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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王泽应，湖南师
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院教授、博
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伦理学会会
刊《伦理学研究》副主编，兼任中
国伦理学会副会长，中央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伦理
学》首席专家。主持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 4
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
关项目1项，文科基地重大项目
2 项，在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学术
专著22部，在《哲学研究》《马克
思主义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
300 余篇，获省部级科研和教学
成果奖20余项。

提
振
﹃
湖
南
人
底
精
神
﹄
，壮
我
湖
湘
再
奋
起

—
—

访
中
国
伦
理
学
会
副
会
长
、湖
南
师
范
大
学
教
授
王
泽
应

湖南日报：除陈独秀先生外，杨毓
麟等不少近代学人对湖南人的精神也
作出过深入研讨，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什
么？

王泽应：早在陈独秀写《欢迎湖南
人底精神》之前的1902年，长沙人杨毓
麟就在《新湖南》上撰文，对湖南人的精
神作过深刻的论述。他说，“且我湖南有
特别独立之根性……其岸异之处，颇能
自振于他省之外……至于直接船山之
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

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其爱
同胞而惎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
自已，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

杨毓麟认为，湖南人的精神，集中
表现在特别独立之根性，这是一种“无所
依傍，浩然独往”的贵我通今的主体性精
神，是一种不信天命、不信权威，只相信

“我命在我不在天”的造命精神，内涵着
张扬个性、推崇人生担当和肯定自我的
救心救世等丰富元素，既是历史上湖南
人的精神的价值呈现，也是现实生活中

需要大力倡导和弘扬的精神品质。青年
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的“天
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
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
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
们应该积极进行”，即是这种“无所依傍，
浩然独往”精神的集中表现。

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也
对湖南人“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
之志节”予以高度肯定，并认为“独立不
惧”是君子之风，理在培育和弘扬之列。

湖南日报：但是，“湖南人底精神”
似乎太笼统，“特别独立之根性”又似乎
不全面。请问，历经年之研究，您对“湖
南人底精神”有怎样的总体看法和评
价？

王泽应：我认为，“湖南人底精神”
是一个有根有魂、博采广纳、开放包容
且注目于未来，以心忧天下、敢于担当
和经世致用为主要内容的精神谱系。

“湖南人底精神”是湖南精神和湖
湘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既有源于湖南
本土人士精神气质和价值禀赋的根性

（如拙诚，坚毅，赤诚等），也熔铸了来自
中原各省及其他地方来湖南工作生活的
人士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偏好（如明德，尚
义，崇礼等），并且体现在生长于湖南而
后到外省及世界各地工作生活而传播湖
南文化的历史人士的精神操守，是一个
植根本土、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且既重
传承尤重创新的精神价值体系。

“湖南人底精神”是中国精神大谱
系中最具活力和发展潜质的子系统，是
一种既源于地域又超越地域、既注重主
流精神之建构又引领时代精神之发展

的精神现象，在注重保持自己独立根性
的基础上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全国
乃至世界，凸显出一种心忧天下、忧国
忧民、济世安邦的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
精神，一种敢为人先、敢于担当、率天载
义和经世致用的实干品质和现实主义
精神，一种理想坚定、信念坚贞、敢于牺
牲的英雄主义精神，集精神追求的理想
性、精神秉持的坚毅性、精神创化的现
实性于一体，彰显出一种独特的“赤诚”
品质、“血性”风骨、“务实”情怀和“贵
新”意识。

湖南日报：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
神的核心和光荣传统，这一核心和传统
在湖南人的精神谱系中似乎表现得尤
为突出。是这样吗？

王泽应：湖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
发轫于屈原、贾谊等流寓人士，经理学
浸润，凝聚为一种心忧天下、忧国忧民
的精神禀赋，并在近现代化为“若叫中
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忠勇刚
毅和牺牲精神。

湖南之谓“屈贾之乡”，可以理解为
这里是屈原贾谊爱国主义精神的原乡
或本始之地，是一种屈贾其人已死、其
灵魂不灭的尚忠贵诚之地。“屈贾之乡”
的核心要义就是忠诚故土家园，效忠江
山社稷，“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
犹未变”是其最为突出的品格。“屈贾之
乡”磨砺和敦勉着湖湘儿女不言个人生
死祸福、一心效忠国家民族的公忠大
义，积聚成一种能够在国难当头、民族
危亡之际挺身而出、万死不辞的浩然正

