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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永州石刻文化中的道德内蕴．源于古老的舜文

化，多蕴含着“民本”、“利民”和“忠孝廉节”等道德思想．可谓

刻在石头上的道德文化。其深刻的道德意蕴包括：“仁义”千

古，“孝礼”长存；泣血椎心刺史衙，诗文宁必丧英华：“忠孝廉
节”长励志，丹心千古照汗青。探寻这些古石刻文化中的道德

内蕴。一方面有利于我们继承这些优秀文化．另一方面有利于
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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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永州自古雅称“潇湘”．历史悠久．为湖南四大历史文

化名城之一，历史文化古迹众多。据永州市文化局2006年4月

的调查统计，有史料和文化价值的历代古碑、石刻．目前境内

就有184处．约1296方，并形成了祁阳浯溪、几嶷山玉培、零陵

朝阳岩、道县月岩、江永月陂亭石壁、江华阳华岩等主要碑林。
作为永州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永州彳i刻文化不仅有较

高的文学价值、文物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而且蕴含着丰富的

道德思想，其中的“民本”、“利民”和“忠孝廉节”等，可谓刻在

石头上的道德文化。

一、“仁义”千古。“孝礼”长存

所谓“文以载道”。永州石刻所蕴含的“道”是“民本之道”、

“民生之道”。祁阳“浯溪”是由唐代文学家元结所命名的．他有

能力为自己管辖之地取名，是因为永州自古属于边疆之地，远

离京师，远离朝廷，受官僚制约较轻，而且永州民风淳朴，元结

的社会地位、人格价值及文学名声都受到敬重。“浯溪”其谐音
为“吾溪”。即是“我的溪”。元结撰写的碑铭一是为了抒发自己

对山水的喜爱；二是感怀世事，如《大唐中兴颂》中所寓；三是
对地方一些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如《舜庙置庙户状并牒》。元

结对舜帝的推崇反映出一个地方官对古德的崇拜。舜帝作为

中国道德先祖，最早推崇“f_二和”、“孝礼”等思想，元结、柳宗元

等承舜帝遗法，推崇“爱国”和“利民”的思想。

对舜帝“f：和”的膜拜推崇最初是民众问祭祀，然后就有
了朝廷的官方的祭典。据《中同历史文献和方志》载：三代已开

始祭祀舜帝，舜陵设在宁远九疑山大阳溪白鹤观前．“土人呼

为大庙”。秦汉时，立舜庙于九嶷山玉瑁岩前．占地三万两千余

平方米。历朝开朝元首总要派大员千里迢迢送上一篇祭文．至

唐宋时期皂帝派员祭祀大典仍在大庙举行。元结任道州刺史

时曾对舜帝庙进行过打理。如《舜庙置庙户状并牒》碑文一日：
“⋯⋯岂有盛德人业，百王师表，殁于荒裔，陵庙皆无?遵旧制。

于州西山上已立庙讫，特望天恩许蠲免近庙三、五家，令岁时

洒扫，以为恒式。⋯⋯”

最后终于创造出了能替代汉语鼻音的日语拨音来了。

(2)促音的产生：中古汉语曾有入声，传人日本时，日本人

根据促音的特点，创造出了摹仿巾古汉语人声的促音。后来．
促音义广泛用于和语，它的主要作用是“音变”和加强语气，它

的产生使口语语音更加丰富且有力。

(3)拗音的产生：在奈良时代的日语音韵体系中，拗音仅限

r力j行和『，≮J行。引入汉字时，为准确发出汉语音而f{{现各行拗

音，并作为普通的13语发音固定下来。因此，现在H语中大量的

拗音也是汉语对日语影响的结果。另外，还有H语中的浊音、半
浊音等现象，也都是受汉语的影响。总之，汉字的传人．充，实了日

语的原有的语音系统，对口语的音韵体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3．在词汇方面

汉字的传人，增加了目语的词汇量。丰富了日语的表达能

力，并且弥补r日语抽象名词的不足。和语中，表达抽象概念

的名词，以及有关星座、人体内部脏器的词汇很少。汉语的传
人给13语增加了词汇。特别是弥补了用和语词无法表达的抽

象概念词汇的不足，如“忠、孝、礼、德”等。同时，汉字的传人对

口语的阋汇结构也产生了影响。学习日语的人都知道。日语的

词序是宾、补在前。动词在后．这与汉语恰恰相反。日本人在接

受汉语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吸收了汉语语法的词序，创造出j，
一些和汉语词序相一致的新式词，如“立入禁止”等，充分说明

