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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旅游景区
及博物馆、文化馆、纪念
馆等纷纷推出具有鲜明特
色的文化创意产品，成为
文化新亮点、新卖点，仅
北京故宫文创产品种类就
达8700多种，每年销售额
超过10亿元。

何为文创产品？笔者
理解就是独特的文化元素
与商品的“嫁接”。文创
产品具有品牌与经济双重
价值与效应，有利于提升
景区或文博单位的知名度
及影响力，文创产品就是
栩栩如生的广告，如去年
举办的 G20 杭州峰会上，
嘉宾所使用的茶具、碗
具、酒具等都印有精美的
西湖文化元素，使杭州西
湖蜚声世界。

文创产品要赢得游客
的心，关键靠“创”，用
创意打动人、吸引人，因
此笔者以为，文创产品有

“三贵”。一贵新颖奇特。
做到构思巧妙，设计新鲜
活泼，巧夺天工，人无我
有，人有我新，人新我
特，避免产品同质化，如
故宫收藏的清代名画 《乾
隆皇帝大阅图》，画中有
一匹漂亮的白马，故宫将
白马图案制成领带，单霁
翔院长出国交流时戴在脖
子上，引来许多外国朋友
的青睐与“垂涎”，从而
带动和促进了故宫文创产
品走出国门。

二贵特色鲜明，“唯
我独尊”。文创产品的生
命力在于有独特性文化标
志，是独特文化的创意衍
生品，具有“排他性”，
譬如北京颐和园开发的文
创产品就需具有颐和园文
化元素，如果套用其他文
化元素，就会失去独特
性，很难让游客青睐。文
创产品的设计要以文化与
文物的研究为基础，将文
物元素运用到文创产品
上，如故宫将 《雍正十二
美人图》 开发成系列文创
产品，有美人伞、美人
帽、美人服饰、美人书签
等，成为游客“抢手货”。

三 贵 大 众 化 、 普 适
性。文创产品的开发要坚
持“两条腿”走路，既追
求收藏价值，更讲究实
用，以游客需求为导向；
既讲高大上，瞄准精英消
费层，更讲大众化，让大
多数游客买得起。如颐和
园推出的文创产品分为实
惠型与高档礼品四个档
次，最便宜的 10 元以下。
再如故宫内养有 200 多只
捉老鼠的猫，每只猫都有
名字，故宫文创团队针对
孩子们开发的栩栩如生的

“故宫猫”玩具，售价仅
十几元，非常受儿童喜
爱。

文创产品是传播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我
国博物馆资源非常丰富，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动起
来需要多管齐下，既要坚
持传统的传播方式，如参
观、解说等，也要充分运
用 现 代 传 媒 ， 如 网 络 、
App 等，文创产品就是将
传统文化与现代轻纺、服
饰、文具、玩具、日用品
等巧妙融合，既有文化含
量，又有实用价值与功能,
使优秀文化元素融入公众
的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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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有惊喜

播 撒 人 文 馨 香

热风冷眼

拿什么纪念你拿什么纪念你，，我的先贤我的先贤？？

文创产品
融入生活
大有作为

□ 尹卫国

“予独爱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
涟而不妖。”

仕途三十载，先后辗转在十多个
地方做官，不管身处何位，正如其《爱
莲说》所自勉，周敦颐以洗冤泽物为己
任，刚正不阿，一身正气，克己奉公，廉
洁自律，赢得了百姓的广泛赞誉。

24岁这一年（1040年），周敦颐三
年守丧期满，根据吏部的安排，调洪
州分宁县（今江西修水县）主簿。到
任后，周敦颐出色的办案才能尽显无
遗，特别是他办了一件久拖不决的疑
案，一时声名大振。数十年后，蒲宗
孟在《濂溪先生墓碣铭》中称赞他“屠
奸剪弊，如快刀健斧，落手无留”，说

的就是这段经历。
光阴荏苒，三年后（1044年），通

过吏部考察，周敦颐得到了优等评
价，被调往南安军司理参军.周敦颐
文化研究者周建刚说，当时南安军辖
南康（今江西南康）、大庾（今江西大
余）、上犹（今江西上犹）三县，周敦颐
的司理参军掌讼狱之事，是直接办案
的负责官员。他在南安只有两年，却
做了不少意义重大的事。在他到任
第二年，狱中有个囚犯，按律不应判
死刑。为政苛暴的转运使王逵却定
要治其死罪，别人都不敢吭声，唯独
周敦颐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王逵不
听，周敦颐将手板摔在地上，又取出
自己的委任状丢还给王逵，说道：“以
杀人来讨好人，这样的事情我不干。”
周敦颐的刚直不阿，最终使得王逵醒
悟过来，不仅从宽处理了那名囚犯，
还向朝廷举荐周敦颐。

