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 11 . 10
说人解史10

陈纳德将军墓前，我敬了三个中国军礼
戴鹏

我我向向他他的的墓墓碑碑敬敬献献鲜鲜花花，，深深深深鞠鞠躬躬，，又又敬敬了了
一一个个庄庄严严的的中中国国军军礼礼。。

这这次次拜拜谒谒，，我我准准备备了了 5500年年；；这这个个军军礼礼，，我我练练
习习了了无无数数遍遍。。

我我和和他他，，素素昧昧平平生生，，更更无无血血缘缘。。甚甚至至不不一一个个年年
辈辈，，不不一一个个种种族族，，不不一一个个国国家家，，不不居居住住同同一一大大洲洲。。

作作为为一一个个中中国国人人，，我我为为什什么么要要远远涉涉重重洋洋，，来来
拜拜谒谒一一个个毫毫无无瓜瓜葛葛的的人人？？因因为为，，他他是是中中国国人人民民心心
中中一一座座丰丰碑碑，，中中华华民民族族的的伟伟大大朋朋友友，，为为正正义义挺挺身身
而而出出的的侠侠客客义义士士，，我我的的人人生生偶偶像像！！

他他就就是是美美国国已已故故中中将将克克莱莱尔尔··李李··陈陈纳纳德德。。
那那是是一一个个阳阳光光洒洒金金的的黄黄昏昏，，我我和和夫夫人人辗辗转转多多

次次，，坐坐了了 2200多多个个小小时时的的飞飞机机，，跨跨越越了了半半个个地地球球，，
专专程程来来到到位位于于美美国国维维吉吉尼尼亚亚州州的的阿阿灵灵顿顿国国家家公公
墓墓，，拜拜谒谒心心仪仪已已久久的的陈陈将将军军。。

静静静静的的波波托托马马克克河河，，把把阿阿灵灵顿顿公公墓墓与与华华盛盛顿顿
纪纪念念碑碑、、林林肯肯纪纪念念堂堂东东西西相相隔隔。。一一条条宽宽敞敞的的大大道道
穿穿过过阿阿灵灵顿顿大大桥桥直直抵抵公公墓墓的的大大门门。。

在在游游客客中中心心，，一一位位服服务务小小姐姐问问我我们们来来看看望望我我
们们的的什什么么人人，，我我用用事事先先查查阅阅的的英英文文单单词词说说““一一位位
亲亲戚戚””。。我我的的夫夫人人懂懂英英语语又又懂懂一一点点美美国国规规矩矩，，急急忙忙
向向她她解解释释：：““不不是是亲亲戚戚，，是是一一位位朋朋友友。。””服服务务小小姐姐和和
蔼蔼地地笑笑了了笑笑：：““是是亲亲戚戚，，还还是是朋朋友友？？””夫夫人人只只好好连连声声
道道歉歉，，言言明明是是来来拜拜谒谒克克莱莱尔尔··李李··陈陈纳纳德德将将军军的的。。
她她补补充充说说：：““在在我我先先生生心心中中，，陈陈纳纳德德将将军军不不是是亲亲戚戚
胜胜似似亲亲戚戚，，不不是是朋朋友友胜胜似似朋朋友友。。为为了了来来看看他他，，他他整整
整整等等了了半半个个世世纪纪。。想想必必您您知知道道，，陈陈纳纳德德是是中中国国人人
民民的的恩恩人人！！””

这这位位姑姑娘娘更更加加热热情情：：““哦哦，，我我很很感感动动！！我我到到这这
里里服服务务不不久久，，你你们们是是我我遇遇到到的的又又一一拨拨儿儿这这样样的的中中
国国人人！！””

她她拿拿出出一一张张整整个个公公墓墓的的地地图图页页子子，，准准确确地地标标
出出陈陈将将军军的的墓墓位位，，并并要要派派电电瓶瓶游游览览车车送送我我们们去去。。

我我们们谢谢绝绝了了，，并并向向她她道道谢谢。。
金金秋秋的的阿阿灵灵顿顿国国家家公公墓墓，，巨巨树树如如盖盖，，绿绿草草遍遍

地地，，沉沉浸浸在在夕夕阳阳的的金金辉辉里里。。要要不不是是礼礼仪仪军军人人在在一一
些些哨哨位位为为阵阵亡亡的的将将士士肃肃立立守守灵灵，，这这里里真真像像一一个个色色
彩彩缤缤纷纷的的公公园园，，一一个个恬恬静静如如画画的的景景观观，，一一个个与与世世
区区隔隔的的域域外外，，一一个个纯纯化化灵灵魂魂的的净净界界，，全全然然没没有有半半
点点墓墓地地的的阴阴森森和和肃肃杀杀。。