了日本人的某些语言习惯已经汉语化r。

三、日语对汉语的影响

两种语青在进行交流、碰撞的同时。一定有互相作用在

内。与汉语对13语的影响来比。日语对汉语的影响就显得相对

小了一点。古汉语传人13本，对日本的文字、语占、词汇等领域
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近些年来，日语对汉语在单词引进方

面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自古以来．多半是口本从中国学到汉字文化．而如今中国

把日语巾利用汉字标记的某些意译词、自造i司等搬到了汉语

中来。其实这主要是指H语中的汉语词．其造渊结构和构词形

式与汉语相同。中国在学习和引进I：1本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方

30

法等的同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日本的语言文化带入了中

国。在中文报刊广告上经常会见到“日本料理、新发卖、景气、

公害、新下线”等词语。还有中文常见的“理发、公园、银行、哲

学、宪法”等词语都是由口本人创造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还用古汉语巾某些现成语词经

过改造，去意译欧美语词或表达日本自创的概念。这些词再回

到中国，就犹如游子归故里一般，是词汇巾的“回归词”。如：

『革命j一词就是13本人在翻译英文“revolution”一词时．借用

《易经》中“汤武革命”一词衍变而成的；r生麈J一词，日本人意

译英语“production”时，是借用《史记·高祖本纪》中高祖“常有

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中的“生产”一词衍变而成的，等等。
日语对汉语的影响，其实就是R本人利用汉语的特点。运

用汉字，以汉语(或古汉语)为文化基础，对汉字进行反吸收、

反归纳与反总结的结果。H语的这种利用汉字而翻译成的西

方语言，从狭义的民族心理上看，是不可接受的。然『fji．从民族

进步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举双手赞同它。
汉字促进了中日两国语占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日本文

化中有相当比例足由中国输入或接受中国文化而发展起来

的。而如今汉字的倒灌，这种现象丝毫不会影响这批汉字词在

中同文化中的实质作用。其奉质是他国科学与文化的融人．这

种交融，促进了世界民族的进步与发展，可以说，汉字有功于
世界语言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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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文二日：“有唐乙巳岁，使持节道州诸军事守，道州刺

史元结以虞舜葬于苍梧之几嶷山．在我封内。是故申明前诏，

立和】于州I『Ii之山南，已刻石为表。于戏!孔子作《虞书》，明大

舜德及生人之至，则大舜于生人宜以类乎天地．生人奉大舜
宜万世而不厌。⋯⋯人民之于大舜能忘而不思耶?何为来而

不归，不故死于空山?吾实感而作表。游f此帮，登乎九嶷，谁

能不惑也欤!”

能让各朝权贵对舜帝如此膜拜．这与舜帝所推崇的道德
文化有关。从舜帝儒家人性与天命关系的探讨说巾可知，舜帝

对“仁”的诠释不仅存于人与社会之间．在人与人礼仪关系、人

与自然和谐父系问办能推崇。元结施政思想也源于舜德，发扬

舜德精神成为其思想的核心。

舜帝“天下为公”的奉献精神．干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赞

颂，得到人们的尊崇与祭祀。据考证．祭舜活动是中华民族认

同共同祖先之肇始。自夏代开始，历朝历代帝E，原则上j年
一小祭，五年一大祭，每逢国家大事必祭．从末间断。夏禹、秦

始皇、汉武帝，都曾遥迥九疑lII祭舜帝。秦汉以后，历经各朝各

代，祭舜香火不断，并留有祭文和祭碑。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

土的世界上最早的帛书地图中的九嶷山南画着九条柱状物．

旁注“帝舜”二字。根据郦道无《水经注》：几嶷山“南山有舜庙，

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复识”，这九块石碑，应当属汉代以
前的祭碑。

朕生后世，为民于草野之间。当有元失驭，天下纷纭，乃乘

群雄大乱之秋．集众用武。荷皇天后土眷佑．遂平暴乱。以有天

下。主宰庶民。今已四年矣。君生前世．作蒸民主，大德无穷，垂

法至今，后人不忘者，以其量同天地故也。朕典百神之祀，考君
陵墓在此，然相去三千余年，观于帝典，大哉圣德，非天者何?

虽窃慕于心，奈禀性之愚。时有古今．民俗亦异。仰惟圣谟。万

世所法，特遣专官，祭祀修陵。圣灵不昧，尚其鉴纳焉。尚飨!

