨。

船山的自撰联， 将他一生行为与
精神的特点———原道、践道、殉道———
表述得淋漓尽致。 船山人格魅力于此
联即可见一斑。

原道：“六经责我开生面”

明代湘人以尚气为一特征， 但缺
乏宋代湘人之原道精神。 尚气易于走
向极端，流于任性使气，于是常常浮躁
而虚谈， 缺乏宋代湘人潜沉而充实的
原道精神底气， 这也造成了后世湘人
性格中容易冲动、任性霸蛮之弊。故在
思想文化创见和原道精神方面， 明代
湘人远不及宋代湘人来得有气魄、有
魅力。 这种状况在明末清初有了一个
巨大的改观， 使得湖南文化有了异军
突起和惊世骇俗的大突破、大建树，继
承并超越了宋代湖湘学派传统， 更给
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带来了震古烁今
的大整合、大创获。

造成这一思想文化奇观的， 就是
王夫之船山先生。

王船山身处“天崩地坼”的明末清
初之际， 以一介书生而投入反清复明
斗争，失败而归于失望。迸溅的鲜血，
困厄的危局， 萎靡的士林， 疲惫的民
心，使他创巨痛深，遂长期隐居，发愤
著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数千年中
国的历史、思想、文化作溯流穷源、追
根究底式的研究。他的原道，绝非单纯
的学术文化之思， 而是在民族文化危
亡的紧要关头而作的发愤之思， 他探
寻民族文化衰弱萎靡的原由， 力挽民
族文化之颓败与消亡， 重振民族文化
之血脉， 这从根本上使他的思考与探
寻具有了经世致用的本质底色、 空前
的批判精神和实事求是态度。

王船山年青时代肄业于岳麓书
院，传承了“求仁履实”“经世致用”的
湖湘学统，并创新发扬。他特别批判明
代陆王心学的浮夸虚谈、不务实际，认
为其狂妄流害是大明汉民族败亡的重
要原因之一。他奋然自异，浩然独往，
上承周敦颐、胡氏父子（胡安国、胡宏）
和宋代湖湘学派，下启陶澍、曾国藩、
谭嗣同和近代湘学，在邪说四起、正学
不张的社会氛围中， 审察数千年来中
国历史兴亡、 政治得失及儒释道诸种
文化的内在利弊， 以空前充沛的理论
勇气和辩证创造精神， 否定之否定地
推求、阐释、超越、刷新了中国儒学文
化传统， 力求从根本上为民族及民族
文化的自立、自为、自新、自强找到一

个实实在在的根基。 他的思想博大而
精微，明道而致用，体用两洽，由哲学
辐射到文化的各个方面，可谓“尽告民
之所知而知无不至， 乃以集大成而为
大成”（船山评价孔子语）。梁启超在论
述湖南学风沿革时，说他“以孤介拔俗
之资，沉博多闻之学，注经论史，评骘
百家，著作等身，巍然为一代大师”。

王船山的忧患意识、明道致用、批
判创新、兼容并蓄、博大精深……使他
在众多方面达到并代表了中国古代哲
学、历史、思想文化的最高水平，成为
中国古代文化和古典哲学集大成的、
百科全书式的批判继承者、总结者、终
结者、发扬光大者。同时，也成为了湘
学最具典型意义的代表。

践道与殉道 ：“七尺从
天乞活埋”

船山之原道精神，即“六经责我开
生面”；船山精神的另一大要点，乃是
践道、殉道，即“七尺从天乞活埋”。

王船山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与古典
哲学史上的贡献与意义， 不仅在于集
大成，更在于“开生面”，以当今的话语
言之，即整合之后的创新、开拓：他全
面批判并刷新宋儒以来的原道思维理
路，上溯直入先秦儒学的内核，旁及释
道，将中国古典思想文化烩于一锅，猛
火爆烹，慢火细熬，创制出自己视通古
今、胸罗万象的新菜式。因而，“六经责
我开生面”之语实非虚妄狂言，而是真
正以身践道、殉道，真可谓千古一人而
已。

