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0 卷第 1 期
2018 年 1 月

泰 山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TAISHAN UNIVERSITY
Vol． 40 NO． 1

Jan． 2018

2000 年以来泰山名人文化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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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泰山名人及其文化研究，是泰山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近年来，泰山名人文
化研究在人物考证、传记书写、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传世文献、地方石刻与出土资料，个
案考察与群体研究相结合，探讨泰山名人文化内涵、特征、体系构建等重要理论问题，论述名人
与泰山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重点关照泰山地区社会、政治、人文生态，追索泰山文化精神内核
与地方社会构建与运行的相互关系，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深化了对泰山地方
社会与文化的认识，在地方人物与地方文化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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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作为人类早期生息繁衍的地区之一，是
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
化遗产众多，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中，有着
重要的地位与影响。“泰山是伟大中华民族历史
的见证”［1］( P22)，“承载了丰厚的中国传统文
化”［2］( P1)，“欲弘扬中华文化，必先弘扬泰山文化”
( 季羡林语) ［3］( P1)。上古以来，历代帝王封禅祭祀
天地，名人达士登临揽胜感怀，黎民百姓崇拜信
仰，对泰山文化的传播与兴盛起着不可估量的重
要作用。人类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历史人
物及其活动是研究泰山文化的重要途径。

学者们对泰山人物的研究表现出持久的热
情，特别是对各时期名人达士，由于其人数众多，
事迹鲜明，史料记载充分，政治、社会影响巨大，相
关撰述评论尤为丰富。近二十年来，随着史学研
究领域进一步拓展，新理论、新方法的应用，新史
料的涌现，泰山名人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阶
段，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有力地推
动了泰山文化研究向深度与广度拓展。

一、泰山名人文化研究专著

2000 年前后，在传统的考证阐释、传记评论
基础上，学者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探讨泰山名人
群体的内涵、外延、特征、内部构成、精神内核等众
多问题，并提出“泰山名人文化”概念。袁爱国于
1999 年出版的《泰山名人文化》通过叙述和阐释
历朝历代 40 余位文化名人及其在泰山交游、驻足
流连之际所创作的大量文学作品，总结了这些名
人的泰山情结，归纳出泰山名人文化的系列特征
和其所展现的泰山文化精神品格，奠定了泰山名
人文化研究的基石。［4］

在此之后，有数部历史名人相关著作出版。
周谦、吕大明 2001 年出版的《泰安三千年人物
传》［5］，姜华 2004 年出版的《泰安籍历代高官传》
等，均从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梳理、考释了泰安地
区的历代名人及其主要事迹，是历史人物传记中
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些作品客观上便利了泰山
名人文化研究，遗憾的是体裁所限，未能作深层次
的探讨与系统研究。［6］

2012 年至 2015 年，聂立申《金代名士党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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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金代泰山文士研究》与《金代泰山名士稽
考》系列著作的相继出版，是泰山名人文化研究的
一个高潮，同时也是这一时期泰山文化研究的关
键成果。这标志着泰山名人文化研究在传统的考
证阐释、传记评论与前期理论探索尝试的基础上，
以个案考察结合群体研究，综合论述泰山名人群
体的内涵、外延、特征、内部构成、精神内核等众多
问题，着手构建泰山名人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探
索名人与泰山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泰山名人
为切入点揭示泰山文化之形成与变迁。

2012 年出版的《金代名士党怀英研究》，是作
者“地方名人文化及遗产保护的应用研究”项目
的阶段性成果。该书从宏大的视角将党怀英所处
的历史时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对党怀英个
人的籍贯、家世、生平事迹进行了详细梳理，并在
金代社会概况分析、归纳基础上，对党怀英的求学
经历、仕宦经历加以精细考证，对党怀英与泰山书
院、辛弃疾、全真七子、赵沨的社会关系进行了准
确厘定，对党怀英的诗歌艺术、书法作品、思想脉
络、泰山情怀和历史地位也进行了公允的实时定
位。该书首次为党怀英研究提供了成规模的作品
文献，是 2000 年以来泰山名人个案研究的范
本。［7］

2014 年出版的《金代泰山文士研究》，是一部
系统论述地域文学、文化历史脉络的著作。该书
着重考述了金代泰山文士的界定、渊源、构成、类
别、发展脉络、生活状况、价值取向和活动轨迹等
内容，并对金代泰山文士所处的地域特色整体特
点和历史地位、作用进行了详细深入的研究，期间
选取了党怀英、赵沨等作家做为个案进行了探究。
该书对于深化金代文学，尤其是地方区域文学的
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作者有言: “加大对
历史上泰山名人的怀念与研究，便是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继承与发扬。”［2］( P176)