——《明洪武四年明太祖朱元璋亲拟祭文遣国史院编修
雷燧致祭》

自古帝王，继天立极，功德并隆。治统道统，昭垂奕世。朕

受天眷命，绍缵丕基。庶政方亲，前徽是景。明祀大典，亟宜肇

修。敬遣专官，拜将牲帛，昭殷荐之忱，聿修尊崇之礼。伏维格

歆。尚其鉴!

——《康熙六年，遗宗人府丞高珩致祭，告亲政》
自古帝王，继天出治，建极绥猷，莫不泽被生民，仁周海

宇。惟我皇考，峻德宏勋，比美前古，显谟承烈，垂裕后昆。朕以

藐躬．缵膺大宝。兹当嗣位之始，宜修享祀之仪。特遣专官，虔

申昭告。惟冀时和岁稔，物阜民安：淳风遍洽乎寰区，厚德长敷

于率土。尚其歃格，鉴此精诚!

——《雍正元年，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金应甓致祭，告即位》
维帝王治奉三无．功彰九伐。诰兵戎而肆武。骏烈绥戡扬

弧矢以宣威，鸿猷震叠。兹以凶酋剪灭，疆土孟安。昭耆定于极

边，共觇一道同风之盛；缅声灵于列代。益著万方向化之麻。谨
荐馨香．伏祈昭鉴!

——《道光九年，遣湖南镇箪镇总兵陈阶平致祭，告荡平
回疆》

从明、清时期所留存下来的谕祭碑看，遣官祭祀的原因

是：易位必告，即位必告，复储必告。平乱平叛必告，亦有祈万

寿祈福祉晋徽号mf遣官致祭的。可见对于舜帝制国理天下。达
万民和睦的思想的继承。

中国文明史上无论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的国家社会，都

是一种“家天下”的政治模式的延续。“朕为天子”．家即是国．

国即是家。舜帝思想巾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善的孝悌之道，

衍生出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教是为“家天下”
服务的政治道德。整个奴隶制或者封建制社会的政治生活、法

律制度。同样要求人们尊卑有序，行事处世到按规范的准则和

尺度去办。这样就能达到内平外和的理想社会。舜文化的伦理
道德发展了周礼、孔孟儒教，并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予以张扬推

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性创举，是东方人类社会从野蛮

时代跨入文明时代的进步标志。

二、泣血椎心刺史衙．诗文宁必丧英华
唐朝继元结和怀索之后．对永州碑刻发展影响较大的是

柳宗元。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其

时．永州为蛮荒之地．而司马是一个毫无实权的官职，此时的

柳宗元真是“处江湖之远”了。一个政治家，没有比政治上失败

更惨痛的事了，他在政治上受到迫害，心灵上倍受煎熬，生存

也十分艰难，可他信仰的不仅仅有“穷则独善其身”，亦有意于

济天下之苍生。他此时无权一身轻．只要有自由，就游玩于永
州的山水，排遣心中的愤懑。寄托自己的情怀；或深入民间．了

解民生疾苦。他始终未忘记“安邦治天下”的使命。

柳宗元一生推行“尧、舜、孔子之道．以利安元元为务”

(《寄许京兆孟容书》)的理想，在永州的问任期他关心民生疾
苦，为百姓说公道话，对贪官污吏的丑恶行径进行了辛辣的讽

刺，推崇“文以明道”的文学主张．写有《i戒》等文，他出色地
继承和光大了舜帝勤政爱民的思想。

永州之贬，一贬就是十年，这是柳宗元人生的一大转折。

在京城时，他直接参与革新活动，到永州后，他的斗争则转到

了思想文化领域。永州十年，是他继续坚持斗争的卜年，广泛
研究古往今来关于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一些重大

问题，撰文著书，《封建论》、《非(国语)》、《天对》、《六逆论》等
著名作品，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

柳宗元在永州作有《湘源二妃庙碑》文：“元和九年八月二

十Et。湘源二妃庙灾。司功掾守令彭城刘知刚、主簿安邑卫之

武，告于州刺史中承清河崔公能。祗栗厥戒。⋯⋯发开元诏书．

惧废守祀。⋯⋯斩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乃桴乃载，丁逸事
遂。⋯⋯十有一月庚辰．⋯⋯立石于庙门之宁下。⋯⋯帝既野

