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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湖湘文化，到底有没有湖湘文化，
这是很多人关注和探讨的问题。对于这些问
题，我们可以从岳麓书院的两副对联说起。

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大门口有一副非
常著名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副
对联足以让湘人自豪。它说，楚国真是出人
才的地方啊，岳麓书院更是人才济济。楚国
并不是单指湖南，它包括今天湖北、湖南的全
部，以及辐射到今天的陕西、河南、四川、江
西、安徽、江苏、浙江、山东等地。这副对联现
在泛指湖南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

从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湖南人才众多，
这是个不争的事实。鸦片战争以后，湖湘大
地涌现了一大批影响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
如以魏源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以曾国藩、左
宗棠、胡林翼等为代表的“中兴将相”，以谭嗣
同为代表的维新变法派，以黄兴、蔡锷等为代
表的民主革命派，以及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为
代表的共产党人。群星璀璨，蔚为大观。历
史学家谭其骧认为：“且清季以来，湖南人才
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文化与人类
的活动密不可分，一个地域有庞大的人才群
体，表明该地域有深厚的文化积累。

在岳麓书院，还有一副很有名的对联：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
水余波。”这副对联究竟何人所作，有不同的
说法。一般认为，是清朝末年湖南学者王闿
运到江浙去讲学，当地士人见他相貌丑陋，对
他很不以为然。王闿运当即作了这副对联，
把他们的傲气一下子就镇住了。这副对联的
意思是，我们所称道的理学，不过是湖南人周
敦颐流传下来的（周敦颐号濂溪）；浩浩荡荡
的长江东流而去，不过是湘水的波涛而已。
相比江浙一带人文气息浓厚，读书人温文尔
雅，湖南人的霸气在这副对联中呼之欲出了。

从这两副对联，我们可以看到，湖南有文
化传承，有人才群体，有性格特色，是有其特
定的文化内涵的。

湖湘文化的含义

所谓湖湘，这是一个地理概念。湖南省
位于长江中游南部，东邻江西，西接贵州，南
靠两广，北接湖北，西北与重庆市交界。因大
部分地区位于洞庭湖以南而得名湖南，又因
境内最大的河流湘江流贯全省而简称湘。境
内有湘、资、沅、澧四水，人们把漓湘、潇湘、蒸
湘合称“三湘”，所有又以“三湘四水”泛指湖
南。唐广德二年（764），中央政府设置湖南观
察使，又称湖南道。“湖南”之名从此出现。也
有称湖南为湖湘者，这两个地理概念逐渐开
始广泛使用。

文化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词语，又是
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说这个人很有文
化，那个人没有文化，这里的文化是指知识。
说某某人是大学文化程度，这里的文化是指
学历。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里的文化是
指考古学用语，指同一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
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

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
化的特征。我国最早出现“文化”一词，是在
刘向的《说苑》：“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
改，然后加诛。”这里的文化是指文治和教化，
与武力征服相对应。

我们要说的湖湘文化，是指其文化学上
的含义。中外的文化学者，对文化下了很多
的定义，如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
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英国文化人类学者爱德华·泰勒对文化的定
义是：“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
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
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
体。”这个概念的不足是，忽视了人类改造自
然的物资成果。

我们从文化学出发，给湖湘文化下个定
义，那就是：湖湘文化是指在湖湘地域，人们
长期以来形成的物质财富、思想行为、道德法
律和风俗习惯等的总和。

湖湘文化形成的社会环境

文化的孕育与产生，源于一些代表性的
文化人物的推动，而代表性的文化人物如何
养成其鲜明的文化特征，与其所处的社会环
境与自然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纵观中国近代史，湖南确是人才荟萃之
地，但从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史来看，湖南的
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是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
其特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经过了漫长的历史
时期。在清代以前，湖南有全国性影响的人才
很少。据宋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唐荆州衣
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

解。刘蜕舍人以荆解及第，号为破天荒。”到了
唐代，长沙人刘蜕考上进士，还被称为“破天
荒”。清代学者皮锡瑞曾说：“湖南人物，罕见
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朝开科
三百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