放放眼眼望望去去，，鸽鸽群群翱翱翔翔，，晚晚风风摇摇树树，，散散漫漫其其中中的的
游游人人在在悠悠闲闲地地享享受受晚晚霞霞里里的的静静谧谧，，空空气气中中的的芬芬芳芳。。

一一望望无无际际的的白白色色墓墓碑碑成成列列成成行行，，墓墓前前不不是是国国

旗旗就就是是鲜鲜花花，，咋咋看看都都呈呈笔笔直直的的线线条条，，宛宛若若阅阅兵兵的的
方方阵阵。。有有的的墓墓区区呈呈扇扇形形布布局局，，伫伫立立的的十十字字架架犹犹如如
待待命命的的士士兵兵，，在在聆聆听听长长官官的的战战前前训训示示。。叫叫人人在在隐隐
约约中中，，仿仿佛佛听听得得见见激激越越铿铿锵锵的的进进行行曲曲和和他他们们““刷刷
刷刷刷刷””的的军军靴靴声声。。

我我们们从从地地图图上上查查到到陈陈纳纳德德将将军军墓墓地地的的确确切切
位位置置，，快快步步走走去去。。好好像像赶赶赴赴一一个个正正式式的的约约会会，，生生怕怕
迟迟到到了了被被主主人人责责怪怪。。

将将到到 22 区区 887722 号号，，老老远远我我们们就就看看到到他他的的墓墓
碑碑。。““陈陈纳纳德德将将军军之之墓墓””的的中中文文石石碑碑面面对对着着我我们们，，
格格外外醒醒目目。。

石石碑碑几几近近我我的的身身高高，，敦敦厚厚而而显显朴朴实实，，在在夕夕阳阳
的的金金辉辉里里它它好好像像静静候候已已久久。。碑碑文文的的另另一一面面用用英英文文
镌镌刻刻着着他他的的生生平平和和勋勋章章。。

我我们们绕绕碑碑三三匝匝，，庄庄严严地地进进行行了了本本文文开开头头的的仪仪
式式。。

端端详详这这座座阿阿灵灵顿顿公公墓墓中中唯唯一一汉汉语语碑碑文文的的石石
碑碑，，回回放放他他那那幅幅身身着着戎戎装装、、满满脸脸冷冷峻峻、、棱棱角角分分明明、、
威威严严逼逼人人的的经经典典照照片片，，登登时时，，我我的的思思绪绪犹犹如如周周遭遭
的的鸥鸥鸟鸟鸽鸽群群，，翻翻飞飞在在树树巅巅云云隙隙。。

他他出出生生的的时时候候，，我我的的祖祖国国正正生生灵灵涂涂炭炭，，任任人人
宰宰割割；；他他逝逝世世时时候候，，我我的的祖祖国国已已从从废废墟墟上上站站起起，，开开
始始了了大大规规模模的的国国家家建建设设。。

中中学学时时代代，，当当我我知知道道，，在在中中国国人人民民抗抗日日战战争争
的的紧紧要要关关头头，，是是他他组组建建““中中国国空空军军美美国国志志愿愿航航空空
队队””即即著著名名的的““飞飞虎虎队队””，，不不远远万万里里驰驰援援中中国国战战场场，，
为为中中华华民民族族的的抗抗战战事事业业屡屡建建奇奇勋勋时时，，他他的的名名字字便便
与与““诺诺尔尔曼曼··白白求求恩恩””、、““柯柯利利华华””、、““理理查查··布布朗朗””““达达
维维德德··扬扬库库””、、““埃埃德德加加··斯斯诺诺””““艾艾格格尼尼丝丝··史史沫沫特特
莱莱””等等国国际际友友人人紧紧紧紧地地联联系系在在一一起起，，成成了了我我心心中中
的的英英雄雄和和偶偶像像。。

他他的的生生平平我我甚甚至至背背得得过过来来：：陈陈纳纳德德，，原原名名克克
莱莱尔尔··李李··谢谢诺诺尔尔特特((CCllaaiirree LLeeee CChheennnnaauulltt))，，11889933
年年 99月月 66日日出出生生在在美美国国得得克克萨萨斯斯州州的的一一个个农农场场
主主家家庭庭，，11995588年年 77月月 2277日日逝逝于于华华盛盛顿顿。。他他祖祖籍籍
法法国国，，祖祖上上是是虔虔诚诚的的基基督督新新教教教教徒徒。。祖祖父父是是法法国国
援援美美志志愿愿者者，，早早年年赴赴美美帮帮助助华华盛盛顿顿的的军军队队抗抗击击英英
军军，，解解放放美美国国。。