死，神亦不返。食于兹川，古有常典。⋯⋯沉牲爰告，即石是铭。

铭日：⋯⋯德形妫讷。神位湘浒。揆兹有初，克硕厥字。唐命秩

祀，兹邑攸主。⋯⋯潜火煸孽，炖于融风。神用播迁，时罔克龚。

邑令群吏。告于君公。廉用积余，以就尔功。既夷以成，崇宇峻
墉。神乐来归，徒御雍雍。⋯⋯南风酒淆．湘水如舞。⋯⋯刻此

乐歌，以报终古。”此庙建在永州零陵，柳宗元以湘妃庙修葺之

事歌湘妃之忠，实际是表自己对改革政策、造福民生之忠，舜
帝有灵，当慰心宽怀矣。

柳宗元在被贬永州和任柳州刺史期间．深入社会底层。了

解人民疾苦．写出了大量的反映人民疾苦的文章．提出了一系

列为民谋利为民造福的改革措施，并事事躬行，受到了人民群

众的景仰。韩愈在《柳子厚纂志铭》中说柳子任柳州刺史后“因

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由韩愈作文，苏轼书丹，颂扬柳

子政德的《荔子碑》(现存于永州零陵区柳子庙中)，则是x,t杉P

宗元一生政绩的肯定。柳子庙的修茸既是对庙宇几番建设的

记载，又可见证各朝代对一代大师的敬重。柳宗元开放了永州

之风气．以其文其笔将永州美丽的风景．独特的风俗公于世．

更是以其“民生之道”为白|姓着想。柳宗元认为君主要想治理

好国家，安于君主之位，必须勤于政事，以爱民、利民为务。方
可安邦治天下。

三、“忠孝廉节”长励志。丹心千古照汗青

永州江永“月陂亭”白壁上现存碑刻有26方。记述村中大

事．功德名言．绵延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被认为是国内罕见
的千年石刻家谱。石刻中有规劝村人要孝敬和睦的碑文．有道

学“吟风弄月”典故最早的诗文，铭记周敦颐教诲后世的道学

风流。其中最遒劲壮观的是平均高达1．8米、宽1．3米的“忠孝廉

节”四个大字，是我省发现的最早的南宋爱圉将领文天祥的手

迹。现立于湖南岳麓书院巾的“忠、孝、廉、节”四块巨碑上的书

迹就是从永州江永上甘棠月陂亭翻刻而来。
据史书记载，文天祥在“成淳几年(公元1273年)。起为湖

南提刑”，率兵镇压广【酉恭城秦盂四的起义，驻扎在江永古泽。

达两个多月。《文天祥全集》收录了他在江永与左丞相兼枢密

使江万里(时迁授湖南安抚使，知潭州)的数卜封通信。清道光

《永明县志》也有收录。他在《回永州杨守履顺》中说：“君相之
所柬知，石崖齐天，唐中兴颂功处也。”“从上甘棠刻第二颂．旗

常濯濯。”可见，文天祥为卜甘棠人题过辞。“忠孝廉节”是他对

上甘棠人的期望，也是自我鞭策，表明了一生的信仰与追求。

文天祥在《忠孝提纲序》中说：“为臣忠，为子孝，出于夫人
之内心。”“士君子之于天下，固不必食君之禄而后为忠，亲存

而后为孝，语日：‘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义理之责，庸有既

乎。君更以是推广其说，使人人知忠孝之为切己事。常也由其

道，变也不失其节，则于世教，岂日小补之哉。”南宋末年．周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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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英文原声电影《阿甘正传》解析
阿甘的成功原因及带给人们的启示

李艳飞

(河池学院国际交流处，广西宜州 546300)

摘要：《阿甘正传》是一部经典的英文原声电影。影片
通过描写阿甘的成功经历．直观展示了美国一定时期内的历

史、文化、人物和社会发展历程。本文分析的重点在于智商只

有78分的阿甘为何能取得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又带给人们

什么样的启示。

关键词：英文原声电影《阿甘正传》成功原因 启示

英文原声电影“还原真实的语言(语用)环境，能够直观

地了解异域文化，时代感强”⋯。《阿甘正传》以全景式的画面

展现了美国历史20世纪60至80年代的重大历史、社会事件，

其巾种种代表人物也以不同的方式与阿甘有一面之缘，令中

国观众对美国历史、文化人物、社会发展有了更加直观、立体

的认识。

影片开头随风飘零的羽毛。带领观众目睹了一个个美丽

祥和的衄I面。羽毛最后落在r阿甘脚下．被他拾起放在一本书

里，从而引出了本片的主人公。阿甘的一生就像那片羽毛一

样，看似漫无目的地随波逐流，却在每个人牛转折的蕈要时刻

都有新的挑战与之邂逅。看似不经意的人生转折，却使阿甘踏
上了一次次成功的旅程。而他成功的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