船山的殉道精神，感人至深，亦非
常人可及。 在清初政治高压、 避祸乡
间、饥寒交迫、体弱多病的境遇之中，
在长夜孤灯、友朋隔绝、情志悲愤的长
期孤独寂苦的心境里， 船山以艰苦卓
绝的心力，燃烧自己的生命，接续民族
文化的命脉于存亡断续之间、 未死方
生之际，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宋代
理学大师张载语）的慈悲苦修大愿心，
殉其文化理想之道。这样的殉道，其艰
难苦楚绝非语言所能尽述， 唯船山自
己所下的绝誓“活埋”二字可以略表。
张载之语，宋以来儒者（包括现代新儒
家们）多以此自励或自任，而真能当之
者实在罕见，船山先生庶几于近之矣。

船山74年的生命中， 一半以上的
时间，都在以自我“活埋”方式殉中国
文化之道。他遍批古经，审视历史，著
述不已，著作近百种，上千万字。自古
仁人志士殉道的方式甚多， 并非只有
杀身成仁之一途。知耻近乎勇，力行近
乎仁， 船山知民族之大耻而力行文化
复兴之伟业，确具仁勇之美德。他的殉
道，同时即是原道与践道，他不是在流
自己血， 而是在磨自己的血作墨来书
写复兴中国文化之书。他以“磨血”的
方式，蘸着自己的血肉生命，咀嚼中国
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积存， 在切肤揪心
的痛感中，荡涤其中的沉渣与浮沫，激
活民族文化的内在生命力与再生之见
力；他将自己的全部生命潜沉下去，深
入到民族灵魂与民族文化的最基层，
从整体上实行庖丁解牛式的审视与发
现， 在更高的层面上激活与创新民族
文化，张扬民族灵魂。

船山先生的这种精神血拼式的

殉道，涤荡了民族灵魂，振作涵养、激
扬了民族复兴的士心、士气，凸现了
精神层面和文化建设上的经世致用
特质。“六经责我开生面”这种精神上
扎硬寨、打死仗的心气、意志与威势，
“七尺从天乞活埋” 这种甘于寂寞孤
苦的沉潜执拗心态与决绝精神，正是
湘学气质与湘人精神最集中、 最特
异、最生动传神的体现。

船山去世后著作散佚， 极少刊
刻， 一百多年间少有人知其姓名，可
说是“活埋”之后更遭“雪藏”，但其精
神不死，浩气长存，一遇春机即萌生
气，时间愈久而流光愈显，成为在整
体上终结中国古典思想文化、开启湘
学新时代和中国思想文化新气象的
转折点。

继往而开来 ：“吾书二
百年后始显”

船山对新时代新气象的开启，首
先在于他对后世湘学学风的启蒙影
响， 他将原道精神与经世致用的践履
笃行结合起来，确立了明道济世、求仁
履实、体用合一、不囿成见、兼容并包、
与时偕行、通变求新的湘学传统，后世
层出不穷的湘籍人杰无论宗党倾向，
皆同声称颂，无不对王船山倾心仰慕，
对其思想学说争相学习以为己用，对
他代表的湘学学风无不崇奉笃行。这
种奇特的历史现象，正可见出船山的
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

船山生前曾预言：“吾书二百年后
始显。”从康熙六年（1667）船山穷居
深山专事著述开始 ， 至同治六年
（1867）曾国藩刻印《船山遗书》，正好
二百年。船山的影响遍及乾嘉之后的
湖南士林，并在陶澍之后各湘籍人才
群体的形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陶澍、魏源、邓显鹤、欧阳兆熊、贺长
龄兄弟、汤鹏、唐鉴、刘人熙、欧阳中鹄、
王先谦、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谭
人凤、禹之谟……以至于毛泽东、刘少
奇、胡耀邦等新一代湖南人杰群体，无
不受到船山的影响，并将船山学风发
扬光大。

船山对近现代学风的滋养、激励、
普及开来，进而影响到近现代的湖南
民风。自古蛮荆之地湖南的民风，因船
山精神与学风真正得到了理论的滋
润， 使湖南人在近现代以来每一个历
史转折关头都有淋漓尽致、壮烈如歌
的历史作为与贡献。

