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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明

关于“忧”“患”

湖湘文化有一个公认的精神：忧患意
识。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积淀。不
仅仅是湖南人，整个中华民族都是在一种
向大自然、 向内在的各种各样的矛盾、疾
病、 自然灾害作斗争的过程中成长起来
的。所以，我们远古时有女娲补天、精卫填
海、夸父逐日等这样的神话传说，这里边
都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斗争精神。

“忧”是什么意思呢？《说文解字》解释
“忧” 是心动。 开心也是心动， 但不能叫
“忧”，“忧”其实是心里的一种悲伤，是一
种负面的心理体验。如《诗经》里写到爱情
时讲：“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
心则降”；《论语》里讲：“发奋忘食，乐以忘
忧”。

“患”是什么意思呢？《说文解字》解释
“患”就是忧心。“患”包括两层含义：一层
含义是担忧，比如说“患得患失”。古人讲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即没有的时候想有， 有的时候怕丢了，为
此担心、 操心。 第二层意思是指灾害、生
病。我们到医院去看病，医院叫我们“患
者”，还有“水患”“匪患”等等。患也表示不
喜欢，如“不患寡而患不均”。

把“忧”“患”两个字合到一起作为一
个词组提出来的，是孟子。孟子有一句非
常重要的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这也
是中国古训中非常重要的思想。

现代人怎么看待“忧患”呢？一是预
测、预判，也就是居安思危；一是风险意
识，做好失败的准备；还有就是情感体验。
忧患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的忧患，一种是
社会的、群体的忧患。

古人的忧患意识

古人的忧患表现大概有四种。
第一种叫忧天，如“杞人忧天”。我们

是一个农业国家，靠天吃饭，这个“天”指
大自然。理学里面有一个词叫“天理”，这
个天理是先天的，比我们人类甚至于大自
然还要早就产生了。所以忧天就是担心环
境的变化对人的有利或者不利。中国文化
是从忧患中发展出来的，是从对天的敬畏
中发展起来的。

第二种是忧道。老子说“道”是万事万
物的本源。“忧道”是孔子提出来的，他说

“君子忧道不忧贫”。道家和儒家对于“忧”
和“道”的看法不一样。孔子说的“道”是
仁，仁爱的仁，实际上孔子的“道”在《周
礼》里面，内核是“仁者爱人”。孔夫子讲的

“道”是价值观，忧道就是担心失道，得道
多助失道寡助。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
之”，这个“道”是指“民为本”。这样，“道”
就成了一个价值系统，忧道比忧没钱更重
要。

第三种“忧”是忧国。有一句话叫“位
卑未敢忘忧国”， 忧国思想从春秋战国时
期就开始了。 春秋时期有几百个诸侯，战
国时期只剩下7个， 那时候的所谓诸侯国
经常亡国， 很多人就产生了忧国之心。勾
践卧薪尝胆，忧越国；诸葛亮写《出师表》，
忧蜀国；魏征写《谏太宗十思疏》，忧大唐，
这些都是忧国。忧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爱国。爱国主义的思想大概从春秋、战国
时期开始，两千多年一直伴随着我们这个
民族、这种文化。

第四种“忧”是忧民。官员和知识分子
的忧患意识里，关心普通民众的疾苦和痛
痒、 关心贫富差距过大人民会起来反抗，
就形成了忧民思想。

湘人的忧患意识

湖南人的忧患有什么不同呢？
应该说，历史上湖南人的忧患意识是

比较重的。
湖南所处的区位使这里比较动荡、多

变化。古代北回归线以北的少数民族很少
有农业，他们想要农产品、铁和盐，就一直
往南打。南边的人有时候打得过，有时候
打不过，打不过就往更南边跑，这样南方
就逐渐发展起来了，这是文明的南移。

到了近代，南方人总是北伐，太平军、
湘军等都往北打。

湖南在南北交界处， 形成了移民文
化、战争文化，带来了忧伤和痛苦，带来了
保卫自己、保济安宁的心理和生活需求。

湖南本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中原
人来后和当地少数民族融合，这个融合过
程本身就是以战争、 血与火的方式进行
的。战争、自然灾害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
忧伤的烙印，只要读一下《离骚》《国殇》就
能了解。屈原还写了《天问》，里面反映的
就是一种忧伤、求变革的思想。

文明的南移、 南方文明
和北方文明的结合， 都给湖
南带来了影响。

历史上很多名人到过湖
南，大概有三种：一种是贬谪
来的。唐朝之前，湖南就是下
放知识干部的地方，如屈原、
贾谊等； 第二种是到此做官
的，如朱熹；还有一些是路过
的，如杜甫、韩愈。他们到湖
南来，留下了优美而悲壮、伤
感的文字。

