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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有惊喜

播 撒 人 文 馨 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
道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
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
的崇高价值追求。是的，一个有深厚文化自信的
民族，才有长久屹立的精神支柱，才能拥有复兴
之魂。

象山心学，着眼于心，立足于人。在陆九渊
看来，人是与天地并生、与天地等才的强大无比
的主体力量。圣人与凡人是一样的，尧舜的大
道，并不是什么高难行的事，圣人做得到的事情，
凡人百姓同样能做到。他期待人们认识自己，看
取自己，昂扬奋发，自强自立，堂堂正正地做人，
轰轰烈烈地干出一番事业来。象山先生看取人，
在于看取和肯定人的巨大心理潜能。可以说，象
山心学是解放人、高扬人的哲学，是调动人的主
观能动性的哲学。

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
往往是以文化兴盛作为支撑。所以，重视和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是提高文化自觉，重拾
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在
各种重大场合明确表示心学对于中国
现代化发展的正面启示。把党性教育
作为共产党人的“心学”，是党员正心修
身的必修课。“心学”作为中国哲学体系
中的瑰宝，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作用。

凝结深厚的哲学思想，历经 800多年的孕育
和升华，逐渐在贵溪形成了一种健康向上的富有
地方特色的象山文化。在“文化强国”之风劲吹
的时代浪潮下，贵溪人正以根植于本土的优秀传
统文化作为内生的源泉动力，不断继承和发扬象
山心学的经世影响力，格物穷理、知行合一、创新
发展、再续华章。

昔日的三峰山象山书院旧址，今日已是贵溪
一中的校园。校园的正中心地带，象山先生陆九
渊手执一卷、诲人不倦的塑像竖立于此。当地莘
莘学子经过此处，都能看到先生衣袂飘飘，迎风
诵读，望之如神；校园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
先生博大智慧的润泽与精神的抚摸。

恍惚间，似见象山先生揖升讲座，容色粹然，
千余学生依次坐定，秩序井然；“明理、志道、做人”
的校训，“尊德践履、诚意正心、立志做人”的教诲
余音绕梁；“往哲之言，因时乘理”的深刻见解，不
绝回响。

信水英华，郁香萦溪，苍林
阴翳，钟灵毓秀。贵溪，令无数
有识之士向往的读书圣地，其应
天山上，三峰山下，八百多年翰
墨飘香，书声琅琅，人才辈出。

南宋时期，一位百世大儒登
临此地，创立了一座以传道授业
解惑为旨的学府——象山精舍
（象山书院前身）。

他于精舍教学期间，融合孟
子“万物皆备于我”以及道佛禅
宗等观点，提出“心即理”的哲
学命题，形成儒家的一个新学
派——“心学”。

他的心学体系经王阳明进
一步发展、完善，成为与程朱理
学分庭抗礼的哲学派别，对近代
中国儒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陆九渊（号象山居士，人
称象山先生），伟大的思想家、教
育家，更是宋明时期中国“心学”
的开山鼻祖和代表人物。他在
贵溪象山精舍讲学的五年时间
里创立的“心学”，一度风靡东亚
世界。

今年是象山书院建院 830周
年，人文情怀的浩荡、历史底蕴
的积淀，激发着无数国内外专家
来此参观、调研的热情。

国学泰斗、清华大学教授、
83岁的楼宇烈老先生题词：“象
山书院，心学之源。”国际新儒学
代表人物、美国夏威夷大学教
授、清华大学教授、82岁的成中
英老先生题词：“象山书院，心学
祖庭。”

绵亘了 800多年的历史即将
打开，“中国心学发源地”的神秘
面纱也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而故事的发端，要从这里讲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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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溪，地处信江中游。“东连江浙、南控
瓯闽”，自古便是“信之大邑”。这里的丹山
碧水滋养了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而道教文
化润物无声地影响着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
也见证了心学祖庭的美丽嬗变。

沿着贵溪彭湾乡西南部的应天山路蜿
蜒向上，“陵高而谷邃，林茂而泉清”。南宋
淳熙十四年（1187），陆九渊登山而乐之，见
山形似巨象，环境清幽，欣然乐之建象山精
舍，在此“音读清响”，从容授学，终日不倦。

这是一个巨星式的人物，是巨星就会发
出火焰，照亮别人，把别人纳入他的光辉，从
而使其火焰经久不息。

陆九渊创办的象山精舍，不仅建筑“气象
益伟”，而且教学和管理都颇具特色。陆九渊
规定象山精舍的办学宗旨是：明理、志道、做
人。其“做人”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做一个堂
堂正正的人；二是做一个能“备道”的圣人；三
是做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超人”。

有趣的是，象山精舍不建斋舍，不供饮
食，不立学规。全凭象山先生本人的精神感
化、影响学徒。正如其所说“有本自然有末”

“可略略地顺风吹火，随时建立，但莫去起炉
作灶”。

天气畅和之日，可以看见象山先生带着弟
子登上山之高崖，与白云平视，大声诵读经训，
或面对瀑布，逸兴遄飞地吟诵楚辞和古诗。

陆九渊在象山精舍的教学活动，后人概
括有这几种形式：其一是严肃认真的升堂讲
说；其二是颇似禅宗“机锋”的谈话；其三是
切己自反、迁善改过的修养；其四是重专精、
勤创新的读书指导；其五是寓教于乐的优游
山林。

禅师入静，在松静自然中清洗倒空自
我，这时候心就澄明洞开，陆九渊很看重这
种状态。此时，心智之光纯净如烛，万物回
到原初的本性，让人看到事物的真身，大音
希声。寂静也到了最透彻的状态，隐秘的声
音和道路飞翔起来。