真正的文化思想者常常
孤独 。 如何让他们不再孤
独……

秋日，来船山故居湘西草堂拜谒，
心中有难以言说的感动与感慨。

堂屋里，船山像两旁那副“六经责
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自撰联
是赖少其先生书写的，赖公特有的金
农“漆书体”古拗朴拙、奇崛遒劲，极好
地表现了船山特有的遗世独立、孤介
超拔、傲视苍穹、不同流俗的性格，这
使我十分佩服和感谢当初请赖公书写
此联的那位不知名的先生。草堂的守
护者对我说，许多参观者不喜欢这副
对联的字体，认为“不好看”，我有些苦
涩地笑了———他们并不懂得船山———
真正的文化思想者常常是孤独的，这
是他们的命。草堂门前有两棵古柏，在
风水上说颇不吉利，草堂守护者告诉
我：船山最不信邪，偏要在自家门前种
上两棵柏树，以证其非。这就是船山。
有这样的精神、胆识与勇气，方能成为
旧时代、旧文化的终结者与新时代、新
文化的拓荒者。

我的眼前，是从草堂带回的一块
当年老砖，灰青如铁。它让我想起那位
数十年如一日“活埋”自己而孜孜于原
道、践道、殉道的老人。其实，四百年
来，中国受惠于他的很多、很多。我们
都受惠于他，但我们对他的了解和理
解还很少、很少。

“道莫盛于趋变。”然而，道之变
里，亦必须有不变的坚守不移在。思之
审之，这不变即应是船山式的原道、践
道、殉道精神。发展与创新当代湖南文
化、复兴与振兴当代中国民族文化，必
须要以这种原道、践道、殉道的精神为
基底。这，正是王船山精神的当代价值
与意义之所在！

船山之学，应该成为振兴湖南文
化和民族复兴大业过程中的显学。

（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湖南日报湘江周刊主编）

黄守愚

如何理解和概括王船
山的思想

王夫之， 世称王船山， 与顾炎
武、黄宗羲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是
中国近现代精神领袖、 湖湘文化精
神领袖。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
神》 说：“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
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侯外
庐说：“他在湖南山洞里著作有那样
大的成就， 我们不能不钦服他可以
和西欧哲学家费尔巴哈孤处乡村著
书立说并辉千秋。”

不同的学者可以从船山著作里
读出不同的思想。我反复琢磨，最终
确定可用24个字概括王船山的思
想：天下为公，黄中立法，乾坤日新，
成均仁义，存神作圣，全生全归。

天下为公可谓之天下主义，为
世界主义、 全球正义、“人类命运共
同体”提供了理论基础。黄中立法，
是指担当天下责任，以仁义立法，呈
现良心，确保天道正义。王船山推扬
圣人精神。 圣人精神是科学精神和
仁义精神的统一体， 其表现为知识
上升为良心，仁义统帅理性。乾坤日
新，是指人应当效法乾坤日新之德。
成均仁义，指虽然世界不均而不测，
但要运用圣人精神，因时创造仁义，
制器立法，重立乾坤，成均天下。存
神作圣，指存储更多的内外之“神”
（动力、法则、理性、德性），争作圣
人，证成天道正义。人人皆有作圣作
祖的可能，机会平等，自由竞争，全
靠个人努力。此即康德之“自律”。全
生全归， 是指通过存神而全备完美
地生发生命的良能，达成道德目的，
实现义命合一而不朽。 王船山学说
贞生安死， 为人类建构了一套完备
的价值体系，是安身立命之学，亦可
谓安心之学。

对于船山精神，要先“照着讲”，
并在21世纪“接着讲”

我主编《王船山语要》，历时两年，力求呈现王
船山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 还原王船山的逻辑思
路，解释王船山为何如此思考问题。

王船山在批判、重建中国文化的时候，认识到
了“发生学”问题。他虽然处于“古典科学”时代，却
有“现代科学”的思维能力，认识到了“思想”基于
知识、技术的“底盘”。因此王船山重视圣人传统、
圣人精神，要求扩充知识，建构专科知识系统，知、
能日新，再由事实判断上升到价值判断。我们要顺
着王船山的逻辑思考现代新问题，如公民精神、全
球伦理等，整理对现代有启发意义的船山语录，呈
现和发掘“新王船山”在21世纪的生命力。对于船
山精神，先要“照着讲”，并在21世纪“接着讲”，造
前人未造之境，呈现今人的创造能力。