气，催生着如同谭嗣同那样“去留肝胆
两昆仑”的英雄主义气质，为光大中华
民族爱国主义精神作出了非常独特的
贡献。

湖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既源远流
长又精深厚重，集忧国忧民、爱国爱民、
忠国利民于一体，并呈现出心忧天下、
忠贞不二、率天载义、死不旋踵等价值
特质。从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贾谊
的“可为痛惜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
长太息者六”，左宗棠的“身无半亩，心
忧天下”，到毛泽东的“身无分文，心忧
天下”，贯穿湖南人精神始终的是一种
忧患意识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的忧乐情怀。忠贞不二既是
湖南人“霸得蛮”“不怕死”精神的价值
凝聚，更是其忠诚为国、赤诚为民之精
神禀赋的人格证成。湖南人对国家民族
千秋大义的忠诚如同屈原“所非忠而言
之兮，指苍天以为证”，这种忠诚绝对到
可以贯于金石，纯粹到可以通于神明，

是一种“功成不必在我”和“建功定当有
我”，只管付出不论收获之伦理情愫的
堆垒积淀之结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一大批为挽救中国之危亡的共产党
人，如夏明翰、郭亮、杨开慧、向警予、蔡
和森等，将湖南人的忠诚、忠贞或公忠
报国的精神演绎得淋漓尽致。抗日战争
时期，日军在湖南投入兵力达50余万人
次，先后发动三次长沙会战以及常德会
战、衡阳会战、湘西会战等 6 次重大战
役，超过22次全国正面战场总数的四分
之一，湖南人民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壮
志投身于保家卫国的战斗之中，十万湘
人战死在同日寇作战的疆场，击毙的日
军达到二十多万，最终写就了“一纸降书
落芷江”的伟大史诗。新中国成立以后，
为了建设和开发新疆，“八千湘女上天
山”，以及无数湖湘儿女挥别自己的故土
家园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安营扎寨、创
造新生活的公忠义举，更为湖南人的爱
国主义精神增添了新的内容和生机。

湖南日报：有专家认为，爱国主义
思想不是湖南人所独有的。那么，什么
才最能体现湖湘文化有别于其他区域
文化的独特性？

王泽应：我认为，心忧天下和忧国
忧民凸显的是湖南人的精神中公忠体
国、大义为尚的价值禀赋和家国情怀，
而成为这种精神气质之拱心石的则是
湖南人“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独立根
性和贵我德性。

“无所依傍，浩然独往”，是湖湘文
化有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独特性之一，
亦即湖湘士民有一种自振于他省之外
的浩然独立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湖南

人不惧权势、不惧险阻和不怕困难的德
操和风骨之中。从“筚路蓝缕，以启山
林”的楚之先人熊绎，中经周敦颐、王船
山、魏源等一大批湖湘文化精神传人的
活化演绎，到谭嗣同、陈天华、黄兴、蔡
锷、宋教仁等一大批维新精英和革命先
驱，再到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一大
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竞相发展和推高着
这种“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精神，并
依靠这种精神书写了一曲又一曲“敢教
日月换新天”的历史传奇。

依凭着这种“浩然独往”的精神，湖
南人敢言人之所不敢言、不能言，行人之
所不敢行、不能行，并形成了一种敢为人

先、敢于担当、敢于奉献的奋斗品质和传
统。可以说，“浩然独往”，造就了湖南人
富有“血性”和踔厉敢死的个性品质，使
湘人拥有自己的主见，不轻易盲从流俗，
培育出一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
净植”的德性人格，形成了敢于改造社会
和改造自己，敢于向不合理的事情挑战
的精神禀赋。这种精神禀赋既有君子谋
道崇道和求道之因子，又兼豪杰之勇毅
刚强和建功立业之气量，亦有向着圣贤
学习和奔赴的心理德能，故而促成了湖
湘士人之道德人格和伦理气度的形成和
发展，使其超迈而高贵，圣洁而隽永！

提振“湖南人底精神”亦如接力
赛跑，是一种精神的长征。一切着眼
于现在的务实奋斗和抢占全球大变
局、国家大改革所带来的种种机遇，
是弘扬和再造“湖南人底精神”的
最佳契机和突破口

湖南日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值
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湖南人应该
怎样提振“湖南人底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进一步光大和再造湖南人的精神，壮我湖
湘再奋起？

王泽应：提振“湖南人底精神”亦如接力
赛跑，是一项志在传承、志在创新、志在不断
发展的宏伟志业，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的长
征，是一项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精神之复
兴、再造、赋能的恒久事业。

当今时代，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
中国崛起势不可挡的关键时期，无论从世
情、国情还是省情而言，都可以说是风云际
会、雷风相薄，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诸多困
难、险阻和不确定性，也蕴含着许多稍纵即
逝的机遇和发展空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大
力弘扬“湖南人底精神”，壮我湖湘再奋起。

