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阳明心学中提炼乡村振兴智慧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李缨 曹雯 实习生 文俊

500多年前，王阳明在贵
州修文“龙场悟道”，成为中
国儒学一大高峰“心学”的起
点。这位中国历史上集大成式
的哲学家，从入黔到出黔两年
间，既播撒了思想的种子，又
留下了生动的足迹。这些人文
遗产与贵州神奇秀美的自然山
水交相辉映，在当前乡村振
兴、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正
绽放出独特的光彩。

阳明心学究竟能够为今天
的乡村振兴提供哪些思想资源
呢？近日，由贵州省儒学研究
会和贵州阳明儒学会主办的

“阳明学与乡村振兴”专题学
术研讨会在修文举行。贵州省
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文史
馆原馆长顾久，贵州省儒学会
会长、贵州阳明儒学院院长张
新民，以及来自贵州大学、贵
州师范大学、贵州民族大学、
贵阳学院、安顺学院等高校的
50 余名传统文化研究者，及
省内相关企业负责人、文化人
士等济济一堂，共话阳明心学
与乡村振兴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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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学教授马国君认为，乡
村经济想要发展，既要引得来人、
留得住人，也要用好乡村里的中坚
农民和低龄老人力量。有了人，才
有能力推动产业发展。所以地方要
在培育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
才、使用人才等方面下足功夫，既
注重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更应
想方设法引凤归巢，吸引青壮年、
致富能人回乡创业。

“社会的稳定、文化的建设与
经济效益是分不开的，只有地方经
济发展了，才能够改变当地民风。
人才兴则乡村兴，人气旺则乡村
旺。当下我们对于儒学文化的研究

还停留在思想和书本上，没有真正
做到经世致用。”马国君说。

在安顺学院屯堡研究中心主
任、教授吕燕平看来，要想发展地
方文旅产业，就要积极倡导挖掘本
地历史文化资源，通过创造具有本
地特色吸引力的创意个性化内容，
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形成具有本
地独具特色的文化品牌，增强整体
实力和竞争力，再依托互联网时代
的便捷性，将产品推销出去。这样
不仅卖出了产品，也推广了当地历
史文化，从而形成了一方地域特
色，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修文县扎佐街道党工委书记周

红是乡镇工作的亲历者，她以脱贫
攻坚一线工作人员的身份发出了感
叹：“乡村是一个宗族大家庭，要
想治理好，人很重要。”她认为，
乡村振兴要解决人、钱，还有地的
问题，这些都要靠政府来进一步推
动。她建议制度顶层设计时要坚持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发挥农村的主
观能动性，找准地方发展致富的新
道路。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副教授闫平凡结合文献整理经验，
认为乡贤文化是传统优秀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乡贤，他们或钻研

儒家经典，在阐发、传承儒学方面
有突出成就，或行迹体现儒家忠义
孝悌的行为准则，可为人楷模，或
在外乡工作颇有建树、声誉显著，
或热心公益、为乡亲排忧解难，或
学问渊博、为发展家乡文化教育事
业作出重大贡献。乡贤的嘉言懿行
载于史册，流传于民间，深刻地影
响着人们的言行，引导着人们形成
向上向善的力量，是一笔宝贵的道
德资源。”闫平凡认为，在传统社
会中，乡贤文化集中体现了乡村的
人文精神，在宗族自治、民风淳
化、伦理维系、维系集休认同感等
都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多角度激发乡村活力

对于传统文化教育，贵州省儒
学研究会福泉分会会长潘俊成有自
己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承
载了千百年的历史积淀，凝结着中
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
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思想精华。
传统文化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立身之
本，更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源
泉。”潘俊成认说。

修文县政协秘书长、修文一中
负责人袁曜在一中推行的“良知教
育”改革中，其根本目标是“培根
铸 魂 、 立 德 树 人 为 党 育 人 ”。 为
此，从 2010年起，修文一中探索推
行的“良知教育”改革，提出“践
行知行合一”的口号，发展老师和
学生的自主能力，推行以“吾性自

足”为出发点，践行阳明先生提倡
的“不作花想、不作叶想、不作枝
想的‘培根’思想”，为此建立了

“三自一新”改革，就是“自我发
展、自主学习、自觉成长以及课堂
创新”，敦促老师，也激励学生，
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寻找
教育复兴之道。