从王船山开始， 湖湘文
化的忧患意识达到高峰。王
船山的忧和别人不一样，是
忧和愤、孤和愤，为此他著述
了将近800万字。 王船山是
旧的忧患意识的继承者，也
是新的忧患意识的开拓者。
他的忧患意识最大的特点就
是追求进步与变革， 所以他
在认识和方法论上有了一个
升华。 今年是王船山400岁
生日。他是东方的巨子，我们
对他的认识和对他的学习还
远远不够。 其实他是把从经
学开始一直到理学、 到王阳
明的心学、 到他自己的思想
做了一个梳理， 而且他接受
了晚明以来西方进入中国的
一些宝贵的思想。

王船山是别开生面的
人，但他的命运却一波三折。
1864年前后， 曾国藩及其弟
弟把王船山的著作推向社
会， 但后来有人不接受王船
山的思想。在王船山之后，湖
南经历了多次大的思想上的
革故鼎新， 这些思潮的产生
和发展， 实际上都是强烈的
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的表
现。

如果没有价值系统的支
撑，即忧国忧民的忧道、忧天这样的意识
支撑，就没有动力；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
我们就仍然在中世纪转来转去，正是因为
王船山提供了这两个东西，中国近代以来
的思想才有了新的方向和动力。

湘人的变革追求

湘人的变革追求大概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古代。湖湘文化就像湘

江一样有一个源头， 沿途又有不同的大
河、小河慢慢加入，汇成主流。不能说支流
不是湖湘文化，也不能说主流不是湖湘文
化。以屈原为例。民国时期有一些专家，说
根本就没有屈原这个人。刘玉堂是研究楚
学的权威专家之一，还有张振民，他们说
其实道理很简单，楚国在灭国过程中有一
个大迁徙，原来首都在荆州永都，打了败
仗就跑，档案全部丢失了。国家没有保护
文献的意识，加上历史的变迁，所以楚文
化的东西流传下来的不多。现在屈原留下
的著作有26篇，有人说这些是汉朝的王逸
代写的，但能证实其不是屈原写的证据并
不多。没有屈原这个人，《离骚》这些作品
哪来的？司马迁《史记》写屈原的东西，是
现场考察了的，是有根据的。

后来加入的这些算不算湖湘文化呢？
后面加入湘江的小河虽然加入时间较晚，
但也是整个湘江水系的一部分。比如柳宗
元的思想，可以不算是湘学，但是得算是
湖湘文化的一部分。

从屈原开始到王船山，古代湖南人的
变革追求主要体现为思想的追求上。

宋朝的周敦颐把古代湖南人的思想
追求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叫做“情
韵”，相当于今天的文学；一个是“义理”，
相当于今天的思想，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湘
学。他认为屈原为湘人“百代所祖”，这个
祖是动词，就是说后来所有人都把屈原作
为自己的文化先祖。周敦颐也应该算“百
代所祖”，主要是因为他的学问、哲学和思
想的影响太大。

两千多年来湖南人一直在追求着真
理，追寻着民族发展的基本理论、哲学、逻
辑。屈原、贾谊、周敦颐和湖湘学派，还有
朱熹、张轼、王船山等，这些人都是这种追
求的集大成者。

第二个阶段是从嘉庆道光年间到戊
戌变法之前，嘉庆到道光这一段，陶澍、贺
长龄、贺煕龄等人想在原有的基础、体制
之上进行改进，他们最大限度地引进了西
方先进的东西。

第三个阶段是后来的两次革命，即辛
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

（作者系著名学者、湖南省委宣传部
原副部长、湖南省社科联原主席。本文为《解
码人文湖湘·湖湘人格与事功》讲座之二。）

张志初

近些年，我看电视和网络，新闻之外的
节目看得不多。 去年12月毛泽东同志诞辰
125周年前夕，湖南卫视和金鹰纪实频道推
出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一季《故园长
歌》，共5集，我看后，便开始爱上了有品位的
历史文献纪录片。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
年，湖南卫视和金鹰纪实频道洞察到了受众
的需求，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香山革命
纪念地不久，不失时机地推出《中国出了个
毛泽东》第二季《东方欲晓》，也是5集，让我
不得不锁定频道，反复回放，看后思绪难以
平复。从这里，我触摸到久违的激情与热血；
从这里，我领略到历史的责任与担当；从这
里，我更感悟到了文献纪录片带来的震撼。