此后数年，周敦颐先后任郴县令
（今湖南郴州市）、桂阳令，勤政廉洁，
多有建树。1054年，因为治理郴、桂
的成绩，周敦颐以大理寺丞知洪州南
昌县。南昌百姓奔走相告：“这就是
那个初次为官分宁就能辨明疑案的
人，我们有了可以诉冤的地方。”可见
他在老百姓中口碑已经四处相传。
知南昌县时，周敦颐果真没让老百姓
失望。他爱民如子，清廉自律，还经
常拿出微薄的俸禄接济他人。以至
于一次他突发急病，昏死了一天一
夜，却连郎中都请不起。友人潘兴嗣
去他家看望，甚至打算为他办理后
事。翻检他的家什，一只破箱子里只
有几十文钱，让人唏嘘。

1061年，周敦颐迁国子监博士，
通判虔州（今江西赣州）。经过九江
时，见庐山幽胜，有了定居于此的打
算。他在庐山山脚下建了一座书堂，
将堂前的那条小溪以家乡小河濂溪
命名，并与友人潘兴嗣约定将来一起
咏歌于濂溪之上。1063年 5月，正是
在虔州任上，周敦颐写下了千古名篇

《爱莲说》，以表明自己心志。

然而，命运总是那样的不可捉
摸。1064年冬，虔州大火，烧毁千余
栋房子。周敦颐受到朝廷行遣处
分，调任永州通判。在永州期间，作

《拙赋》，表达了他“上安下顺，风清
弊绝”的政治愿望和执政为民的态
度。这篇文章总共只有 65个字。文
中周敦颐以“拙”为荣，以“巧”为
耻。在他的眼里，巧者喜欢玩嘴皮
子，拙者则默默地干实事；巧者耍鬼
心眼儿，拙者则以德服人；巧者忙于
蝇营狗苟，拙者则静心修养。周敦
颐认为，如果天下皆拙，社会也就拥
有了真正的通顺与和谐。《拙赋》倡
导的为政守拙的风范，对后世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1068 年，周敦颐升任广南东路
（今广东省）转运判官。两年后升任
提点刑狱。当时的端州知州杜谘利
用职权，垄断端溪砚石专利，民众怨
声载道。周敦颐巡知后即刻上报朝
廷，定下禁令：凡在端州为官者，取砚
石不得超过两枚。很快刹住了端州
的贪风。周敦颐提点广东刑狱不过
一年，却踏遍了广东各地。他尽心职
事，以洗冤泽物为己任，哪怕荒崖绝
岛，瘴疠之乡，他也亲临巡察，不惮劳
瘁。

因为过度劳累，加上对广东的气
候不适应，1071年夏天，周敦颐身患
重病，当年八月，移知南康。十二月，
改葬母亲郑太君于江州德化县庐山
清泉社三起山（今九江濂溪区莲花镇
周家湾）。1072年，周敦颐即以多病
为由，请求解职，结束了 30年的仕途
生涯。

周敦颐终于归隐九江，定居于11
年前就已建好的濂溪书堂。虽然身体
状况不好，他依然坚持讲学、著书立
说，或者与朋友往来，徜佯于九江的山
水之间。1073年，周敦颐病逝于庐山
濂溪书堂，终年 57岁。其子周寿、周
焘遵父亲遗命，将他葬于清泉社三起
山其母亲的墓侧。一代贤哲，从此长
眠庐山脚下，濂溪河畔。

天下匡庐，一条叫濂溪的小河，
穿越亘古洪荒，流淌千年，清澈依然；

莲花峰下，一畦叫莲的花朵，出
淤泥而不染，千年绽放，光彩夺目；

1017-2017，一条河光鉴历史，一
朵花绽放千载，一个人走过了千年。

谁能轻盈独立，跨越千年而美
丽？谁持破暗之烛，让思想的光芒照
亮古典中国的夜空？

是他，人们仰慕了千年的莲花君
子濂溪先生，人们阅读了千载的圣哲
巨匠——周敦颐。

深冬之时，庐山北麓，濂溪公园，
周敦颐诞辰1000周年纪念大会在此
举行，人们用这样的方式，再一次亲
近这位伟大的先哲。

“孔孟而后，千有余年，圣人之道不
传。道非不传也，以无传道之人耳。汉
四百年得一董子，唐三百年得一韩子，
皆不足与传斯道。至宋周子出，而始续
其统，后世无异词焉。”

写下这一段话的贺瑞麟，是清代著
名理学家、教育家。这段话的意思是天
道、天理始终都在，但是传道的人却很
难出现。董仲舒、韩愈都做了努力，但
都不是醇儒。直到北宋，1500 年无人
传道的局面被周敦颐终结了。