湖南古代史上之所以人才较少，与我国
的文明发源于中原地区有很大的关系。湖南
地处偏僻的南部，其文化在楚文化及北方文
化的影响下逐渐得以形成。而湖南环境的封
闭性，北方文化对湖南的人文沾被需要比较
漫长的时期。其次，湖南作为独立的乡试考
点比较晚，也阻碍了湖南人才的产生。从隋
唐以来，我国实行科举考试制度，这是选拔人
才的一项重要制度。特别是在和平年代，读
书人往往要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脱颖而出。湖
南在历史上大多时期与湖北处于同一行政区
划，以湖北省会为行政中心，也就是说湖南士
子参加乡试，要越过风高浪急的洞庭湖，这让
很多人望而却步。直到明代后期，朝廷在西
南地区设偏沅巡抚，先驻偏桥镇（今贵州施秉
县），后迁沅州（今湖南芷江县）。清康熙初
年，偏沅巡抚移驻长沙，到雍正年间，偏沅巡
抚改为湖南巡抚，湖南才成为一个独立的省
级行政区划，并在湖南设立了乡试考点，制约
湖南人才形成的瓶颈才得以解除。

湖南文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几个历史
时期。

在春秋时期之前，湖南境内除少量南迁
的中原和华夏族人之外，主要为蛮夷部落和
族群。其最初的居民主要是“蛮”“濮”族和古
越人。虽然湖南土著居民已经有了一定的文
化积累，但相对于中原地区其生产力比较落
后，文化水平也比较低下，巫风盛行。这一时

期的湖南文化，属于土著文化。
从春秋时期起，楚人征服湖南地区，带来

了先进的文化，楚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一直
到唐代，湖南境内以楚文化为主要特征，同时
原来的土著文化与楚文化交融，形成了有湖
南地域特色的文化，即湘楚文化。

楚文化主要有以下几个特色：一是重视
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以儒家为代表的北方文
化，注重对现实世界的探求，不关心未知世
界。如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季路问
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

‘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我们再看
屈原，在流放湖湘大地的时候，他思索人与自
然的关系，写下了著名的《天问》。“遂古之初，
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请问远古
开始之时，谁将此态流传导引？天地尚未成
形之前，又从哪里得以产生？表现了诗人对
未知世界的关注和探寻。二是巫风盛行，富
有浪漫主义精神。根据很多文献记载，古代
楚地巫风盛行，开展众多的祭祀和招魂活动，
也逐步形成了浪漫主义精神。以屈原为代表
创作的楚辞，就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
头。三是尚武，具有爱国主义情怀。楚地自
古以来尚武，并世世代代流传，比如与汉高祖
刘邦争夺天下的项羽，生为人杰，死为鬼雄，
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楚虽三户，亡秦必
楚”，即是对楚人勇猛尚武的充分肯定。屈原
的爱国主义情操，更是载入史册，并深深影响
着湖湘文化。四是善于吸纳外来的文化。楚
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就是不断地吸纳外来文
化，而湘楚文化，更是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

到了唐代，湖南地域的文化有了很大的
改变，湘文化的特色变得更加鲜明，这是因
为：一是湖南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区划的建
立，其人文也逐步向自己独有的个性发展；二
是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对形成这一地域
独有的文化准备了充足的物质基础；三是中
原人士因各种缘由来到湖南，比如流放的柳
宗元、刘禹锡等人，流寓的李白、杜甫等人，都
对湖南文化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到了宋代，湖南地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
文化，即湖湘文化。湖湘文化之所以在宋代
产生，与这一时期社会环境的变化有直接的
关系。一是从宋代开始，以汉族为主体的中
原文化逐步移向南方，大量移民涌入湖南境
内，这不仅使湖南的地位变得更为重要，也改
良了湖南境内的族群，更多地引入了开放意
识和自强自立的精神。二是随着农业生产的
发展和农业技术的传播，湖南的经济取得长
足的发展，农业生产、矿业生产、养殖生产等
相对于隋唐时期有一个巨大的飞跃，为文化