2015 年出版的《金代泰山名士稽考》，集中反
映了作者近年来关于该群体人物社会关系与影响
的学术研究成就。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该书以泰山
名士群体和典型名士为研究对象，用一种细密的
钩沉、典雅的表达和切中肯綮的分析，对泰山名士
的代表东阿候挚、徂徕石震、东平赵沨、平阴三贤、
济南五士等文士的籍贯、家世、求学、仕宦经历加
以描述，对部分名士的社会关系和活动事迹进行
了准确厘定，在此基础上，采取全息化思维研究历

史人物的模式，广泛考察了泰山周边各个历史遗
迹中该名士群体所留下的历史足迹。［8］

二、泰山名人文化研究论文

2000 年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中
外交流的加强，以及碑刻墓志、档案文书等的不断
涌现，大量文献呈现在研究者面前，借助这些优
势，2000 年以来关于泰山文化，尤其是泰山名人
文化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相关的研究论文
众多，多点开花，兹分专题胪列如下:

( 一) 关于泰山名人与宗教的研究
宗教与泰山名人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学

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在宗教人士的探索中取得
了不少硕果。如阚文文的《泰山祖珍禅师的茶禅
思想》一文就深入探讨了普照寺祖珍禅师的泰山
茶禅与祖珍禅师的关系和泰山茶禅文化的渊
源［9］( P1 － 5) ;陈金凤、汪超的《唐玄宗泰山封禅与道
教之关系》一文则深度分析了唐玄宗封禅泰山的
历程及与道教之间的关系，指出唐玄宗封禅泰山
时没有道教宗教人士的参与，这与唐玄宗重视儒
家政治、节 制 佛、道 教 发 展 的 政 策 因 素 相
关［10］( P39 － 44)。

( 二) 关于历代帝王与泰山的关系研究
帝王与泰山的关系，历来是泰山文化研究的

核心组成部分，近十年来关于这方面的成果屡见
不鲜。如赵波平《泰山无字碑或为武则天所
立———兼述新发现的总章摩崖》一文从无字碑自
身的字体结构、碑的形制及风化程度，对泰山无字
碑进行了详细考证，得出泰山无字碑是武则天在
唐总章二年以封禅名义所立的告天石碑，为唐代
政治制度及泰山碑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与启
示［11］( P33 － 35) ;朱英《乾隆皇帝东巡泰山考论》则探
讨了清代乾隆皇帝巡游泰山的原因、过程以及其
巡游泰山后对泰安及周边地区发展所产生的政
治、经济、文化影响等［12］。

( 三) 关于泰山地区政治名人的研究
黄觉弘《泰山羊氏考》一文认为泰山羊氏起

于东汉，兴盛于两晋以及南北朝前期，衰微于萧梁
高齐之后。泰山羊氏以南城系最为显赫。南渡后
因羊氏家族长期隔离故里，失却了赖以发展的势
力凭借而迅速衰落，此后更由于宗族分裂及当时
政权新政策的实施，导致了泰山羊氏最终的湮
没［13］( P29 － 32) ;周郢《羊祜故里在新泰》一文结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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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碑志史料、通过列举十条主、旁证史料、九条实
证史料考证了晋代杰出政治家、军事家羊祜( 公元
221 － 278 年) 故里不在山东临沂费县，而是在泰
安市新泰县 ( 古称平阳) 羊流镇［14］( P89 － 92) ; 其《泰
山羊氏源流考》一文则详细考证了羊姓源出及其
先世羊舌氏本末，泰山羊族的兴衰起伏与名人行
迹，泰山羊族后嗣的播迁蕃衍及不同支派
等［15］( P86 － 90);《流寓韩国的泰安名臣世家》一文考
述了韩国历史上著名的九义士王氏一系系出泰安
范镇王氏家族，王以文为明朝大臣宁夏巡抚王揖
之孙［16］( P18 － 21)。