密密西西西西比比河河畔畔的的荒荒漠漠环环境境陶陶冶冶出出他他倔倔强强、、好好
胜胜、、果果敢敢、、冒冒险险的的牛牛仔仔性性格格，，路路易易斯斯安安那那州州的的无无际际
森森林林锻锻炼炼了了他他不不怕怕险险恶恶境境遇遇的的过过人人胆胆识识。。陈陈纳纳德德
中中学学毕毕业业后后进进入入克克里里佛佛航航空空学学校校攻攻读读，，从从此此与与蓝蓝
天天结结下下了了情情缘缘。。第第一一次次世世界界大大战战爆爆发发时时，，陈陈纳纳德德
进进入入印印第第安安纳纳州州 ..本本杰杰明明 ..哈哈里里逊逊堡堡的的军军官官学学校校
受受训训。。后后来来，，成成为为预预备备役役中中尉尉转转入入陆陆军军通通信信兵兵航航

空空处处。。再再后后来来，，陈陈纳纳德德驻驻防防过过长长岛岛米米契契尔尔机机场场、、夏夏
威威夷夷珍珍珠珠港港、、亚亚拉拉巴巴马马州州马马克克斯斯韦韦尔尔基基地地。。

遗遗憾憾的的是是，，这这位位军军事事奇奇才才因因脾脾气气倔倔强强，，屡屡犯犯
上上司司，，在在 11993377年年 44月月愤愤然然退退役役。。但但他他愈愈来来愈愈关关注注
中中国国的的抗抗日日战战事事，，他他似似乎乎对对这这个个国国贫贫民民弱弱、、备备受受
欺欺凌凌的的遥遥远远国国度度抱抱有有特特别别的的友友善善和和同同情情。。就就在在这这
时时，，他他的的好好友友霍霍勃勃鲁鲁克克从从中中国国来来信信，，问问他他是是否否愿愿
意意来来华华任任职职，，支支援援中中国国的的抗抗战战事事业业。。他他慨慨然然应应许许，，

日日夜夜兼兼程程来来到到了了中中国国。。
蒋蒋介介石石、、宋宋美美龄龄接接见见了了他他，，委委任任他他担担任任中中国国

空空军军高高级级顾顾问问，，受受命命整整合合组组建建““美美国国航航空空志志愿愿
队队””，，即即后后来来著著名名的的““飞飞虎虎队队””。。

他他人人生生的的辉辉煌煌峰峰巅巅由由此此铸铸就就：：88年年间间，，他他率率
领领他他的的联联队队，，开开拓拓了了著著名名的的““驼驼峰峰航航线线””，，使使之之成成
为为国国际际援援华华物物资资的的第第二二条条生生命命线线。。期期间间，，他他的的航航
空空队队先先后后以以损损失失 556633架架飞飞机机，，牺牺牲牲 11550000多多人人的的
代代价价共共击击落落、、摧摧毁毁日日寇寇 22660088架架飞飞机机，，击击沉沉、、击击伤伤
日日寇寇 222233万万吨吨商商船船和和 4444艘艘军军舰舰，，击击毙毙日日寇寇官官兵兵
6666770000名名。。仅仅他他个个人人就就击击落落日日机机 4400多多架架，，为为中中国国
抗抗战战胜胜利利立立下下了了汗汗马马功功劳劳。。

当当然然，，他他也也有有挠挠心心的的事事：：陈陈纳纳德德回回国国几几天天后后，，
日日本本投投降降。。他他对对自自己己未未能能参参与与日日本本受受降降仪仪式式耿耿耿耿
于于怀怀：：““八八年年来来我我唯唯一一的的雄雄心心就就是是打打败败日日本本，，我我很很
希希望望亲亲眼眼看看看看日日本本人人正正式式宣宣称称他他们们的的失失败败。。””

他他的的许许多多趣趣闻闻轶轶事事常常常常为为人人乐乐道道。。首首先先就就是是
他他和和陈陈香香梅梅女女士士那那段段跨跨越越种种族族、、年年龄龄、、文文化化传传统统
的的罗罗曼曼爱爱史史 ............