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三是湖湘学派的形
成和发展，标志着湖湘地区开始打造了自己
独有的地域文化。北宋时期湖南人周敦颐开
创了理学，后来由寓居湖南的胡安国、胡宏父
子开创了湖湘学派，后来由胡宏的学生张栻
的传播，湖湘学派开始走向全国。四是湖南
地域教育日益发达，南宋时全国四大著名的
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书院、岳麓
书院）湖南就有两所（石鼓书院、岳麓书院），
特别是岳麓书院绵延至今，成为千年学府。

湖南独有的地域文化形成后，对湘人的
思维、个性与气质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经过
数百年蕴积，到明末清初，出现了王夫之这样
伟大的思想家，进入近代，诞生了一个庞大的
人才群体，迎来湖湘文化的鼎盛时期。

湖湘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

湖南山清水秀，环境优美，历代诗人多有
咏叹，如孟浩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毛泽东“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从湖南整个地域来看，湖南是怎样的自然
环境，又与湖湘文化的形成，有着怎样的关系
呢？在地理学理论中，有一个环境决定论，即
认为人类的体质特征、心理特征、民族特性、文
化发展、社会进程等受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
条件的支配。环境决定论有其绝对之处，并没
有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但其勾勒地理环境与
地域文化之间的联系，是值得肯定的，也印证
了我国的俗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对湖南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形成的关系，
概括得最清楚的是钱基博先生，他认为：“湖
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
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
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
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
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
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
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
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
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
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
气，盖地理使之然也。”

从钱氏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湖南地
处内陆，北阻长江，群山环抱，土地贫瘠，生存
艰难，养成了湖南人倔强的个性。因为环境
封闭，受中原人文影响较少，故能开风气之
先，有独立自由的思想，有坚强不磨的志节。
这些论述，从地理环境入手探索环境与文化
的关系，揭示湖湘文化产生的自然环境因素，
无疑是很有见地的。

■■史林漫步史林漫步

湖湘文化湖湘文化：：从岳麓书院的两副对联说起从岳麓书院的两副对联说起
马美著

时光，犹如倒在掌心的水，无论你摊开还是紧握，终究会
从指缝中一滴滴消逝。

而回忆，总是留下逶迤的足迹，将故事全部融解于那站在
岁月彼岸遥望人生的眸光。

读罢汪曾祺散文集《忆昔》,仿佛有一缕缕淡淡的温情漫
过心头。在这样的温情里，又蕴涵着一颗朗润、旷达、丰盈、宽
厚的心灵，如大淖之水一般清澈，似高邮鸭蛋黄一样纯正。而
透过字里行间，我的心目中不由得浮现出一位睿智而率真的
老人，带着走过风霜雪雨之后的豁达，任时光流逝在芳华中，
用回忆的“手指”来捡拾人生沙滩上的贝壳，其情也深、其感也
真、其意也诚、其味也纯、其韵也清，处处氤氲着一种别样的恬
淡与温情。

《忆昔》所辑是一组回忆性散文，包括作家自己及其家人
遇见过、交往过的各色人物。该散文集格调质朴自然，人物轶
事、人文掌故、地方风情似信手拈来，但读后却又让人感怀至
深、回味悠长。书中描述的大都是凡人凡事、凡心凡情、凡物
凡俗，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人与人之间真诚温暖的情感，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关系，人与生活相伴相拥相容相融的
温馨气息……通篇文字宛若一江平静的春水，却字字句句蕴
含着盎然的生机，让人领略到一份清新、隽永、浓醇而绵长的
美感。

汪曾祺博学多识，兴趣广泛，爱好书画，并通医道，同时对
戏剧和民间文艺也深入钻研，有着极为深厚的生活积淀。他
在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上颇有成就，被贾平凹誉为“文狐”，也
被人们高度赞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堪称一位衔接现
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独树一帜的文化“大师”。他擅长于从日
常生活琐事入手，似乎是随笔写来、即兴偶感，但却能从中展
露人情的温暖和朴直，揭示世道的艰辛和温存，透溢生活的酸
楚和甘甜。行云流水的文字，近似白描的笔触，看似无意，实
则有情，浸润着一种返璞归真的韵味。在《忆昔》里，《自报家
门》《我的家乡》《我的家》《大莲姐姐》《旧病杂忆》等一系列“拉
家常”式的篇什，带给读者一幅幅生活气息浓郁的忆旧风情
画，令人在白驹过隙般的时光裂罅里，领略到沧桑之中的温

