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众所周知，文化与文
明，总是与山水相伴而生。流域面积
与影响力位居中国五大淡水湖之首
的洞庭湖，自然孕育了源远流长的
文化与文明。能请您对此做个简单
的概括吗？

李跃龙：人类文明的早期曙光
大都依山傍水。洞庭湖区因为良好
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水、土、湿地、
生物资源条件，成为最早的稻作农
业发祥地。从洞庭湖西域的津市虎
爪山、澧县城头山，到安乡县汤家岗
遗址等，这里已经被考古发掘证明
是中国史前文明的“南方高地”。因
为洞庭湖区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
件，养育了历史时期代代中华儿女，
巴人东迁，糜人安居，都以湖区为目
的地。春秋末期，楚人越过长江向南
拓展，通过不断经营成为楚国的粮
仓，号称“江南”。虽然人文的、地理
的“江南”，其位置在历史上不断变
迁，但“江南”这一在中国历史辞典
里代表着富庶和殷实的文化符号，最
早指的就是楚国的江南洞庭湖地区。
秦汉以还，无论是永嘉之乱、安史之
乱，明末清初江西填湖广，还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跃进时期国营
农场建设高潮期间，洞庭湖区一直是
历次全国范围大移民的重要流入地。
它承载了大量的人口，滋养了千千万
万的民众，是名符其实的母亲湖。

洞庭湖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是
全国最重要的商品粮棉油、水产养
殖基地，是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司
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均用“稻饭
羹鱼”“虽无千金之家，亦无饥馑之
患”来描绘其社会经济生活，稻饭羹
鱼也成为鱼米之乡在不同时期的代
名词。洞庭湖给予人类以慷慨和丰厚
的回报，除养活这一地区的民众外，
明清以来，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粮食
输出地。到清乾隆年间，随着洞庭湖
区围垦洲土高潮的出现，劳动力、农
业技术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叠加湖区，
湖南省的耕地面积急剧增加，粮食产
量逐步赶上并超过湖北省。新出现的
民间谚语“湖南熟，天下足”进而取代
了“湖广熟、天下足”。“粮船结队下长
江”，供食天下，洞庭湖区成为最重要
的国家粮仓，也一直是全国九大商品
粮食生产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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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李跃龙，省文史研究馆研

究员。曾任省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副主任、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副主任。长期从事湖湘文化、
洞庭湖研究，出版有《洞庭湖
志》《洞庭湖的演变开发和治
理简史》《堤垸与洞庭湖区社
会》《湖湘文化经典百句》《西
夏王国与东方金字塔》等多部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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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有专家认为，湖南的传
统文明，农耕文明占主流。这和作为湖
南“母亲湖”的洞庭湖的历史沧桑巨变
有一种怎样的关联？

李跃龙：湖南是传统农业大省，农
耕文明也是湖南文化的最大底色，湖湘
文化就是在农耕文明滋养下发展和繁
荣起来的，它既与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
承，又具有浓郁三湘四水地方特色和湖
南文化个性。而这个底色和个性，追根
溯源，又与洞庭湖密不可分。

洞庭湖的沧桑巨变，其本质可以用
白居易《过洞庭湖口》中的一句诗来概
括，“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长江从

上游地区水土流失中携带来大量泥沙，
在分流洞庭湖沉淀，淤积出大大小小成
千上万的三角洲，这些由肥沃的有机腐
殖质奠定的洲土湖田，经过垦殖者的辛
勤耕耘和不断经营，成为富裕的鱼米之
乡。从清中叶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后约两百年间，湖南省农业生产潜力
的大爆发，绝大部分都来自于湖区优质
农业生产单位面积的扩充。没有洞庭湖
的沧桑巨变，就不会新生洞庭湖这个天
下粮仓，也没有湖南省传统农业跨越式
的蝶变。

