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块牌匾

魏源积极要求清政府进行改革，在

鸦片战争前后提出了一些改革水利、漕

运、盐政的方案和措施，要求革除弊端

以有利于“国计民生”。他既坚决反抗

侵略，又重视了解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

术。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当时

产生了重大影响。

据魏源故居的“魏源生平事迹展讲

解词”中提及，1812年，为准备参加拔贡

考试，魏源十九岁时从邵阳家乡来到岳

麓书院求学，开始受到湖湘学派“经世

致用”学风的熏陶和深刻影响。魏源品

学兼优，深受书院院长袁名矅、湖南学

政汤金钊的喜爱和赏识。 又据李柏荣

《魏默深师友记》一书介绍，当时的两

江总督陶澍、云贵总督贺长龄对魏源影

响极大，魏源的改革抱负和许多主张是

通过他们而付诸实现的———此二人皆

为岳麓书院的学子，也可视作是岳麓之

风对魏源的一种影响。

王夫之

明崇祯年间入学

为经世致用思想埋伏笔

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 与黑格

尔并称东西方哲学双子星座， 与黄

宗羲、 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

大思想家。

据人民网介绍，明崇祯年间，王夫之

求学岳麓书院，师从吴道行，崇祯十一年

肄业。在校期间，吴道行教以湖湘家学，

传授朱张之道， 较早地影响了王夫之的

思想， 形成了王夫之湖湘学统中的济世

救民的基本脉络。

王夫之一生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

坚决反对程朱理学。 他的思想对后世产

生过很大影响。 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

物谭嗣同等皆深受他的思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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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岳麓书院

留下他们对中国的思考

岳麓

书院

自 北 宋 开 宝 九 年

（976年）创办以来，文脉

不绝。1012年，周式出任山

长 （古代称书院院长为

“山长”）， 办学成绩卓

著，使其闻名天下。他拒绝

了国子监主簿的官职，坚

持回岳麓书院执教， 宋真

宗为其精神感动， 特赐

“岳麓书院”匾额，至今仍

悬挂在书院正门。

近代以来， 岳麓书院

在1903年至1926年之间的

20多年里，发生了“岳麓

书 院———湖 南 高 等 学

堂———湖南高等师范学

校———湖南公立工业专门

学校-湖南大学”的更替，

完成了从古代书院到现代

大学的变革。然而，在“文

革”期间，岳麓书院只剩

残垣断壁，几成废墟。自20

世纪80年代初开始， 湖南

大学对其着手修复。 岳麓

书院院长朱汉民自1995年

主持院务至今， 恢复了岳

麓书院的教学和学术研究

功能， 作为湖南大学的一

部分， 岳麓书院现在拥有

从学士、 硕士到博士的完

整教育体系， 并建立博士

后流动站。

左宗棠少年时屡试不第，后转而留年

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遍读群书，钻研兵

法。后来成为清朝后期著名大臣。据《长

沙晚报》报道，左宗棠在20岁时就读于岳

麓书院内所设的湘水校经堂， 成绩优秀，

七次考试都得第一，当时左宗棠父亲已过

世，左宗棠“赖书院膏火之资以佐食。”

据《北京日报》报道，王震上将曾这

样评价左：“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

国的历史情况下，立排投降派的非议，毅

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左公的爱国主义

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

左宗棠

少年时屡试不第

进书院7次考试得第一

洋务派首领。官至东阁大学士、

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

一副对联

隰

魏源

19岁到书院求学

后提“师夷长技以制夷”

清代启蒙思想家、 政治家、文

学家，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

行者之一。

据《长沙晚报》报道，曾国藩23岁那

年考取秀才， 第二年就进入岳麓书院就

读。恰好赶上当年“大比”，他因诗文突

出获得推荐，参加八月的本省乡试，首试

即考中第36名举人， 于是在当年十一月

入京参加进士考试。

曾国藩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

经济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李鼎芳所

著《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中这样评价：

曾国藩的留学计划成功地培养了一批卓

越的人才，推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

曾国藩

24岁进书院就读

诗文突出获推荐参加“大比”