情，凡俗之中的诗意，匆遽之中的从容，短暂之中的永恒。
在不少人眼中，汪曾祺是个“奇才”，而我也正是如此深深地折服于他的文字。

有人说，每一位作家都是“有故事的人”。而汪曾祺的故事更是如水般流淌于他生
命的沟沟壑壑，如草般绵延于他作品里的每一片水土。《忆昔》中，他的故事根植于
家乡的沃野、河荡、市井，葱茏于记忆之露的润泽与呵护，绽放于人文情怀丰饶的心
壤，葳蕤于生生不息的精神传承。在他潆洄着脉脉温情的视角下，往昔的一切均被
赋予一份温煦的美学体验：贫瘠岁月里的人性美，庸常生活里的平凡美，粗衣淡饭
里的谐趣美，草房篱院里的亲情美，街坊巷角里的人情美，梦里水乡里的自然美，原
始生态里的朴素美，故土风物里的乡思美，尘世跌宕里的沧桑美，危难境况里的希
望美……这样的美，源于对人生的豁达、对生活的热爱、对心灵的体贴、对未来的憧
憬，对真善美的坚守和诚信义的信念。

《忆昔》作为一部以忆旧为底色的作品，也散发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在纷繁复
杂的社会背景下，面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不少人将寻求“一方净土”作为
心灵的呼唤。在《忆昔》中，读者不难体会到汪曾祺对宁谧、和畅、本真生活的向往，
对“绿色”精神世界的钟情，对天人合一境界的眷恋，对田园风光和情趣的怀念。而
这一切，仅仅是通过最朴实的文字、最淳朴的情感、最自然的笔触，就得以力透纸背
地呈现。汪曾祺在反刍人生的同时，也给文坛带来缕缕清风，正如铁凝所言，“他带
给文坛温暖、快乐和不凡的趣味。”

“远走他乡，难离故土”的汪曾祺，以《忆昔》为窗口，眺望过往的风景，而他自己
也成为一道风景。那些流转在时光中的点点温情，抹去了所有属于悲伤的印记，给
未来注入星星点点的绿意…… 盐城市亭湖区委宣传部新闻信息中心 孙成栋

有人说，暑假源于私塾。古代没有空调，没有
风扇，在私塾里读书的小朋友怕热，老师也怕热，
为了避免在课堂上中暑，就得给大家放假。由于
这种假期是私塾放的，所以叫“塾假”，后来以讹传
讹，就演变成了“暑假”。

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可惜不符合史实。

1、古代的学校里是没有暑假的

古代稍大一些的私塾，一般都制定了学规，也
就是学生守则，其中一部分学规留存至今，在现代
图书馆里可以读到，例如《社学要略》《义学条约》
《村塾条规》《家塾常仪》等等。这些学规最早可以
追溯到南宋，最晚的一份出于民国，不过无论时代
早晚，没有任何一份学规曾经提到放暑假的规定。

古代中国学校发达，除了私塾，还有书院以及
官办的县学、州学、府学、太学和国子学。后面这
些学校也大多定有学规，如宋朝时的《京兆府小学
规》《白鹿洞书院揭示》以及元代的《庙学典礼》、明
代的《太学志》、清代的《岳麓书院规约》，包括康有
为、梁启超师徒创办新式学堂时制定的《湖南时务
学堂学约》等等，都不曾提到放暑假。

1905年，教育改革家严范孙先生批判中国的
旧式教育，说了这么一段话：“往者学校未兴，吾国
儿童无毕业之期，无寒暑之休，无实验之法，无体
操之训。”过去新式学校尚未兴起，我国儿童享受
不到现代化的教育，没有毕业年限，没有科学实
验，没有体育课程，也没有寒假和暑假。