洞庭湖区的农业文明所表现出来
的特质，往往与湖南省其他区域有所不

同。湖区的农业，表现出来最显著的特
征是御水和排渍，体现出一种抗洪文
化。堤垸就是民众百姓的家园和命根
子，防汛抢险需要协作，它不需要争夺，
而是顽强守卫，特别需要一种万众一
心、团结拼搏的文化。湖区又是一个开
放的移民社会，五姓杂处，宗族势力相
对薄弱，风俗习惯上崇尚由繁入简，移
风易俗尤为趋同。移民向来不太安于现
状，而富于开拓精神，追求美好生活的
要求相对迫切，湖区民众被赋予了一种
与传统社会大众心理稍微不同的群体
性格。这也是我们在研究洞庭湖区经济
社会发展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现象。

湖南日报：说起洞庭湖，必说岳阳
楼。说起岳阳楼，必说《岳阳楼记》。这篇
文章所宣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精神，如何影响了后世湖
南人的精神追求呢？

李跃龙：范仲淹是吴县人，他到未
到过湖南，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但安
乡县旧有范公读书台遗址，表明了湖南
民众对他的喜爱。关于《岳阳楼记》和洞
庭湖文化的关系，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
面来理解：其一，因为洞庭湖所处的区
位，历史上重要的政界人士和文化名人
大都到过湖区，特别是被贬谪的失意政

治人物和遭到流放的文人士大夫，形成
了洞庭湖流域地区独特的流寓文化现
象，从屈原开始，到贾谊、李白、杜甫、刘
禹锡、柳宗元、韩愈、寇准等，蔚为大观。
流寓文化从屈原起逐渐形成忠君、爱
国、忧民的思想主题，迄至范仲淹应滕
子京之邀在河南邓州花洲书院写作《岳
阳楼记》，对流寓文化的主题作一个总
的概括，那就是儒家主流文化所倡导的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
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这条思想的脉络是十分清晰
的；其二，范仲淹之后，湖南人不断总

结和发扬从屈原到范仲淹的这个文化
传统，上升到湖湖文化“心忧天下”“敢
为人先”的思想内核。年轻时的左宗棠
专门用“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
卷，神交古人”作座右铭，勉励自己。经
专门检索道光以来有关洞庭湖和岳州
府、县的地方志艺文，以忧乐为题材的
几近三分之一，然后是吊屈，咏湘君又
次之。到目前为止，这几类题材一直成
为核心，在诗词、楹联中尤显突出。洞
庭湖诗文繁荣发展形成这样的主题特
色，在中国的其他几大湖泊是不多见
或者是唯一的。

湖南日报：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在
于人们对其高度的认同。请您说一说，
为什么《岳阳楼记》中那句“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会千古流传？

李跃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14 个字，之所以有如此多的
中国人认同，主要在于它的穿透力，它击
中了所有中国人特别是文人士大夫的天
下家国情怀。我们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价值导向和范仲淹本人久宦磨炼的
人生经历两个方面来考察，缺一而不可
得。一是古之仁人志士，他们的上下求
索。“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古
之善将者，养人如养己子。有难则以身先
之，有功则以身后之”，前贤的不平凡在
于教育开导大家把对待自己子女的态度
和方式转换到对待他人。这个说法到“先
忧后乐”，只差最后一公里，就缺一位圣
贤最后来破题。洞庭湖的神奇在于，历史
选择了范文正公最后作总结，也为湖湘
文化奠定了一块基石。庆历新政失败后，
范仲淹被贬，沦落沉浮于宦海，写《岳阳
楼记》时已58岁。这个时节是他人生最灰
色的阶段，幼年丧父，孤苦伶仃但不失青
云之志；晚年倍受政治对手打击，官场失