周敦颐是何许人也？缘何被如此
尊崇？

北宋天禧元年（1017 年）五月初
五，时值端阳，一派盎然景致。在湖南
道州营道县楼田堡（今湖南道县楼田
村），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这个出生
于书香仕宦之家的孩子名叫周敦颐
（1017-1073），初名惇实，字茂叔，号濂
溪先生，小时候即受到良好的教育，聪
慧过人。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副院长、
濂溪学研究会副会长周建刚教授讲了
一个周敦颐小时候的故事：在周敦颐家
乡楼田村村前，有 5个土墩子，一直没
有名字。5岁的周敦颐说，这 5个土墩
就像 5颗星星，以五行与之相配，正好
是金、木、水、火、土五星，干脆就叫“五
星墩”好了。这就是南宋度正《周敦颐
年谱》里所说的“辨五星墩于宅之左右
前后，分配五行”。此后，这5个土墩就
有了正式的名字，并成为楼田堡的一
景。

周建刚说，到了十二、三岁时，周敦
颐已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还写得
一手好文章。对于儿子的进步，其父周
辅成（1015 年举进士，官至桂岭县令）
深感欣慰。有一次，他要儿子谈谈将来
的志向。周敦颐说，自己将来并不想做
官，而是想在孔孟思想的基础上，吸收
各家学说的精华，将儒家学说推进一
步，以便正人心，辟邪说。儿子这种远
大的抱负，让周辅成又惊又喜。

周敦颐故里以西5公里处，有一个
巨大的露天岩洞，名月岩。洞顶成圆形，
向天敞开。随着日出日落，光线变化，岩
洞一开始像一弯新月，进而上弦月、满
月、下弦月，直至消失。这个奇特的景观
给了少年周敦颐极大的启发和领悟，在
他心中开启了最早的理学思想萌芽。《濂
溪先生年谱》中有载：“濂溪之西有岩，东
西两门，中虚，顶圆如月出，人仰视若上
下弦，名月岩。先生筑室读书其间，相传
睹此而悟太极。”周敦颐月岩悟道的典故
与传说，反映的正是人们对周敦颐这个
理学开山祖的仰慕和推崇。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5岁那年，因
父亲病逝，母亲郑氏携周敦颐投奔自己
的兄长——龙图阁学士郑向。幸运的
是，舅父郑向不仅收留母子，并给他授课
督学。1036年，郑向凭官衔，可得朝廷的
恩荫。爱之如子的舅舅将这个机会给了
他，周敦颐就此当上了朝廷将作监的主
簿。就在同一年，周敦颐娶朝廷兵部职
方郎中陆参之女陆氏为妻。这份胜似骨
肉亲情的宠爱，为周敦颐的仕宦前程铺
下了第一块基石。

1037 年，舅父郑向出任杭州知州
不久即病逝，次年母亲郑氏也因病去
世。按照遗嘱，周敦颐将母亲葬于润州
丹徒县（今江苏镇江）舅舅郑向的墓侧，
之后周敦颐便在丹徒县鹤林寺守孝三
年，期间发奋读书，并结识交往了范仲
淹、胡瑗等一批社会名流。这三年对周
敦颐的仕途及哲学思想的形成，有着极
为重要的影响，也为他最终成为著名思
想家、理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奠定了
基础。

少年敦颐
月岩悟道

“先生博学力行，会道有元，脉络
贯通，上接乎洙泗，条理精密，下逮乎
河洛，以元易名。庶几百世之下，知
孔孟之后，观圣道者必自濂溪始。”

周敦颐逝世 100多年后，宋朝的
第 13 位皇帝赵扩，以如此高的赞誉
评价周敦颐在理学思想层面的卓著
功绩。周敦颐因其卓越的思想理论
的创造性贡献，而被尊为理学开山宗
祖。他的思想光芒如同一盏明灯，照
亮了中国将近千年的历程，照亮了整
个东亚世界，所以被尊为一代圣
人。

的确，周敦颐虽然“政事精绝”，十
分能干，但当官并非他最热衷的事，他
真正的兴趣还在于继承和弘扬儒家学
说与理学思想。每到一地为官，他都
先建学校、兴教育甚至亲自登堂授课，
教师成了他的第二职业。

作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
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
时代的意义，然而他留下的著作并不

多。《太极图说》《通书》是周敦颐的最
重要的哲学著作，义理深奥，言辞却
简约。《太极图说》只有 249个字，《通
说》也只有 2832个字，加上《爱莲说》
和《拙赋》，以及诗文之类 3143个字，
他留下的全部著作文字都加在一起，
总共才只有 6248 个字，只比《老子》
一书多出千余字。然而，就是这些文
字，却改变了儒学的发展方向，进而
改变了中国文化史，这就是周敦颐不
同凡响之处。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作于 1046
年，那年，周敦颐正好 30岁。此文是
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完整地论
述宇宙发生、发展的著作，有着开创
性见解。《太极图说》这样论述：“无极
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
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
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对
此，九江周敦颐纪念馆馆长叶筱慧认
为，周敦颐创造性地把儒释道对宇
宙、社会、人生的认识，十分和谐地融
入《周易》的研究中，从而建立了一整
套新的哲学论述。他为社会运动、人
文精神寻找到了一个深层理据，丰富
了古代天人合一理念的内涵，对程朱
理学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