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 晚清

“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

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

等毅勇侯。

程潜

在书院与同学议国事

知道了“戊戌政变”真相

曾为国民党高级将军，于

1949

年

8

月在长沙宣布起义。新中国成立后，

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

16年中，昆明人任岳峰从一个逃亡犯，变

成了贵阳的知名策划人、客座教授。在各种场

合，他高谈阔论，指点江山，可一到深夜，逃犯

的身份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去年5月15日，他

落网，自称终于得以解脱。（本报2013年5月27

日曾做详细报道）

昨日， 任岳峰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第

五法庭接受了审判。他辩称，当年致人死亡并

非主观故意，而是太年轻，一时冲动酿成。

被告辩称

“事发偶然，没有主观故意”

任岳峰身材健硕，他脚着平底布鞋，穿浅

白宽松裤，囚服后背有“盘龙一看”4字。被法

警押入法庭后， 他多次向旁听席张望。 坐下

时，他双手置于双膝，从其背影看，可见其微

微秃顶，并夹杂几丝白发。

杨顺明的父母拄着拐杖，被搀扶进法庭，

尽管只有60多岁的年纪， 但他们显得异常苍

老，尤其杨顺明的父亲，脊背佝偻成“7”字。

坐下后，他们始终注视着任岳峰。

任岳峰向法庭讲述了 “冉更生”、“冉

升”两个名字的由来，称自己落网前的学历是

硕士，从事的是企业管理、策划工作。检方起

诉书指控其涉嫌故意杀害，他对此没有异议。

任岳峰说， 在贵阳的16年中， 他主要是

“当老师”，帮餐饮企业做企业管理及规划设

计工作， 他并不了解公安机关的多次清网行

动，所以也从未考虑过投案自首。

他称，案发当晚，他带着几个人去杨顺祥

工作的餐厅索要剩余赔偿款，因见餐厅人多，

他心虚， 便将杨顺祥拉到一辆出租车上到金

殿后山。他坐前排，其他人与杨顺祥坐后排。

到金殿后山后，其他人下车，他仍在车里，不

久一人前来汇报，说杨顺祥“摔倒”，随即他

立刻下车查看， 掏钱命人将杨顺祥送到延安

医院。“我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事发突然、偶

然，当时也太年轻。”他说。

但检方称，相关证词显示，任岳峰是整起

事件的策划者、主谋，有殴打杨顺祥至少4个

耳光的行为，并指使他人叫来出租车。到餐厅

时，他就命令其他人追打杨顺祥。一名保安证

实，杨顺祥被拉上出租车后，在第一现场留下

了一只皮鞋。

任岳峰的辩护人、 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

所律师刘胡乐认为， 此案部分证据非法、无

效，如尸检报告无签字、部分证人的证词为孤

证等，建议法院不予采纳。

请求轻判

愿赔偿死者家属30万

任岳峰落网时， 坊间称其不但获得耀眼

身份，还累积了上千万资产。对此，任岳峰与

其辩护律师均予否认。

任岳峰在贵阳与女友共有一套房产，面

积不足40平方米，价值20万元。其辩护律师刘

胡乐称， 目前可查到的任岳峰名下财产只有

10余万元， 但任岳峰和家人有积极赔偿的意

愿，在七拼八凑之后，愿意赔偿死者家属30万

元。在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部分，死者家属提出

了总计80余万元的赔偿要求。

辩护人则表示，法庭应看到，被告人任岳

峰在离开昆明后的一系列良好表现，“他通过

自学成了一名学者，但他没有发财。”

陈述阶段， 任岳峰向杨顺祥的父母鞠躬

致歉，他再次表示，当年并没有主观伤害杨顺

祥的意图，也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后果。辩护人

也指出， 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任岳峰有主观故

意。任岳峰请求从轻处罚，此案未当庭宣判。

不过， 在庭审初始阶段， 法官就当庭质

问：既然无主观故意，为何致人死亡？为何邀

约多人？为何逃亡？对此，任岳峰的回答支支

吾吾含糊不清。

一名自称专门从贵阳赶来的任岳峰的支

持者，在庭审后与杨顺明等人发生口角。这名支

持者认为，原告律师对仍岳峰的指控“不近人

情”，称其没有看到任岳峰“对社会的贡献”。

任岳峰的妹妹任碧波（音）等家人旁听了

此次庭审， 但她婉拒了成都商报记者的采访。

任岳峰在离开法庭时，特意看了一眼妹妹。

杨顺明说，昨天早上，任碧波两次搀扶了

自己的父母， 令他感动，“我也曾想过去看看

任岳峰的父母，但又怕刺激老人。我们都是受

害者。”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刘木木

逃亡16年，把自己“策划”成“客座教授”的杀人犯昨在昆明中院受审

“那时太年轻，我并不想杀人”