““中中国国老老乡乡吧吧？？来来看看陈陈将将军军啦啦？？””
突突然然，，我我的的思思绪绪被被一一个个亲亲切切的的乡乡音音打打断断。。惊惊

回回首首，，一一对对中中国国母母女女推推着着婴婴儿儿车车，，出出现现在在我我们们身身
后后的的小小路路。。那那位位年年龄龄与与我我相相仿仿的的母母亲亲，，首首先先与与我我
们们搭搭讪讪。。

““对对呀呀，，我我们们第第一一次次来来。。””
““我我们们倒倒是是常常来来，，带带着着外外孙孙逛逛逛逛园园子子，，散散散散

步步。。你你看看，，好好多多人人都都是是来来散散步步的的。。””
““那那好好啊啊，，可可以以常常来来看看看看陈陈将将军军。。””
““可可不不是是吗吗，，每每次次来来都都要要到到 22 区区看看一一眼眼陈陈将将

军军，，咱咱中中国国人人忘忘不不了了他他的的好好啊啊！！””
闭闭园园的的时时间间快快到到了了，，我我们们朝朝大大门门方方向向走走去去。。

我我再再次次向向陈陈将将军军的的墓墓碑碑敬敬了了一一个个军军礼礼，，与与他他道道
别别：：““将将军军，，我我会会再再来来看看您您的的！！””

我我们们顺顺着着一一条条有有台台阶阶的的近近路路往往大大门门口口走走。。一一
遇遇台台阶阶我我就就帮帮她她在在前前面面抬抬着着婴婴儿儿车车。。

老老姊姊妹妹姓姓陈陈，，福福建建人人，，小小学学教教师师，，退退休休后后来来女女
儿儿家家帮帮助助照照看看外外孙孙。。

““你你们们能能专专程程来来拜拜谒谒陈陈将将军军，，很很难难得得啊啊！！””陈陈
老老师师显显然然很很健健谈谈。。““一一个个正正常常的的人人，，首首先先要要懂懂得得知知
恩恩报报恩恩；；一一个个优优秀秀的的民民族族，，更更当当如如此此！！””

她她说说话话的的神神情情，，让让我我想想象象她她在在课课堂堂上上应应该该也也
是是这这个个样样子子。。

与与陈陈老老师师分分手手许许久久，，她她的的这这番番话话仍仍在在我我耳耳畔畔
萦萦绕绕。。

隔隔着着阿阿灵灵顿顿公公墓墓的的花花墙墙树树篱篱，，我我再再一一次次审审视视

这这个个金金辉辉涂涂抹抹，，静静谧谧安安详详的的所所在在。。突突然然，，一一个个挥挥之之
不不去去，，招招之之又又来来的的另另一一个个国国家家公公墓墓的的景景象象浮浮现现在在
眼眼前前：：黑黑白白的的建建筑筑，，灰灰暗暗的的格格调调，，狰狰狞狞的的门门柱柱，，阴阴
森森的的内内设设，，煞煞白白的的招招魂魂幡幡，，诡诡异异的的祭祭祀祀音音乐乐，，身身着着
白白衣衣的的守守灵灵者者鬼鬼影影般般地地飘飘来来飘飘去去 ............

阳阳光光和和黑黑暗暗、、鲜鲜艳艳和和冷冷灰灰、、良良善善和和卑卑鄙鄙、、天天使使
和和魔魔鬼鬼，，这这些些看看似似互互不不搭搭界界的的对对立立概概念念，，第第一一次次
与与光光暗暗、、色色彩彩、、善善恶恶、、是是非非、、审审美美、、宗宗教教等等元元素素复复合合
杂杂糅糅在在一一起起，，在在我我心心中中形形成成强强烈烈的的对对比比和和反反差差。。
迫迫使使我我对对进进步步与与反反动动、、正正义义与与邪邪恶恶、、人人性性和和兽兽性性、、
构构建建与与毁毁灭灭、、人人类类与与反反人人类类这这组组形形异异神神合合的的严严肃肃
话话题题进进行行重重新新的的思思考考，，由由心心底底发发出出对对天天堂堂的的赞赞美美
和和对对地地狱狱的的诅诅咒咒！！

我我本本能能地地挥挥了了挥挥手手，，决决然然地地把把那那个个令令人人厌厌恶恶
的的画画面面驱驱赶赶开开去去，，强强迫迫自自己己回回到到现现实实。。我我再再次次扫扫
描描阿阿灵灵顿顿的的一一切切，，很很快快恢恢复复了了先先前前的的心心境境。。目目光光
却却不不自自觉觉地地追追逐逐那那忽忽左左忽忽右右，，忽忽上上忽忽下下的的鸽鸽群群，，
让让思思绪绪随随之之跳跳跃跃腾腾翻翻。。

三三年年自自然然灾灾害害后后的的一一天天，，我我和和母母亲亲从从逃逃难难的的
邻邻省省返返回回故故乡乡。。一一位位湖湖北北老老叔叔看看我我饿饿得得走走路路打打飘飘，，
便便递递给给我我一一块块腊腊肉肉，，一一块块半半斤斤多多的的腊腊肉肉。。我我看看着着他他
诚诚恳恳的的目目光光，，一一口口气气吃吃下下。。我我当当时时的的眼眼神神是是啥啥样样
子子，，母母亲亲知知道道；；我我当当时时的的心心情情是是啥啥样样子子，，我我知知道道。。