弘扬“湖南人底精神”，首先应当礼赞、
敬慕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那些已经被历史
检验为正确、实践证明为有价值的精神品
质，特别是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浩然
独往的独立根性，日新不息的奋斗气质，经
世致用的务实品格，从心灵深处加深加强和
加重对这一精神谱系的认可认同。因为，认
可认同这种精神价值本质上即是一种精神
的建构，含有“为往圣继绝学”的接续源头活
水的创化意义，此种“承前”和“继往”恰恰是

“启后”和“开来”之必须，同时也有助于彰显
和活化湖南人的精神自信、精神自觉和精神
自强。

其次，应当将弘扬“湖南人底精神”内化
具化为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只争朝夕的紧迫
感，寝食难安的责任感，落实到主动迎接挑
战、化危为机、抢抓机遇的行动中，以鼓实
劲、干实事、求实效的禀赋勇立时代潮头，在
精准脱贫、加快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中
奋力书写新的精神新篇。

再次，还必须意识到，值此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的时代和世界，“湖南人底精神”的弘
扬和再造也面临着“等不起”“不进则退、非
进不可”而且必须无条件地全面进步的历史
状况和任务。一如钱基博所说，“凡我共学，
倘能恢张学风，绳此徽美，树规模，开风气，
以无忝于前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凝聚共
识，形成同心同德的合力，着眼于现在的务
实奋斗和抢占全球大变局、国家大改革所带
来的种种机遇，“卓有树立”，弘扬和再造“湖
南人底精神”。

全面振兴湖南经济文化和整体提升湖
南综合实力的发展愿景同致力于弘扬和再
造“湖南人底精神”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以
志业成就事业，以事业证成志业，即是弘扬

“湖南人底精神”的最好理据。

湖南日报：在 2017 年新年贺词中,
习近平主席引用了王船山先生“新故相
推，日生不滞”的名言来论述中国社会
发展所需要的精神品质。这8个字后面，
内涵着湖南人一种怎样的精神特质？

王泽应：湖南人浩然独往的独立根
性一旦在内心深处扎根，就会生发出一
种日新不息的奋斗气质。宋以后，湖湘
大地人文炳蔚，充盈并发展成一种旨在
革故鼎新、推故而别致其新和崇尚革新、
创新的精神氛围和气质。周敦颐撰写《太
极图说》和《通书》，一改“圣道微言之绝

久矣”的状况，成为理学开山鼻祖，并使
湖湘大地拥有“潇湘洙泗”“荆蛮邹鲁”的
称誉。湖湘学派重要人物胡宏强调人应
当弘扬天地万物“生生日新”的机理，以

“日新不息”的精神去体天恤命，改造自
然和自己，他在“学贵创新”思想激励下，
撰写出了《知言》等重要著作，“卒开湖湘
之学统”。明清之际，王船山提出并创立
了“天地之化日新”“新故相推，日生不
滞”“新故相资而别致其新”的“日新”哲
学与进化史观，认为“天地即命我为人”
那就应当在“寸心未死”之际去担负起人
生应有的责任，“保天心以立人极”“贞生
死以尽人道”。

晚清以来，湖南政治家总能洞观世
事、革故鼎新，推动时代潮流“日生不

滞”。陶澍改革盐政、开创海运；魏源撰
写《海国图志》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
夷”；左宗棠创办马尾船政局；郭嵩焘首
开中国出使西方之先声；谭嗣同冲决
罗网维新变法；王先谦集巨资创办阜湘
矿务总公司，黄兴和宋教仁等人集会组
党……凡此等等，都是湖南人日新不息
的奋斗精神之实践佐证。

特别是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创办
“新民学会”，以革新思想、砥砺学术和
“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务，崇尚“与天奋
斗斗，，其乐无穷其乐无穷；；与地奋斗与地奋斗，，其乐无穷其乐无穷；；与与
人奋斗人奋斗，，其乐无穷其乐无穷””的乐于奋斗精神的乐于奋斗精神，，中中
年时代以年时代以““日新不息日新不息””的奋斗精神致力的奋斗精神致力
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把马克创立了把马克思思
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
思想思想，，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
局面局面。。

在在““日新不息日新不息””的奋斗精神的指引的奋斗精神的指引
下下，，湖湘历代人杰莫不表现出一种革故湖湘历代人杰莫不表现出一种革故
鼎新鼎新、、日新不已和自强不息日新不已和自强不息、、勇闯新路勇闯新路
的求新奋斗品质的求新奋斗品质，，推进着湖南经济社会推进着湖南经济社会
日新月异地发展日新月异地发展。。