当年，任岳峰与女友在昆明市火车站

附近的永安路开了一家名为“阿姐鼓”的

西餐厅， 因怀疑下属杨顺明私吞营业款，

任要求杨顺明赔偿其6千元，后杨顺明的

哥哥杨顺祥出面， 替弟弟赔偿了2千余

元。1997年6月1日晚， 为索要剩下赔偿

款，任某与肖某、缑某、周某等人，将杨顺

祥带至昆明郊区的金殿后山，将其殴打致

死， 随即4人逃亡。 目前肖某仍在逃，缑

某、周某已接受法律制裁。

为追寻任岳峰， 杨顺明去过多个城

市，包括上海、广州、大理、六盘水等，他还

曾蹲守任岳峰的家一整年， 但均一无所

获。2008年，杨顺明落脚贵阳。

据任岳峰向警方供述， 他先是去了大

理，后去了香格里拉，后来转道攀枝花，最后

落脚贵阳。在贵阳，任岳峰花钱弄到一张迁

移证，并据此办理了新的身份证，更名为“冉

更生”。他选择从事不需要成本、只需嘴皮子

的“策划”行业，经过16年的历练，他成了贵

阳策划界左右逢源的人物，并担任中国策划

研究院贵州分院院长、 任某高校客座教授，

一直以来，他都以“冉升”名字示人，自称人

生信条为“跪着做策划，站着做人！”

去年5月15日晚，在一次巧合的老乡

聚会上，杨顺明将任岳峰认出。逃亡者终

于落入法网。

案件回放

据中央党校网引用新华网报道《岳

麓书院与“实事求是”匾额的启示》一

文，岳麓书院的讲堂檐前悬有“实事求

是”匾，为民国初期湖南工专校长宾步

程撰，1917年湖南工专迁入岳麓书院办

学，扁悬挂于此。文章引用《毛泽东传

（1893~1949年）》的记载说，岳麓书院

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 表现在思想

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1916年到1919年，

青年毛泽东曾经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

常在岳麓书院与他的同伴们 “指点江

山，激昂文字”，岳麓书院“实事求是”

的校训也深深刻在毛泽东心中。后来，毛

泽东曾几次为中央党校题写 “实事求

是”的校训。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潘媛

综合中国青年报等

毛泽东

“实事求是”