败但意志始终没有消沉。他与滕子京曾
同事于泰州，在五言诗中用“君子不独
乐，我朋来远方”赓续孟子“独乐乐”不如

“众乐乐”这个话题。这是其二。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价

值核心，儒家的人生目的又以积极用世
为优先，强调通过人物自身的主观努力
来改变客观现实世界。人能有自己合理
的个人欲求吗？可以有，也应该有。但它
会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只有在所有
人已经享受，你才能享受人生的欢娱，
君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湖南日报：那么，湖湘文化与洞庭湖文
化究竟有怎样的关系？洞庭湖文化是湖湘
文化的滥觞，还是洞庭湖文化是湖湘文化
的积淀？

李跃龙：从湖南地理上看，它东、南、西
三面环山，中北部为丘陵和平原，因洞庭湖
和长江与湖北省毗邻，洞庭湖流域面积略
大于湖南省面积而又基本吻合，这是一个
相对封闭、独立，非常完整的地理单元。文
化也一样，湖湘文化和洞庭湖文化不能绝
对分割开来。湖湘文化是整体，洞庭湖文化
是分支，洞庭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洞庭湖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
同俗。湖湘文化的发展历史也是一样，从三
湘到四水，从洞庭湖到九嶷山，从湘东到大
湘西，从汉族民众到土家、苗、瑶、侗、白、回
等少数民族同胞，和睦相处，差别化的发展
极大地丰富了湖南的文化光谱。洞庭湖文
化作为湖湘文化的组成部分，孕育和丰富
了湖湘文化。

研究地域文化，实际上就是研究文化
的空间分布及其特征。从洞庭湖文化的角
度开展湖湘文化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将
湖湘文化研究推向微观层面，还能帮助我
们从文化层面增进民众对洞庭水乡本土文
化以及湖湘文化的认同，增强文化自信。

2.湖湘文化的底色和个性，追根溯源，与洞庭湖密不可分

3.洞庭湖独特的流寓文化，以忠君、爱国、忧民为主题。《岳阳楼记》，是对流寓
文化主题的概括

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击中了所有中国人特别是文人士大夫
的天下家国情怀

5.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基本上与洞庭湖区人文历史积淀密不可分

6. 湖湘文化和洞庭
湖文化不能绝对分割
开来

7.洞庭湖的研究近
年来已成为热门领域。
设立综合性的洞庭学，
是时代的召唤

李跃龙 漫画/张杨

1. 洞庭湖是农耕文
明的典型代表。“江南”，
最早指的就是楚国的
江南洞庭湖地区

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千
百年来，无数文人骚客吟唱着屈原、
杜甫、范仲淹的名句，涉洞庭、下长
江、入大海，把湖湘文化播撒四面八
方。当我们的眼光掠过烟波浩渺的
洞庭，可以追寻到怎样的深厚文化
底蕴？洞庭湖，在湖湘文化中有怎样
的历史地位？今天，我们该怎样传
承、发展从洞庭湖发源的湖湘精神？
近日，湖南日报记者对话省文史研
究馆研究员李跃龙。

湖南日报：正如您曾经所说，洞庭
湖是思想的湖、文化的湖。那么，除了忧
乐精神，您认为洞庭湖还孕育了一些怎
样的湖湘精神特质？

李跃龙：洞庭湖是思想的湖、文化
的湖，这是我坚持洞庭湖为“五湖之首”
的又一条理由。湖湘文化在精神特质上
可以概括为：爱国主义的主旋律，重实
践、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强悍民风所
培养的奋斗精神、牺牲精神，不抱团、开
放包容的多元文化因素等。我认为这些
精神特质基本上与洞庭湖区人文历史
积淀密不可分。

分开来说。
湖南是中华道德文化的发源地，而

在湖南可分为两个源头，一个是湘南地
区的舜文化，另一个就是洞庭湖区的德
山，“常德德山山有德”，说的就是善卷

的德文化。湖南又是爱国主义发源地，
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爱国主义在
当时的主要内容就是忠君和爱民，这个
思想由屈原发挥到极致，伴随其流放的
足迹遍布洞庭湖区，不断启迪和教育湖
南人。从王夫之到毛泽东，他们终身喜爱
屈原，祖述屈原，受其滋润泽被。虽然爱
国主义在不同时代不断赋予新的内容，
却依然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内涵和基石。