不得不说，《东方欲晓》是有魅力的。

血脉纯正 主题鲜明

山有山魂，海有海魂，历史纪录片的最
大魅力就在于“片魂”。《东方欲晓》最大的成
功就在于贴近时代，再现历史，血脉纯正，主
题鲜明，用史实烘托“片魂”，以“片魂”统领
史实， 每个细节每个画面都彰显同一个主
题：“开国领袖毛泽东，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
丰碑。”

第1集《黄河东渡》，主要讲述毛泽东撤
离延安、转战陕北的运筹帷幄；第2集《滹沱
河畔》， 重点讲述毛泽东在西柏坡指挥三大
战役的雄才伟略；第3集《赶考路上》，集中
讲述毛泽东胜利在望时的极度清醒和从容；
第4集《双清纪事》，经典讲述毛泽东“宜将
剩勇追穷寇”的坚强意志和筹建新中国的
领袖风范；第5集《日出东方》，则深情讲述
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前后的日理万机、对新生
共和国的高瞻远瞩以及对英勇牺牲的战友
与亲人的深切怀念……这些故事，生动而具
体地告诉人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而没有毛泽东，我们的党至少还要在黑暗中
摸索更长的时间。

《东方欲晓》的字里行间、画里画外，无
不彰显毛泽东伟大的气魄、过人的智慧和无
私的情怀，彰显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老一
辈革命家建立人民共和国的丰功伟绩，彰显
有良知的人们对开国领袖的肃然起敬和永
远缅怀。

层层递进 环环紧扣

曾经有统计收视率的权威机构指出，如
果一档电视节目几分钟没有出现值得引起
关注的兴奋点，“人们一般会选择换台，除非
他们十分信任这档栏目”。 历史纪录片的结
构和内容，往往因距当今时代久远而容易松
散。《东方欲晓》虽然采用了大部分历史纪录
片常用的编年体叙事方式， 但它层层递进、
环环紧扣， 几乎每一个场景都是关注点，引
导观众不由自主地去观看、去思考、去领悟。

在宏观结构上，《东方欲晓》 匠心独运，
可谓“风展红旗如画”。从第1集《黄河东渡》
到第5集《日出东方》，紧随着伟人毛泽东的
脚步，每集都呈现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历
史时空。 从主动撤离延安到登上天安门城
楼， 从在延安时感叹“这里人民和地势均
好”，到在开国大典上高呼“人民万岁”，集集
无缝衔接，片片有序追寻，生动讲述了一个
个“东方破晓”的故事。

在微观细节上，《东方欲晓》更是出神入
化，可谓“风景这边独好”。比如，《黄河东渡》
一开始就抛出“震撼弹”：历史已经到了一个
转折点！转折点必将发生伟大的事变！接着，
就一步一步揭示这个转折点的历史真相，展
示这个伟大事变中的伟人足迹。《滹沱河畔》

从美国记者斯特朗的提问开始切入， 揭示
“蒋介石坐飞机指挥总打败仗， 而毛泽东靠
电报指挥总打胜仗”的真谛。

因果追寻 恰到好处

无论“因之果”还是“果之因”，都是一部
好的文献纪录片应该追寻和讲述的历史逻
辑。

《东方欲晓》的这种“追寻”是恰到好处
的，比如《黄河东渡》记录毛泽东就是迟迟不

“渡”。 他为何撤出延安后不愿离开陕北，还
指示周恩来在“三战三捷”庆祝大会上主动
把党中央仍在陕北的消息公布出去？炮弹落
在房前，他为何处变不惊？原来这既是一着
险棋，更是一盘妙棋。毛泽东有足够的自信
和坚定的意志，他与周恩来、任弼时率精干
的总部机关及少量兵力转战陕北，既可迷惑
蒋介石并牵制胡宗南20多万国民党军，又
可不露声色地做好解放军主力在东北、华
北、华东等地的战略部署，并通过电报指挥
全军，还可于渡河前在群众基础和地势“均
好”的陕北，把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谋划
好，“一举三得”。

又如，在《双清纪事》中，毛泽东处理英
国军舰“紫石英号”的果敢与高明，其结果是

“新中国成立不足百日， 英国就成为西方大
国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真是打出
来的国威与外交！