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的学校里是没有暑假的。

2、老师如果放暑假，家长可以扣工资

古代皇帝为了显示自己的仁爱之心，常在酷
暑之时下诏让工匠休假，但为时一般都很短。如
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夏天诏令：“令在京工役休假
三日。”宋哲宗元祐四年夏天诏令：“自今遇酷暑天
气，一应在京工役并给假三日。”天气最热的时候，
允许工人放几天假。

工匠耐不得酷暑，在学堂里念书的孩子自然
更加扛不住，所以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每当
热到受不了的时候，私塾先生停止授课，让学生们
休息几天。

但是古时候也有一些非常变态的家长，他们
不懂教育规律，不懂孩子心理，误以为学习时间越
长越好，一放假就会耽误孩子成绩，于是禁止先生
给自家孩子放假，不管天气多热都不许。例如制
定于清朝嘉庆年间的一份《义学条规》专门写道：

“长不辍耕，幼不辍读，暑日休务者，薄其饩廪。”大
人到了夏天不能停止劳动，小孩到了夏天也不能
停止上学，私塾先生如果胆敢给小朋友们放暑假，

家长可以扣他的工资。
那是不是古代的学生一年到头都没有假期

呢？当然不是，在传统节日到来的时候，无论是私
塾、书院，还是县学、州学，都是要放一放假的。以
北宋后期为例，每逢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
节、中秋节、重阳节、腊八节、冬至节，以及每年的
春社日和秋社日，绝大多数私塾都会放假，假期少
则一天，多则一个月。但是在这些假期里面是不
包括暑假的。

曾经也有人将唐朝的田假和授衣假当成暑
假，其实也很不靠谱。按《新唐书·选举志》：“（国
子学）旬给假一日……每岁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
衣假。”国子学是唐朝最高级别的官办学校，只招
收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就读，这所学校每十天过
一个周末，到了五月和九月再分别放一个月的田
假和一个月的授衣假。田假和授衣假是为了让学
生参加劳动而设置的假期，近似于现在某些农村
小学所放的“农忙假”，跟暑假扯不上关系。

3、始于清朝末年，暑假是个舶来品

既然古代没有暑假，那暑假是从什么时候开
始出现的呢？

答案是，清朝末年。
清朝末年，西学东渐，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

在各大城市遍地开花，将西方的现代教育模式带
到了中国，也把欧美等国放暑假的习惯带了进
来。出生于清朝末年的翻译家穆木天先生读过私
塾，也读过教会学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教会学
校放暑假、寒假和圣诞假，这在旧式学堂里是没有

的，所以倍觉新鲜。”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幼年
也是在私塾就读，后来考入杭州的一所教会中学，
他说他在中学度过了求学生涯中的第一个暑假，
那一年是光绪三十二年。

一方面是教会学校刮来了新风，另一方面清
政府也派人出国考察新式教育，将体育课、实验
课、学期制和寒暑假制度一起搬运回国。大约从
1903年开始，清廷创办的新式学堂里渐渐也出现
了放暑假的现象。

不过从清末到民国，新式学校与传统私塾一
直并存，后者坚持不放暑假，所以直到上世纪三十
年代国民党政府完成对私塾的强制性改革以后，
暑假才在中国所有学校里普及。

4、民国时的暑假补习班，生意兴隆

1928年，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为南京国民政
府起草教育法，第一次将暑假写进了法律，他将小
学暑假定为四十五天，将中学暑假定为五十天，将
大学暑假定为六十天——学生年龄越小，暑假时
间越短。估计蔡元培先生担心小孩子记得快、忘
得也快，暑假放得长了，会把上学期学的东西忘
光。

为了在暑假里保持或者提高孩子的成绩，一
些家长会给孩子报补习班，所以民国时期的暑期
补习班就跟现在一样生意兴隆。1922年9月1
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评论文章《商品化的暑期
学校》，这篇文章提到南京的一个补习班，竟然能
在那年暑假收到1200名学生，每名学生收三块大
洋的补习费，另加三块大洋的住宿费、伙食费、门
锁费、证书费。

1946年6月，复旦大学江湾校区的学生还没
有放假回家，校方就以“为使各宿舍免于被军队占
用”为由，提前在报纸上登出广告，办起了暑假补
习班。这说明办补习班的利润一定是很可观的。

袁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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