王船山在湖湘文化、 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
中具有崇高地位。 学术界认为王船山是中国古典
哲学最高峰， 与西方古典哲学最高峰黑格尔是双
子座， 我倒觉得王船山与康德在普遍主义方面有
相似性，康德讲“世界公民”，王船山讲“天下公
民”，不过，王船山更讲“人物一体”，为万类立法，
比康德更有超越性。就思想的广博而言，朱熹、王
船山并驾齐驱，但就思想的深邃性、前瞻性与逻辑
的严密性而言，王船山后出转精，在朱熹之上。因
此，在中国文化史上，王船山是一座最高峰。

在当代学习船山思想要有一个
科学态度

王船山是近现代中国文化、 湖湘文化合法性
的依据和渊源。其思想在他生前没有广为传播，身
后长期被冷落。1839年邓显鹤刊刻《船山遗书》
后，王船山的思想逐步走红海内外，成为辛亥革命
的理论依据，对近现代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
王船山被尊为中国近现代精神启蒙的先驱， 也被
洪门尊为五大始祖之一。

在当今时代， 学习王船山的思想要有一个科
学态度，因时制宜，不能刻舟求剑。王船山的思想
内容博大，如何学习也要因人而异。学习王船山，
在于学习王船山的真精神， 也即圣人传统和圣人
精神。圣人精神，即呈现良心，是天道正义。譬如人
工智能、转基因问题至今争论不休，都有待于圣人
精神的澄明。在王船山看来，人实负有关照万类的
责任与使命，“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在于对
天下负责，证实天下的良心。因此，对于当今中国
人而言，有两个问题迫在眉睫，一个是重建中国文
化，一个是天下一体化。这是王船山思考了一辈子
的问题，也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重建中国文化，要解决什么是“中国”、什么是
“中国人”的问题；天下一体化，要解决世界大一统
的和平秩序问题。读王船山的书，了解王船山在当
时解决重建中国文化、 天下一体化两个问题的逻
辑思路，再回到现实，思考如何在当今因时制宜地
解决这两个问题。

（作者系文化学者，《王船山语要》主编）

六经责我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
———纪念王船山诞辰400周年

王船山精神的
当代价值与意义

这是一场卓绝孤苦的生命书
写，磨血式的精神殉道。一介山野书
生，数十年深藏于衡山脚下的草堂，
奋笔疾书，朝夕不倦，以至虚弱到手
不能提笔，腕不胜研磨。没有纸了，
就写在账簿上、 香火纸上。 没有墨
了， 随手注上一些药汁又接着写下
去……他写下的1000多万字， 一字
一句蘸满血泪。 其迸发的精神与思
想，如惊电雷霆涤荡民族灵魂，续接
中华文化慧命。

一位湖南人的名字， 因此铭刻
于史册。

船山先生王夫之， 毛泽东眼里
的 “东方黑格尔 ”。今年 ，是他诞辰
400周年。

他生前曾预言：“吾书二百年后
始显。”身后一百多年间，他籍籍无
名。但船山之学，正成为中华文化复
兴与民族复兴大业过程中的显学。
重新发现、解读、传播王船山的文化
接力，已绵延300余年。

船山先生是中国文化中特立独
行的思想重镇。 他是中国文化的骄
傲，更是湖南的骄傲！

船山先生的价值与作用， 并不
在他活着的时代，而在他被“发现”
的时代。

身为湖南人， 不可不知湖湘先
贤船山先生的人生故事、思想精华、
精神特质。本期湘江周刊，我们用两
个专版的超常篇幅来纪念湖南的这
位伟大先贤， 探寻王船山的历史与
当代意义， 讲述船山著作的出版历
史，推荐面向大众解读船山的图书，
以期致敬先贤、温故知新，助推新时
代湖南文化的发展， 助力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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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湘西草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