以特别独立之根性为表征的“湖南人底精神”，是一种“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贵我通今的主体性精神

““湖南人底精神”是一个有根有魂、博采广纳、开放包容的精神谱系，也是中国精神大谱系中最具活力
和发展潜质的子系统

湖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既源远流长又精深厚重。“屈贾之乡”的核心要义，就是忠诚故土家园，
效忠江山社稷

湖南人“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独立根性和贵我德性，是湖湘文化有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独特性
之一，体现在湖南人不惧权势、不惧险阻和不怕困难的德操和风骨之中

湖南人浩然独往的独立根性一旦在内心深处扎根，就会生发出一种日新不息的奋斗气质

王泽应 图/傅汝萍

日新不息与经世致用既互为表
里又相辅相成，支撑着湖南人干事创
业的精神大厦。“经世致用，实事求是”
是湖湘文化的精髓之一

湖南日报：说起湖南人的精神，经世致
用的务实品格似乎不能罔顾。请您给我们做
一个简单的解读？

王泽应：湖南人日新不息的奋斗精神与
注重经世致用、注重对现实世界的改造是密
切联系在一起的，日新不息与经世致用既互
为表里又相辅相成，支撑着湖南人干事创业
的精神大厦。

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安国、胡宏及其门
人张栻等十分注重经世致用，主张经邦济
世，躬行实践。胡宏指出：“学圣人之道，得其
体，必得其用，有体而无用，与异端何辨！”强
调学问在于变化气质并以此来改造社会，发
挥其“济人利物”的作用。张栻在执掌岳麓书
院期间，特别强调学贵力行，认为“学者若能
务实，便有所得”。湖湘学派的经世思想贯穿
在他们的教学活动中，培养了不少的安邦治
国之才。王船山继承并发展了湖湘学派重视
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在强调知行相须并进
而有功的基础上，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
兼行的突出躬行践履的重行论，凸显了行是
知的来源和知的检验标准的意义，并告诫人
们只有通过行，知才能真正发挥指导实践的
作用，“存乎天地之间者，惟其躬而已矣”。

近代以来，陶澍有言：“有实学，斯有实
行，斯有实用。”魏源强调“以实事程实功”

“以实功程实事”。贺长龄明确提出“善言心
者，必有验于事”“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

“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善言我者，必有乘
于物”。岳麓书院“实事求是”的匾额，精准地
诠释了湖南人务实求真的精神特质。“经世
致用，实事求是”的思想经过历代湖湘人杰
的传承与弘扬，已经成了湖湘文化的精髓之
一，也成为湖南人“扎硬寨”“打硬仗”“干实
事”“求实效”之行为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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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精神是一个民族
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
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
不倒、奋勇向前。”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
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湖湘精神或湖南人的
精神既内化并弘扬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要义，又以其特有的品质或禀赋在促进湖南
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助推着中国精神的
创造性发展。那么，湖湘精神或湖南人的精
神究竟有怎样的深刻内涵？处于风云际会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湖南人应该怎样提振

“湖南人底精神”，壮我湖湘再奋起？近日，湖
南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湖
南师范大学王泽应教授。

“湖南人底精神”寄托着陈独秀
试图藉湖南人精神的弘扬来开辟中国
壮阔前途和美好未来的希冀与追求

湖南日报：王教授好。说起湖湘文化、湖
湘精神，陈独秀先生提出的“湖南人底精神”
总是让我们津津乐道。请问，他是在怎样一
种背景下提出这个概念的？

王泽应：我们知道，陈独秀先生是新文
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中国
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党早期主要领
导人。五四前后的陈独秀先生，非常注重国
民性的改造和伦理觉悟的问题，呼吁并希望
青年们抛弃“做官发财”的旧思想，培育一种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
取的而非退隐的人生价值观，“内图个性之
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并且认为救中国当
从精神的砥砺和弘扬入手，只有精神上自立
自强的民族才能创造光明并赢得美好的未
来。

在此思想基础上，陈独秀于 1920 年写
出了《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其中说道：

“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
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
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
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他列
举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兴、蔡锷等人
来说明湖南人忠于理想和正义以及“扎硬
寨”“打死仗”和坚贞不屈、不惧牺牲的精神。
在陈独秀看来，“湖南人底精神”集中表现在
忠于理想、坚毅顽强、不惧困难、不懈奋斗和
为理想正义而献身等方面，本质上是奋斗和
造桥的精神。

可以说，陈独秀提出“湖南人底精神”是
对历史上湖南人的精神的回溯总结与褒奖，
也寄予着陈独秀试图藉湖南人精神的弘扬
来开辟中国壮阔前途和美好未来的希冀与
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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