现场求真 还原历史

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而现场求真则是
纪录片的特色。

《东方欲晓》现场走访了大量的当事者
及其后人， 还采访了不少党史军史专家，几
乎每一个历史进程，都有现场画面，有文献
资料，有同期声音，都用事实说话，十分真切
感人。比如，讲述毛泽东在陕北转战到王家
湾时， 采访窑洞房东薛老汉之孙薛青旺，薛
青旺言语朴实，还原长辈留下的故事：“当时
不清楚（他是毛泽东），他叫李德胜，不叫毛
泽东。毛主席走的时候，墨盒、毛笔、收音机
都送给我爷爷和我父亲， 叫他们学习。”比
如，讲述毛泽东的窑洞附近落下一颗重磅炸
弹时， 采访延安革命纪念馆原研究员刘煜，
他绘声绘色讲述：“警卫员石国瑞，捡了炸裂
的一块弹片，还发热呢，拿给主席看……”，
主席拿过弹片戏称“可以打两把菜刀用用”，
现场感很强，把毛泽东的坚定和从容表现得
淋漓尽致。比如，讲述毛泽东请民主人士来
西柏坡，采访了费孝通的秘书张荣华，他讲
费孝通“在路上看到老百姓推着独轮车往前
线送粮食，也没有警察押着，觉得这好像是
换了一个世界一样”，道出了毛泽东领导革命
走向胜利的根本原因。再比如，采访毛泽东的
后人毛新宇、毛小青，任弼时之女任远征，张
治中之孙张皓霆，胡乔木之女胡木英，罗瑞
卿之子罗箭，陈赓之子陈知建，叶子龙之女
叶燕， 全国知名党史和文献专家杨胜群、卢
洁、郭芳，《司徒雷登画传》作者沈建中等数
十人，相关情节都恰到好处。

需要特别肯定的是， 还原70多年前的
历史场景，触摸伟人的心路历程，进行如此
浩繁的回眸式现场采访，这是一桩非同寻常
的“文化苦旅”，需要实行者具有非同寻常的
情怀和意志才能完成。 特别令人欣慰的是，
《东方欲晓》团队完美地做到了。

一枝一叶总关情

“一枝一叶总关情”，是清代郑板桥咏竹
的名句，用在《东方欲晓》上再恰当不过了。

该片就是从一块发热的弹片、一封封潇
洒的电文、 一孔与敌人只隔座山头的窑洞、
一匹痴情的小青马、 几颗香喷喷的黑豆、一
纸辗转半年的农民来信、一件被礼服罩着的
破了四个窟窿的毛衣等细节；或用吃辣椒与
米高扬比酒、挥动帽子高呼“人民万岁”等具
体场景， 来讲述毛泽东眷念陕北的浓情，东
渡黄河的隐情，指挥决战的豪情，进京赶考
的忧情，共商国是的真情，开国大典的激情，
以及“小爸爸”与“大娃娃”的父女深情……

第2集《滹沱河畔》有这样两个细节：一
个是讲述“卫士李银桥记得，三大战役结
束后， 他发现毛泽东长出了第一根白头
发。毛泽东这样回应：白了一根头发，胜了
三大战役，值得！”还有一个细节，也是在夺
取三大战役胜利后，画面中出现毛泽东拉着
女儿李讷的手散步，话外音这样讲述：“这三个
多月来， 每天都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的毛泽东，
也终于能够挤出点时间，给他9岁的大娃娃
了。”这就是毛泽东的家国情怀！

人民的领袖爱人民， 人民的领袖人民
爱。片中处处洋溢着人民对毛泽东和共产党
的拥戴之情。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和中央
前委机关，总计落脚过37个村庄，每一个村
庄的群众都将其视为亲人，守住秘密，共同
对付敌人。

历久弥新 弥足珍贵

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
路。《东方欲晓》记录的就是“来时的路”———
路上的脚印、温度、风景和奇迹。

它讲述的虽然是70年前的故事， 但如
同一坛陈年老酒，愈存愈香，历久弥新。“新”
在史实弥足珍贵。为了还原“来时的路”上那
一道道“昨日的风景”，摄制组抢救式地采访
了不少当事人、见证者或他们的后人。比如，
毛泽东东渡黄河的船工薛国保、 炮击英国

“紫石英号”的目击者文春堂等老人，都已年
近百岁，对他们的采访十分难得。“新”在史
论完美结合。通过解说和专家讲述，以事见
史，以史论理，形象而生动地展示“路”的苦
难辉煌、“河”的汹涌澎湃，从而印证毛泽东、
共产党的英明伟大，印证人民共和国来之不
易，印证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 的历史必然。“新” 在当今时代需
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是新时代的强
音。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 人们
通过《东方欲晓》走进陕北，走进西柏坡，走
进赶考路上，走进双清别墅，走进天安门城
楼，从而走近毛泽东，走近为新中国奠基的
那段极不平凡的岁月，正是为了“勿忘昨天
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
天的伟大梦想”， 其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是
不言而喻的。

（作者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湖南省
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会长、省委党史研究室原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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