因因为为挨挨骂骂还还了了口口，，被被打打还还了了手手，，遭遭受受到到强强邻邻
家家族族的的围围攻攻殴殴打打。。母母亲亲赶赶来来时时，，对对方方居居然然说说是是我我
先先骂骂的的人人，，先先动动的的手手。。围围观观者者敢敢怒怒不不敢敢言言。。唯唯有有生生
产产队队唯唯一一的的傻傻子子、、挑挑大大粪粪的的老老化化云云站站出出来来：：““不不
对对，，是是他他们们先先骂骂先先打打的的！！””母母亲亲搂搂着着我我哭哭时时，，我我看看
着着化化云云大大叔叔时时的的眼眼神神是是啥啥样样子子，，母母亲亲知知道道；；我我当当
时时的的心心情情是是啥啥样样子子，，我我知知道道。。

当当我我的的祖祖国国被被日日寇寇践践踏踏蹂蹂躏躏，，命命运运危危在在旦旦夕夕
的的时时候候，，远远在在地地球球另另一一面面的的美美利利坚坚，，向向我我们们伸伸出出
了了援援手手，，与与我我的的祖祖国国、、祖祖国国的的盟盟友友、、我我的的先先辈辈们们并并
肩肩作作战战，，一一起起赢赢得得了了那那场场伟伟大大的的战战争争。。我我苦苦难难同同
胞胞当当时时的的眼眼神神是是啥啥样样子子，，祖祖国国母母亲亲知知道道；；中中华华儿儿
女女当当时时的的心心情情是是啥啥样样子子，，我我们们自自己己知知道道！！

夕夕阳阳就就要要沉沉入入阿阿灵灵顿顿山山冈冈了了。。鸽鸽群群从从华华盛盛顿顿
纪纪念念碑碑方方向向飘飘来来，，飞飞进进太太阳阳，，融融入入霞霞天天。。我我忽忽然然奇奇思思
悠悠发发：：这这鸽鸽群群，，要要是是一一直直随随着着太太阳阳飞飞，，飞飞到到地地球球的的那那
一一边边，，一一定定会会与与北北京京人人民民英英雄雄纪纪念念碑碑上上空空的的群群鸽鸽相相
融融相相汇汇 ............那那将将是是何何等等美美妙妙、、何何等等壮壮丽丽的的景景象象！！

再再见见了了，，陈陈纳纳德德将将军军！！你你以以你你的的正正直直、、善善良良、、
勇勇敢敢、、担担当当，，为为我我们们标标榜榜人人生生的的价价值值和和意意义义，，诠诠释释
大大爱爱、、公公义义、、悲悲悯悯和和至至善善。。你你的的壮壮行行义义举举，，远远远远超超
越越了了个个人人、、国国家家、、民民族族、、意意识识形形态态的的范范畴畴，，站站到到了了
人人类类道道义义、、良良知知的的峰峰巅巅；；你你的的慷慷慨慨豪豪情情，，早早已已汇汇入入
了了自自由由、、公公正正、、和和平平、、和和谐谐世世界界洪洪流流的的主主旋旋；；你你活活
着着，，““坦坦然然行行路路、、不不至至碰碰脚脚。。””你你躺躺卧卧，，““必必不不惧惧怕怕，，
睡睡得得香香甜甜。。””我我，，敬敬仰仰你你，，祝祝福福你你！！

隔隔着着葱葱茏茏的的花花墙墙树树篱篱，，我我情情不不自自禁禁地地又又一一次次
立立正正，，敬敬了了第第三三个个庄庄严严的的中中国国军军礼礼！！

怀怀人人

“ 王船山是一个百科全书

式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从未离

开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大道，

而且“立乎其大、着眼于远”，

因此具有穿越时空的精神魅

力，随着时间推移，愈能显现

其现实价值

关山远

“双十一”又要到了，空气中都弥漫着一场物
质狂欢的味道。这时候突然不合时宜地想起了历
史中的一个人，一个悲苦无比的人，同时也思考
一个问题：

为什么今天有些光鲜招摇却在明天迅速忘
却，为什么昨天有些沉默无语却在今天直抵灵魂？

一

在 1188世纪的大幕即将为人类世界徐徐拉开
时，东方的大清帝国，当时偏远闭塞的湖南，距离
衡州城一百多里外的穷乡乡僻壤间，一个瘦骨嶙峋
的老人，在孤独中走向了生命的尽头。