洞庭湖的人文历史，不但拥有中国
传统文化的主旋律，同时也具有丰富多
彩的，与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传说
故事和民间信仰。如二妃传说、孟姜女、
范蠡和西施、柳毅与小龙女、刘海与狐
仙等，或人或神，彰显出湖区民众的喜
怒哀乐的外表与内心价值世界。这些神
话人物也对湖湘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成为湖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文

人士大夫的提倡，其文化基因已传承给
湖南女性，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追求
理想中的爱情。这个特点是研究者不得
不予以重视的。

洞庭湖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文化
因素，也为湖湘文化增添了精彩的一
笔。洞庭湖文化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既
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堡垒，又是其他
民间文化和流派的精神乐园。战国末期
屈原放逐地沅湘的渔父，世界观是“不
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追求一种心灵
与世事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统一。而晋
代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并诗，虚构一个
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洞庭湖西部的水
乡泽国为他提供的精神家园。从渔父的

“沧浪之水”到陶渊明的“桃花源”，正体
现出烟波浩淼的洞庭湖为湖湘文化打造
了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空间。

湖南日报：据了解，是您率先提出了
“洞庭学”的概念。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洞
庭学”的内容和设立这门学科的意义。

李跃龙：洞庭湖在中国中东部湖泊群
体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目前唯一的通
江大湖。汛期的长江，从四口向洞庭湖分
流洪水，然后再通过城陵矶还江，这是千
百年来地质运动与人类活动双重作用影
响的结果。这种复杂的江湖关系不仅表现
在长江的防洪保安上，还体现在大江大湖
地区的生态建设上，都显得极其重要。目
前，作为国家级湖泊研究机构，中国科学
院南京湖泊研究所一直把太湖、鄱阳湖等
作为传统研究重点，很少纳入和覆盖洞庭
湖。因为历史的原因，湖南省的洞庭湖研
究一直以防洪保安、水利工程项目为主，
力量分散，即使洞庭湖流域的水文水资源
监测也分属水利部长江委员会和省内两
块。2014年，国务院颁布《洞庭湖生态经济
区规划》之后，洞庭湖区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湖南人民期待已久的重大利好，终
于来到。加强洞庭湖学科建设，设立综合
性的洞庭学，是时代的召唤，已提上议事
日程，是洞庭湖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需要，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需要，也是推进
湖泊科学研究的需要。

洞庭湖的研究近年来已成为热门领
域，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促其成为
一门独立学科的呼声也愈高。那么，洞庭
学能否成为一门学科呢？倘能成为一门独
立学科，其学科的知识体系应该包含什
么？我个人认为，洞庭学成为一门独立学
科完全有必要，它既是对年轻的湖泊科学
的完善和补充，又是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
的必需。洞庭学的概念确立，涵盖了地质
科学、湖泊科学、生态科学、人文社会科学
等多个学科门类，即从综合学科的视野探
究洞庭湖的形成、演变、发展和消亡的规
律。它的第一个核心圈是地质科学、湖泊
科学和生态科学，即研究洞庭湖的形成和
演变，各种水文现象的发生与发展规律及
其湖泊湿地资源的利用等，它包括洞庭湖
湖盆地质、流域水文、水物理性质、泥沙与
沉积、江湖关系、水化学特征、水质评价、
富营养化评价、水污染发展趋势评价、水
生生物、洪涝灾害与湖区整治等；第二个
核心圈是湖区的经济、人文和历史等方
面。站在综合学科视野研究洞庭湖，能摆
脱历史时期洞庭湖开发和治理中的单纯
水利建设的片面性，更多地关注洞庭湖的
生态问题，促进我们在认识、治理洞庭湖
的过程中，视角更开阔，达到人水和谐，人
和自然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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