陆九渊教学授徒贯穿着儒家“志于道、
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和“兴于诗、立于
礼、成于乐”的精神，融艺术于人生，使人生
艺术化，使得从学者逾数千人，使象山精舍
有了“非从学象山不得为邑寓贤”的盛誉，以
至清人全祖望在《答石痴征士问四大书院帖
子》中将象山、白鹿洞、岳麓、丽泽并称中国
四大书院。

陆九渊一生辉煌在于创立学派，从事教
学与学术活动，但为什么说“心学”是他在象
山书院教学期间形成的，其中有何机缘，这
与他的经历密不可分。

建 院

傍山而立传道授业

南宋高宗绍兴九年（1139）农历二月二十四
日辰时，陆九渊生于青田村道义里。虽然家庭经
济不宽裕，但他们家宗法伦理却很严整，因而受
到孝宗帝的赞扬：“陆九渊满门孝弟者也。”生活
在这样一个家庭的陆九渊，从小就受到家风的习
染，于是“庄敬自持，心不爱戏”，刻苦攻读，勤于
思索，再加上他自幼聪颖，三四岁时，就向父亲提
出“天地何所穷际”的问题，其父笑而不答。从
此，陆九渊就一直苦苦思索这个哲学难题。

十三岁时，他读书读到古籍中关于“宇宙”二
字的解释时，觉得茅塞顿开，忽大省曰：“原来无
穷，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者也。”于是援
笔书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他幼年
时冥思苦想过的“天地何所穷际”这一疑问，通过
十年的钻研，终于得出结论。陆九渊关于天地、
宇宙问题的探讨，是其心学思想的萌发过程，为
其心学在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青年时期的陆九渊，是儒家思想的深入理解
和特殊体验阶段，这时期，他促进了儒家理论的
发展，主要表现在对作为儒家核心的封建伦理的
根源提出新的论证。不同于汉代董仲舒的“王道

之三纲，可求于天”，即“天”是最后根
源。也不同于北宋二程“万物皆只是一
个天理”，即理是最后的根源。陆九渊
从另一个新的角度——“心学”，提出对
这一根源的论证。

陆九渊认为，充塞于宇宙万物之
“理”即在心中。他别出心裁地提出“心
即理”，即认定“心”是最后的根源。既

然“心即理”，因此求知修养就用不着去接触外界
事物，只要“立心”“尽心”“明其本心”。何谓本
心？在陆九渊看来，就是人本来就具有的伦理道
德品性和天赋的是非观念。

晚年，在贵溪象山书院讲学期间的陆九渊，
提出了“明理、立心、做人”这个心学的最终目标，
以及“辨志”“剥落”“优游读书”“反求深思”等一
整套修养方法。就这样陆九渊创立了新的哲学
思想体系——“心学”。因他姓陆，故称陆学，陆
学作为南宋理学的主要一翼，和程朱理学共同构
成中国思想和儒家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
阶段。

可以说，陆九渊经营象山书院的五年，是非
同寻常的五年，它不仅是陆九渊一生讲学授徒
的最盛时期，也是陆学成熟和确立、象山心学
形成和奋起的重要历史阶段。中国书院学会
副会长王立斌坦言：“陆九渊创象山精舍于贵
溪，讲学期间传授‘心即理’的心学思想，奠定
了象山书院心学之源的地位，即象山书院，心
学祖庭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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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发源世人景仰

谈及心学，大家脱口而出的名字恐怕是王阳
明，目前也形成一种只知王阳明而不知象山心学
的尴尬局面。

其实，王阳明在继承象山心学思想的基础上，
把心学发扬光大，形成比较完备的哲学体系，世称

“陆王心学”。王阳明明确地表示：“圣人之学，心
学也……自是而后有陆象山氏，简易直截，真有
以接孟氏之传。故吾尝断以陆氏之学，孟氏之学
也。”其言辞充分肯定了陆氏心学。

陆九渊不仅对王阳明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
响，他的象山学派秉承陆学，在贵溪办学为当地
培养了一批人才，为教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据
初步统计仅陆九渊一人就培养了三十三名进
士。南宋与文天祥齐名的民族英雄谢枋得，明朝
著名的水利专家徐贞明都是象山先生的数传弟
子。陆九渊在办学方面诸如因材施教、尊师重
教、自由讲学、集资办校、注重品德教育、倡导学
术辩论等等，对后世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再次，陆学倡导的自立自重是向传
统观念的勇敢挑战。“宇宙便是吾心，吾
心即是宇宙”，陆学这种思想理念的自
我扩张，必然在逻辑上，并且在事实上
走向对封建伦理的蔑视和对传统观念
的挑战。

最后，陆九渊主张“自立自重，不可
随人脚跟，学人言语”；强调“自得、自

成、自道，不倚师友载籍”。这个“五自”主张，表
现了陆九渊求索探新的可贵精神。他启迪人们
要想有所作为开创业绩，就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
能动性，他坚信事在人为，心想事成。诚如陆九
渊说的，“要当轩昂奋发，莫恁地沉埋卑陋凡下
处”。这种“自立自重”，摆脱陈规陋习束缚的主
张，有利于焕发人的自信，激励大家去求索探新，
开创未来。

陆九渊以他的博学卓识吸引学生，从而使象
山书院成为当时全国著名书院之一。当时已负
盛名的理学家朱熹写信给陆九渊说：“闻象山垦
辟架凿之功益有绪，来学者亦甚，恨不得一至其
间观奇揽胜。”

成中英教授感言：“明正德五年（1510），武宗
皇帝下诏，在西峰峭壁之上雕刻‘象山书院’四个
字，至今中峰陡壁上，还能看到正德壬申（1512）
夏言瞻仰、桂恭讲学的阴文石刻，反映了当年的
书院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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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为今用光彩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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