因。阿甘诸多成功的人生经历，使观众备受启迪。
一、阿甘成功的原因

(一)遵从主流文化的价值观。

阿甘成功的根源在于其遵从了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观。

“作为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观源自i个传统：一是自我改善、
劳动致富、自我约束和职业道德：二是个人主义、个人自由、机

会均等、政府民治：三是自力更生、创新精神、乐观进取，边远

地区传统”。[21

阿甘从小脊背弯曲，就像他的医生说的：“His back is

crooked as apolitician．(他的背像政客一样弯曲。)”身体天生的
缺陷并没有让他和母亲自怨自艾，母亲坚定的信念和阿甘

本人不怕吃苦的精神，使他通过自我改善，战胜r身体上的
缺陷。

母亲从小就教育他：“Never let anybody tell they are better

than you Forrest．If God intended everybody to be the same，it had

given US a11I)races on otlrlegs．(如果卜帝的旨意要人人平等，他
会给我们所有的人腿箍。)”虽然这是母亲面对智商不高的阿

甘采取的一种浅硅易懂的安慰与教育方式．但这种机会均等、

人人平等的思想，从他很小的时候就扎根到其价值观当中。虽

然他的智商只有78分．却同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从小学、初
中、高巾毕业，在一次奔跑当中被选中．顺利升入了大学．最终

成为一名橄榄球明星。

阿甘的另一个成功的壮举是他锲而不舍．最终成为捕虾

大王。从对捕虾一无所知，买了艘旧船．捕到的都是白．头、废品

之类的东西，到成为成功的捕虾大王、百万富翁。是同他自力

更生、乐观进取的精神分不开的。正是具备了这些精神。才使
阿甘不惧困难、不怕失败，最后获得了事业E的巨大成就。

(二)亲情、友情、爱情成为阿甘成功的精神动力和情感

依托。

与母亲的亲情，与巴布的友情。与珍妮的爱情，深刻诠释

了人问处处自．真情。阿甘母亲对他的爱主要表现在对他人生

观的确立方面。从小，母亲就教育阿甘“You a咒no difierent．”

(“你和别人一样”)。面对蹦人异样的眼光和挑衅的言辞，母亲
总是挺起胸膛，为儿子据理力争。面对智商只有78分的儿子，

母亲对他教育也有自己的一套，正如阿甘自己说的：“Mama

always had a way to explain things SO I could understand them．(妈

妈总有办法把事情说清楚，让我也能听明白。)”也止是在母亲
的尊尊教诲之下．阿甘最后成r一名著名的慈善家。

阿廿与巴布的交往成为影片的一大亮点，尤其是巴布跟

阿甘说捕虾的时候。影片运用r几个场景来表现巴布不停地

在跟阿甘讲述关于捕虾的事情，阿甘虽然只是默默地存那黾

做事，巴布也不管他是否听了进左，阿甘却一点也没有表现出

不耐烦的样子。两人问的这种默契，正是他们两个成为好兄弟
好朋友的原因之一。往越南的一场激烈的战斗中，阿什凭借自

己的速度优势，很快地撤退到了安全的地方。而当他猛然想到

颐的理学思想经过朱熹等人的推崇．已经得到官方乃至民间

的认可．“忠孝廉节”体现了理学的深刻内涵。文天祥在江永

时，元军大兵压境．南宋工朝摇摇欲坠，危在旦夕，他的“忠、

孝、廉、节”的思想已经形成。当元兵攻陷长沙后。江万垦以七

十八岁高龄投江而死．对文天祥影响极大。至元f‘五年(公元

1280年)八月．文天祥拒元将张弘范战于潮阳，后被突袭捉住。
他不为高官厚禄所引诱，在燕京被凶禁■年，就义时在农带上

写下“孔日成f：，孟日取义。惟其义尽，所以f：至。读圣贤书，所

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的诗句，视死如归，用47岁的血

肉之躯实践了“忠孝廉节”的崇高诺言。高唱了一首威武不屈

的“正气歌”。他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

句，光耀口月．成为历代励志的名言。
文天祥的“忠、孝、廉、节”以报国尽忠、敬亲为孝，政德廉

洁，拒降为节．民族利益和家族利益合为一体，达到忠孝两全。

他的忠孝廉节和爱国之心。与舜帝孝道、勤政爱民思想，以及

元结、柳宗元民生之道是一脉相承的．构建了永州道德文化整

体框架：以“民”为主，以“国”为本．传递“忠孝”之义。

永州石刻文化内涵丰富。对永州石刻文化的发掘、探源和
研究，不仅有利于传承永州优秀古文化．而且对永州旅游文化

产业的开发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

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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