这是个极其特殊的老人，他的晚年，大清帝
国已进入了“康乾盛世”的康熙年代，再偏远的乡
村，乡民的脑门也是剃得光光的，脑袋后面拖着
一根辫子。唯独这个老人，头顶结着发髻，缠绕网
巾。对的，他还保留着大明衣冠。此时距离吴三桂
打开山海关引清军铁骑入关，已经过去将近半个
世纪了。大明早亡了，他仍然保留着大明男子的
发型，乡民流传他的“奇事”：不管天晴下雨，他出
门都头戴斗笠、脚着木屐——— 头不顶清朝的天、
脚不踏清朝的地。

这个老人，就是王夫之，因晚年长期隐居衡
阳县石船山下，后世尊称他为船山先生，也叫他
王船山。

在中国历史中，王船山是一个悲苦、孤独却又
始终恪守气节、坚忍不屈的人，并不多见，他和汉
代的苏武有些类似，将对生命的需要降至最低，却
始终聚拢、守护心中最后一脉元神，任凭狂风暴
雨、天崩地裂，也不失散。但苏武比王船山幸运的
是，他还有一个寄托，他还有着大汉可以回去。

王船山 1619年出生于湖南衡阳，此时大明
王朝已经内忧外患，大厦将倾。王船山是个读书
种子，4 岁进了私塾，14 岁就中了秀才。如果天
下太平，他将延续着读书人的科举轨迹，学而优
则仕，然而却撞进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动荡岁月。
24 岁，他赴武昌参加湖广乡试，中第五名举人，
这一年是 1642年，距离明朝覆亡，只有 2年时间
了。翌年，他北上参加会试，然而整个北中国，都
已经狼烟四起、兵火遍地，道路被阻，他被迫返
乡，心中仍存一个读书报国梦，期盼早日太平。但
再过一年，甲申巨变，李自成攻陷北京城，崇祯皇
帝自缢身亡，旋即满清入关。26岁的王船山，闻
崇祯自缢，椎心泣血，数日不食，作《悲愤诗》一百
韵，后尽毁于兵灾。

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朱明宗室纷纷在各路
官员拥立下称帝，王船山还有满腔复国热忱，举
兵起义，四处奔走，却处处碰壁，尤其是看到这么
一幕：死到临头了，南明各个小政权仍然勾心斗
角、互相厮杀，被清兵得隙而各个诛除。王船山终
于失望透顶，中年之后，痛定思之，悟出“天下非
一姓之私”，不再以恢复明朝为志向。但他也不向
满清屈服，着大明衣冠，藏身于山野密林之中，他
开始高强度的阅读与思考，即使断粮几日，仍手

不释卷。
今天梳理王船山的流浪与隐居生涯，又怎是

一个“苦”字了得？他誓不剃发，清廷岂能容忍，四
处侦缉，他躲入大山之中，化为瑶人，避居偏远窑
洞，或寄寓荒山野寺，无米下锅，三餐不继，仍苦
读不辍，为当地文士授课，并开始自己皇皇巨著
之写作。42岁时，迁居至今天的衡阳县曲兰镇石
船山下，觅得藏身之地，先后筑“败叶庐”、“观生
居”和“湘西草堂”。虽是偏远乡村，但仍不安全，
他常常避入石船山洞窟。

他一直写到生命的最后时刻，1691 年，他
73岁了，史论名著《读通鉴论》《宋论》成书，他知
道来日无多，生命火焰日渐黯淡，即将熄灭了，这
年秋天，他写下了绝笔散文《船山记》。1692年正
月初二，王船山与世长辞，终于永远放下了手中
的笔。

他写了多少？100多部、400余卷、800余万
字！他的陋室里，手稿堆了满满一屋子。

除了他的至亲，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写了这
么多文字，他的文字中，蕴含着震古烁今的思想
光芒。他的家人，无力将他的作品刊印，更何况，
他是一个与当朝不共戴天的叛逆，在清初文字狱
的恐怖下，他的文字，注定只能在时间中湮没，在
时间中发黄，被白蚁吞噬，于南方的潮湿中霉烂。
他生前也说：“吾书两百年后始显。”但是，生前籍
籍无名，200年后，还会有人记得他吗？

二

1839 年某一天，62 岁的湖南人邓显鹤，在
长沙城南书院，接待了两位不速之客。

邓显鹤也是一个奇人，他颇有才华，又急公
好义，因此交流广阔，他不想当官，热心编纂之
事。他很爱他的家乡湖南，堪称湖南最早的“文化
强省”实践者，痛感明清数百年间，湖南所出人才
甚少，为什么不编些书，来激励湖湘子弟？他四处
寻找此类文献，“乃从事搜讨，每得贞烈遗行于残
简断册中，为之惊喜狂拜”。他费尽心血，找到一
本明朝佚书《楚宝》，重新校订刊行，列出从楚国
至明末这两千年间湖南的历代贤人，第一个是屈
原，最后一个是王船山。邓显鹤尊王船山为“我
师”，哀叹王船山的著作已经遗失，但又存一丝希
望，他在《楚宝》王船山一节中写道：“安得士夫家
有珍藏全部善本，重为审校开雕，嘉惠后学，使湖
湘之士共知宗仰！”时为 1829年。