传统由身向心转移，潜移默
化，悄无声息，却有动人的温情。
播雅书院院长石行，以及他的团队
致力于传承传统文化，不断找寻流
落在贵州民间的文化遗迹，包括诗
词曲调、典籍孤本以及一生都在传
统文化中浸润的老人……在这个过
程中，石行与团队发现，贵州民间
延续着大量中华民间的儒学形态。

“你们知道吗，毕节大方百里
杜鹃的发现，是当时人们翻阅地方
志时，看到描述该地有一大片杜鹃
花，派人去核查，才揭开了今天百
里杜鹃的面庞。”贵州民族大学教
授王力讲授起百里杜鹃的“发现
史”时，抑制不住激动。他说，贵
州的乡村振兴可以从史料中挖掘地
方历史上如何培养精英、如何破解
教育不平衡问题，以及地方物产发
展的典籍故事进行研究，勾勒出地
方教育与经济建设的思路，给予新
时代的教育发展，提供思想来源。

“乡村是文化的富矿，相对的，文
化也可以给乡村振兴提供绵延不绝
的力量。”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副教授张明在对于阳明心学的研究
中同样发现，阳明心学在贵州少数
民族地区的传播，呈现一派生机勃
勃的模样，培养了大批黔中“夷
汉”弟子，开创了一代学风。由
此，提高了贵州少数民族的文化素
养，促进了民族的团结和进步，增
强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
展，儒学从而与贵州少数民族结下
了深厚的情谊，给贵州民族地区的
文化学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
巨大的影响。

“讲学传道，撰写诗文，教化
‘夷民’，充分体现了儒家心学与当
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具体结合。在史
料中探究教育路径，为当下教育发
展提供力量。”张明说。

阳明心学与乡村教育

“乡村振兴归根结底是人的发
展。乡村的问题往往是人的问题，
乡村的繁荣也有赖于人的素质提
高。”在贵州省儒学研究会会长、
贵州阳明儒学院院长、贵州大学教
授张新民看来，在中国古代乡村
中，人们特别注重家庭和家族建
设。家庭、家族作为国家的最基本
单位，家庭正则天下治，这是儒家
一直以来的观点。通过建构家庭来
治理农耕社会，不但重视理性维
度，也重视情感维度。

张新民认为，作为王阳明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亲民思想”和

“知行合一”的最早产生地都在贵
州修文。王阳明强调与乡亲的相处
不但要注重理性维度，更要注重情
感维度，在开展教化的过程中，除
了晓之以理外，还要动之以情。因

此人人皆可教化，而天下无不可化
的前提，就是人人都有至善的人
性。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的乡
村，爱之外、礼之外，还有一个

“情”的维度，即人性中真情的世
界。正是因为有情，人才不会为当
前的利益所迷惑，因为这个家园是
一代代努力传下来的，所以要守住
家园，还要传给子子孙孙。

“所以，今天的振兴乡村是一
个结构性的问题，包括文化建设、
经济建设、伦理建设……而王阳明
的思想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大量的思
想资源，来帮助我们建构一个美好
的、健康的、有活力的、有情有义
的乡村世界。”张新民说。

贵州大学副教授栾成斌将阳明
心学与中国城乡关系环境相结合研
究认为，中国城市有必要也有义务

反哺乡村。这是在阳明心学“亲民
思想”中提倡的明德、亲民、止于
至善，坚持为政以德、推行德治，
体现了儒家的人文精神，不仅具有
历史价值，而且对当下仍有重要的
启示意义。同样从城乡关系立意的
还有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周石峰，他
认为要实现乡村振兴，就要解决旧
式的城乡关系，建立新型的城乡关
系，实现高质量城乡融合发展。

“阳明先生用短短 3 年教化苗
民读书写字，这其中的文化表现力
值得我们去探究，将其转化到当下
的教育路径探究中去。”贵阳文通
书局有限公司总经理舒奇峰正计划
着推出阳明心学相关选题，出版

“阳明心学”著作，将传统的文化
元素用新颖的年轻人及大众能够接
受的方式呈现出来，发展周边文创

产品，给贵州文旅产业带来新的活
力，让学术成果大众化。

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副教
授邓国元看来，就“阳明学与乡村
振兴”这一论题而言，基于哲学、
思想本身及立场的思考，需要思考
三个问题。第一，阳明学的思想理
论本质。第二，要讨论阳明学与当
前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对阳明学进行
创造性解释、创造性转换的问题。
第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探讨阳
明学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与意义，
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恰当把握阳
明学价值的前提下，对乡村中的

“民”重新予以“觉”，强调“民”
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实现“民”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转
换与发展。

为乡村振兴提供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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