从岳麓书院到中央党校

据《毛泽东瞩目的著名将帅》一书

中《程潜小传》一文描述：在岳麓书院学

习期间，程潜常与同学议论国事。此时的

程潜认识了一位留心时事的学者曹毅

亭，知道了“戊戌政变”的真相以及发生

政变的原因。面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程

潜愤怒万分， 意欲寻求真正的救国救民

之路。1903年，程潜投考了湖南武备学堂

并以名列第一的成绩被湖南武备学堂录

取，从此开始了他的救国梦想。

据《湘城文史丛谈》记载，1945年毛

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与蒋介石谈

判，期间曾拜访程潜叙旧，并主张其在国

大选举中竞选副主席，1948年，程潜参加

竞选失败，但被任命为长沙绥署主任，总

制湘赣。1949年8月4日，程潜与陈明仁发

表起义通电，第二天，解放军进入长沙市

区，长沙和平起义胜利。

隰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范丽青16日表示，

两岸领导人会面是我们多年来的主张，只

要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有利于两岸

同胞增进福祉，我们都持积极开放态度。

针对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日前表示

两岸关系现在是60多年来的最佳状态，只

要台湾人民愿意， 不排除两岸政治议题协

商，范丽青表示，我们向来主张两岸关系全

面发展。 对于两岸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分

歧问题，我们愿在一个中国框架内，同台湾

方面进行平等协商，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有记者问：台湾发生反服贸风波后，有

人提出海协会将来设在台湾的办事机构可

能会常常成为群众抗议的目标， 请问发言

人对此有何评论？她回答说，两会互设综合

性办事机构是为了方便两岸民众往来、维

护两岸同胞权益，是服务性的机构，不是外

交领事机构。我们希望两会早日完成协商，

尽早实现互设，造福两岸民众。

在回答台湾方面推动两岸协议监督法

制化会否对两岸未来商签协议产生影响的

问题时，发言人范丽青指出，“台独”势力借

两岸协议监督之名，企图将“两国论”和“一

边一国”的“台独”主张塞入法条，达到其破

坏两岸协商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目的。

有记者问：反服贸风波发生后，有学者

认为大陆方面“对台让利”政策会有所调

整，请问国台办如何看待这样的分析？范丽

青回答说， 当前两岸经济合作面临重要的

契机，我们愿意本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首先与台湾同胞分享大陆经济发展带来的

机遇， 在两岸经济合作中照顾台湾同胞的

利益， 在对外开放的时候先一步对台湾开

放，扩大和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促进两岸经

济融合与共同发展、互利双赢。

据新华社

中介寄来一个低温箱、干冰和三支特殊

针管，在当地找私人诊所抽血10毫升，再通过

中介推荐的专业物流公司冷藏空运至深圳，

由黑中介将血样送到香港做胎儿性别检测

……在放开“单独两孩”政策后，这种“寄血

验子”非法“业务”在部分地区火了起来。

法律专家提示， 这种游走在灰色地带

的“寄血验子”，尚存在着道德人伦、非法

行医、一旦出现误诊孕妇“误堕胎”非但得

不到赔偿还将面临行政处罚、“人财两空”

的诸多风险。

调查：

抽血寄到香港 鉴定费6千

在网络搜索引擎里输入“性别鉴定”

“7周/8周性别鉴定”“香港性别鉴定”可

见，胎儿性别鉴定在网络上大行其道。

据“中介”介绍，寄血验子的流程是：

孕妇先打600元给“中介”，他们接到钱后

将会给孕妇寄去一个低温箱和三支特殊针

管。孕妇自己想办法抽取10毫升静脉血，放

入低温箱中。再花1000元，委托“中介”推

荐的物流公司将血样空运到深圳， 当孕妇

把尾款5000元打给“中介”后，这份血样就

会被送到香港化验所， 检测报告在两个工

作日内得出。“中介” 先电话通报化验结

果，随后将化验报告寄出。

记者采访发现，在放开“单独二孩”政

策后，这种“寄血验子”拥有一定的市场。

一位准备去做“寄血验子”的单独准妈妈

李女士告诉记者：“第一胎生了一个女孩，

家里人特别想要一个男孩， 我已经怀孕两

个月，急切希望知道胎儿性别。内地医院不

给做性别鉴定，去香港做很方便。”

计生部门：

一旦发现，取消“两孩”指标

对于“寄血验子”，广东省卫生计生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打击非法鉴定胎儿性

别、 非法人工终止妊娠一直是计生部门的

重点工作。 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将进一步使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所以必须坚决禁止。

对于符合政策的‘单独两孩’，如果已经发

现通过寄血验子等非法胎儿性别鉴定终止

妊娠的，一律取消再生育指标，并将做超生

处理，征收社会抚养费。”

提前做胎儿性别鉴定， 存在各种未知

的风险。一些“中介”也承认，数据分析显

示，血液检测不是百分之百准确。

一位厦门的妈妈讲述说：“前年我朋

友想要第二胎，家里都希望能生个男孩。怀

孕期间，她两次到厦门的验性别机构检测，

都说是女孩，我朋友就想不要了。但后来她

去厦门妇幼保健院产检时，医生告诉她，由

于她第一胎剖腹产伤到了子宫， 这一胎打

了就再也不能生了， 最后她决定要这个宝

宝，没想到生下来是个男孩。”

广东省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

主任宋儒亮认为， 验血对胎儿性别进行判

断属于医疗行为、专业判断，给孕妇采血的

“黑中介”应以非法行医论处。在香港等地

进行验血的医疗机构的做法既是违背伦理

的，也是违法的。“寄血验子”带有隐私性，

决定胎儿未来的生死去留， 这些医疗机构

应该有人权保护的意识。

而一旦出现问题，吃亏最大、“人财两

空”的还是孕妇本人。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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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化工厂爆炸

车间被夷为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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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千年以来，都是新兴思潮的重地。两宋时期，朱熹两次到书院讲学，湖

湘学派也于此时形成。明中叶，王阳明的心学思潮在书院大盛，倡导“知行合一”。

近代以来，书院学生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则一

生都在实践着“师夷长技”。新文化运动以后，湖南更涌现出毛泽东、蔡和森等一

批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成都商报记者查阅文献资料，为您梳理出岳麓书院千

年以来，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出现的圣贤豪杰和他们对中国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