十年后，他等来了，这两位不速之客，其中一
位叫王世全，湘潭的一个商人，他的另外一个身
份是：王船山的六世孙。他交给了邓显鹤一份从
未出现过的王船山诗作手稿，同时告诉他：王船
山的著作，还收藏于世。邓显鹤“大喜过望”。

这是人类文明的幸运，王船山的后人，延续
着坚忍的风骨，无论何等贫困，仍始终小心翼翼
守护着那些用生命写就的手稿，一代代把这秘密
藏在家族之中，等待时机。

此时距离王船山病逝，已经 147年。清廷对
王船山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文字狱的阴霾
开始淡化，王船山还因为忠贞不贰，被树为儒家

精神的典范，而那些在明清更替之际叛明降清
者，则在史书中成了“贰臣”。

邓显鹤组成了一个编辑小组，王船山后人也
对此进行了大量投入。经过大量工作，邓显鹤共
整理出《船山遗书》一百五十卷，于 1839年在长
沙开雕。这是中国历史中一个常被忽视的伟大时
刻，王船山的思想光芒，就此挣脱了一个半世纪
之久的禁锢，云开雾散，光芒大涨。

令后人感慨万千的是，《船山遗书》开雕翌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近代史开启，沉溺
在天朝上国迷梦中的中国人骤然惊醒，面对列强
入侵、世界巨变，“心学”、“理学”对现实无能为
力。幸好，有王船山。这是理论与时代的一次精准
结合，在漫长的沉默与孤独之后，王船山拥有了
一大批隔代知音。

王船山主张“知而不行，犹无知也”“君子之
道，力行而已”，反对空谈，力倡学以致用的务实精
神，治学当为国计民生致用，反对治经的烦琐零碎
和空疏无物。在当时学者热衷于钻在故纸堆里考
据的背景下，王船山学说之生命力，可想而知。

湖湘士子服膺王船山学说，并身体力行，关
心国事时务，深究天下利弊，寻找解决之路。譬如
曾国藩，他甚至在 1862年与太平天国战争白热
化期间，用一个月的晚上读完了王夫之的《读通
鉴论》。另一位湘军系的晚清重臣郭嵩焘也与王
船山“心心相印”，他曾这么评价王船山的《读通
鉴论》：“尽古今之变，达人事之宜，通德类情，易
简以知险阻，指论明确，猝然一出于正，使后人无
复可以置议。故尝以谓读船山《通鉴论》，历代史
论可以废。”

这一波王船山学说的传播者，以湘军集团为
主，他们理解、认同并大力阐发船山先生的“经世
致用”的思想，为刊刻船山遗著更是全力以赴。正
是在曾国藩的亲力亲为下，《船山遗书》历时两
年，从同治二年(1863)至同治四年(1865)刻竣，
共计 56种 288卷，成为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
全面的船山著作汇编。

邓显鹤功不可没，梁启超称他为“湘学复兴
之导师”。邓显鹤去世后，他的墓表由曾国藩撰
文、左宗棠书写并篆额。曾、左关系不好，这是他
俩唯一联手创作的作品。

三

1903年秋天，上海，一群热血青年刊印了一
本小册子，名叫《黄书》，作者王船山。迅速间，全
国掀起《黄书》热潮，随之而来的，是“驱除鞑虏，
复兴中华”口号与行动之风起云涌。

此时距离《黄书》最初成书时，已将近 250
年，当时王船山 38岁，正逃避清军之搜捕，假扮
瑶人避难于窑洞之中。他当时身负亡国之痛，又
命悬一线，内心之激愤，可想而知。《黄书》中重点
写了“夷夏之辨”，到了 20世纪初，成为革命者的
推崇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们借助王船山的学说，
还有他坚持不与满清统治者合作的崇高民族气
节，号召国民投身于排满反清的民族革命之中。
腐朽透顶的满清政府，已经摇摇欲坠，终于在
1911年，终结于辛亥革命。

反清志士章士钊后来回忆说：“辛亥革命以
前，船山之说大张，不数年清室以亡……船山志
在鼓励本族，从事光复。”