《通书》也是周敦颐最重要的著
作，文章对儒家伦理思想进行重新发
掘和高度阐释，其圣人之本、道德修
身、礼乐刑政之论述，历来受到理学家

们的极力推崇。宋时的胡宏说：“此一
卷书，皆发端以示人者，宜其度越诸
子，直以《诗》《书》《易》《春秋》《语》

《孟》同流行于天下。”《通书》竟赢得了
与儒家经典并列的重要地位。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也把周敦颐
看作是上承孔孟、下启宋明理学的关
键人物。朱熹不仅不讳言周敦颐对
他的影响，而且千方百计地弘扬与提
升周敦颐学说思想。他还坚决主张
周敦颐学说为二程学说所从出。程
颢的重要哲学论文《定性书》、程颐的
重要哲学论《颜子所好何学论》，都直
接得益于周敦颐的启发。

叶筱慧告诉记者，周敦颐的思想
光辉，离不开时代环境的烘托。宋朝
建立之初，宋太祖就确立了“任宰相
当用读书人”“不得杀士大夫与上书
言事人”的治国方略。崇尚读书的社
会风气非常浓厚。周敦颐就幸运地
出生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
代。他是时代的产物，又转过来推动
社会继续朝向更加美好、纯洁与光明
的方向发展。

周敦颐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思想
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周敦颐
每在一地任上便创建书堂，以兴办官
学的模式，收授生徒，讲解学术，培养
人才。他一手创办的濂溪书院，影响
广泛而巨大，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
光辉一笔。

“人品甚高，胸襟洒落，如光风霁
月。”

周敦颐的一生，淡泊名利，不
求闻达。他这种高洁的人品，正
如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对他的赞

誉那样。
而他的传世佳作

《爱莲说》正是这种
胸怀所折射出的精神
光芒。周敦颐通过对

莲的形象和品性的描
写，歌咏了莲花坚贞的品

格，映照的却是自己高洁的内心。
周敦颐对九江情有独钟，一生与

九江结下不解之缘。他在九江为官、
结社、授学、筑书堂、凿莲池；他热爱
九江，安家落根于九江，直至老于九
江、葬于九江。因而，九江成为海内
外周氏一族寻根拜祖之地。

今年是周敦颐诞辰 1000 周年，
为此九江市推出了六大系列活动，来

纪念这位先贤。12月1日，周敦颐纪
念大会暨濂溪公园开园仪式举行；新
建的周敦颐纪念馆举办了“一代圣哲
千古景仰——周敦颐事迹展”及纪念
周敦颐书画艺术展。当天，专题片

《中国理学开山祖——周敦颐》首映
式、大型历史话剧《濂溪先生》首演以
及周敦颐理学思想学术论坛也成功
举行。

周敦颐纪念大会现场，记者遇到
了不远千里从印度尼西亚赶来的周氏
后裔周国明。周国明说，周敦颐的思
想成就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周氏后裔虽然开枝散叶，世居海内外，
但大家血脉是心心相连的。作为周氏
后裔，不管走到哪里，都要传承先祖的
伟大品格和思想精神，弘扬中华民族
的传统文化精髓。

周敦颐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先
贤，一代思想大儒。去年 5 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
会上，提到了 25位中国大思想家，高
度评价他们为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
贡献，周敦颐就名列其中。为纪念这
位伟大的先贤，近年来九江不仅加强
了周敦颐墓区的保护，还花大力气建
设濂溪公园，大力弘扬濂溪文化。通
过举办这次纪念活动，对于打造濂溪

文化品牌，不断提升九江文化软实
力，将九江打造成世界知名的山水文
化名城，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
远的历史意义。

江西省文化厅副厅长黄小蓉认
为，在中国文化史上，周敦颐是一座
让人景仰的高山，他所创立的理学思
想，历经千年积淀，至今仍熠熠生辉，
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广
泛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周敦颐的理
学思想及廉政文化，可以为我们认识
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
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文化
建设、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濂溪水长，爱莲池香。周敦颐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君
子情怀，“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
梦魂安”的廉洁精神，“上承孔孟，下
启程朱”的理学思想，千年来净化着
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灵魂。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
强。今天人们纪念周敦颐千年诞辰，
就是学习周敦颐这位千年圣哲的伟
大人格与精神，让丰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浸润我们当代的核心价值体系，让
传统文化得到更好保护与延续，让他
的精神永远为后人所尊崇、景仰。

为官淳正为官淳正
高洁如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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