跟第一波传播王船山学说者以湖南人为主
不同的是，辛亥革命前，王船山学说已传播至全
国，孙中山、章太炎、章士钊等人，都大力推崇王
夫之的民族主义思想，尤以章太炎为主。在辛亥
革命前后的中国思想界，章太炎是对王船山评述
最多，也最为推崇的学者之一。出于排满革命的
需要，章太炎不但高度评价了王船山的民族思想
和民族气节，同时在民族思想、进步的历史观等
方面继承和光大了王船山的思想，将《黄书》等强
调“夷夏之辨”的书籍，当成革命者的思想武器。
辛亥革命胜利后，章太炎总结说：“船山学说为民
族光复之源，近代倡义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
木本，瑞在于斯。”

有意思的是，章太炎还怒斥曾国藩、左宗棠、
郭嵩焘等在刊行船山遗著、传播王船山学说中起
了巨大作用的一群人，批评他们虽读船山书，却
仍为清朝统治服务。

事实上，辛亥革命爆发前，满清政府与革命
者，都在争夺王船山。满清政府想把王船山包装
成正统卫道的大儒，而革命者则将王船山视为排
满的先驱。

王船山有名言曰“新故相推，日生不滞”，说
的是新旧事物交替变更，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
停滞不前。满清贵族思想僵化，故步自封，又如何
能够理解并利用王船山？

四

1950年，1956年，毛泽东两次为“船山学社”
题词。

船山学社在湖南长沙，1914年由谭嗣同(王
船山的超级粉丝)恩师刘人熙创办，以研究和发
扬王船山的思想。史载，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
师范学校读书时，受其师杨昌济先生的影响，多
次去船山学社听讲，并抄有王船山多处语录。

杨昌济学贯中西，也深受“经世致用”湘学传
统的熏陶，他是王船山的倾慕者，向学生特别强

调“力行尤要”，“学者尤不可不置重于实行也”。
青年毛泽东对杨先生“最所佩服”，深爱影响，他
那时就强调“行”或实践的意义，“闭门求学，其学
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并利用暑
假和同学一起游历湖南农村，调查研究，读社会
这本无字之大书。

1921年 8月，出席中共一大的毛泽东返回
长沙，利用船山学社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团组织，湖南自修大
学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所传播马列主义
和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他和杨开慧的新婚居
室，也在船山学社。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写作

《矛盾论》《实践论》的过程中，写信给在长沙主
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请他设法从湖南补
齐《船山遗书》所缺各册。《矛盾论》《实践论》写
作，参考借鉴了王船山的哲学思想特别是重践履
重习行的思想。

毛泽东对王船山的经典评价是：“西方有一
个黑格尔，东方有一个王船山。”

1985年，美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评出古今八
大哲学家，其中四位唯物主义哲学家依次是：德
谟克利特、王船山、费尔巴哈、马克思。著名哲学
家张岱年称：王船山是中国古典哲学唯物主义的
最高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方克立教授在

《现代新儒学与船山学》一书序言更是如此评价：
“王船山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气节最坚贞、传统学
问最渊博、哲学慧识最高卓的一座思想高峰，不
仅封建时代无人能超过他，近代中国也得益于他
开启的思想曙光，甚至他也是辩证唯物论在中国
传播和发展最重要的‘内应’之一。”

王船山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用今天
的话来说，他的思考基于“问题导向”，他的思想
从未离开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大道，而且“立乎
其大、着眼于远”，因此具有穿越时空的精神魅
力，随着时间推移，愈能显现其现实价值。“船山
学”也日渐繁荣，遍及全球，成为中国向世界贡献
的东方智慧。

俄罗斯文学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句名言：
“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
难。”遥想 1651年，33岁的王船山，终于断绝了
对南明小朝廷的幻想，从广西潜回到衡阳，从此
开始长达 40年的读书、思考与著述生涯，心力交
瘁，岁月艰难，但他穷尽生命写就的文字，对得起
他所经受的所有苦难。

五

“三百年来神不死”——— 这是著名学者萧萐
父生前盛赞王船山不朽价值的一句诗。

这就是思想的力量！
假如没有邓显鹤，假如没有曾国藩……我们

今天还能知道王船山吗？答案是肯定的。思想的
力量，在于传播者的虔诚，在于薪火相传的默契，
更在于时代与人民对它的需求。

有学者大声疾呼，“回到船山”。是的，本民族
的先贤，本民族的文化，同源同种同血脉，最能启
迪、滋养本民族。这是最真切的自信。

“吾书两百年后始显”：王船山“发现”记时时空空走走廊廊

“ 当我的祖国被日寇践踏

蹂躏，命运危在旦夕的时候，

远在地球另一面的美利坚，向

我们伸出了援手，与我的祖

国、祖国的盟友、我的先辈们

并肩作战，一起赢得了那场伟

大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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