( 四) 关于历代文士与泰山的关系研究
“泰山及附近地区文化昌达，人才辈出，涌现

出一大批贤士文豪，很值得作深入研究。”［2］( P3) 近
年来，泰山文士研究成为研究的热点，产生了一大
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泰山名人文
化研究的发展。聂立申《金代泰山文士交游考》
一文从活动于泰山及周边地区的金代文士入手，
通过考证这些文士的社会交往及活动方式，详细
论述了这些文士的类型及活动轨迹，对构建与拓
展泰山文化有着重要作用［17］( P98 － 104) ; 其《辛弃疾、
党怀英决蓍分手原因探析》一文则通过对文献史
料、碑志等相关文献考证，首次在探讨二人关系基
础上，深入阐释了宋金对峙时期辛弃疾、党怀英二
人分手原因是两人家庭生活经历、文化背景不同
及政治价值取向不同等因素造成［18］( P43 － 47) ;而《金
代文士刘长言家世生平考》一文则结合历代文献
及地方碑志，在学界第一次考证出刘长言的生卒
年( 生于北宋元祐五年，卒于大定二年及生平事
迹) ，并在此基础上考证了其生平事迹和历史影
响，为金代文学尤其是区域文学的研究提供了重
要参考［19］( P85 － 90)。魏伯河《北宋名士姜潜生平考
略》一文从学术交游、与王安石关系、名士风度、生
平问题、北宋人文环境五方面详细考证了姜潜的
生平事迹及学术界的疑惑问题［20］( P78 － 84)。刘硕伟
《泰山羊氏的家庭教育及其廉洁家风》一文从家
族出仕者律己甚严、口碑极佳的羊祜、羊篇、羊敦
等廉吏作为羊氏家族典范考证，深入挖掘了羊氏
家族家庭教育与廉洁家风的关系，以及对当代家
庭教育及廉政文化建设的意义。［21］( P60 － 64)周郢《泰
山和圣祠与历史上柳下惠的崇祀》一文从和圣祠
作为泰山历史上的著名祠宇考起，详细考证了该
祠创构以来的沿革兴废，通过和圣祠祭祀历程观

察了不同时代背景下对柳下惠的阐释与解读，总
结了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政治动向与时人心
态;［22］( P33 － 37)《泰安回族士人与泰山文化》一文探
讨了泰安回族士人对泰山文化的贡献，认为回族
入居泰安后，即与泰山发生关联，在历史演进中，
泰安回族不仅丰富充实了泰山文化，同时也为泰
山的建设保护及其文化的弘扬传播，作出了自己
独特的贡献;［23］( P60 － 63)《明清易代中的泰安士
人———〈泰安施氏族谱〉中相关人物史料考索》一
文则指出，新发现的《泰安施氏族谱》对明清易代
之变中，泰安士人命运也随之起伏不定有生动反
映。《泰安施氏族谱》所记萧启濬谋叛罪案、施天
裔曲折身世及赵国麟应试经历，分别显示了明朝
勋臣的末路、从龙新贵的崛起与治世名臣的产生。
三家不同的人生遭际，无疑折射了明清之际社会
巨变之一斑。［24］( P17 － 22)《农学家范一双与泰山天外
村》一文深入分析了农学家范一双兴建天外村的
过程及贡献，并考证指出天外村开发始于清末农
学家范一双，时任候补直隶知州的范一双去职后
因在泰山西麓置田数十亩，建别墅“天外墅”而得
名“天外村”［25］( P9 － 11)。

( 五) 关于历代儒学名人与泰山的关系研究
“泰山及周边地区，是儒家学说产生并逐步走

向成熟的摇篮。”［2］( P65) 风景独特、地理位置优越
的泰山，作为帝王莅临、文人墨客、达官贵人驻足
停留或宗教人士心向往之的地方，吸引着不同时
期不同阶层民众前来，从而使之成为泰山一道靓
丽风景，并催生了系列关于儒学名人与泰山关系
的研究成果。如戚焕丽《孔子与泰山文化》一文
认为孔子对三代文化典籍的整理、传授与推广，为
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大量
留存文献表明泰山独尊地位的形成与孔子及其弟
子的关系密切，研究泰山文化应从孔子编著的历
史文化典籍中溯其源，并从孔子之后的儒家思想
文化发展中理其流［26］( P110 － 114) ; 刘渊、刘平《孔子
与泰山》一文论证了孔子与泰山在地位、精神内涵
方面的相通性以及孔子思想在泰山上的新发展
等［27］( P13) ;葛焕礼《孙复生平事迹及著作考辩》一
文从碑志、文献考证出范仲淹、石介、孙复及胡瑗
等人的社会关系和结识的前后，纠正学术界对孙
复生平研究的误区［28］( P60 － 67) ;万昌华《泰山———中
国宋代理学的龙兴之地》一文从胡瑗、孙复及石介
在泰山的修身治学之地出发，细致探讨了宋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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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对宋代学术转向产生的巨大影响［29］; 周绍华
《〈石介事迹著作编年〉辨误三则》一文，结合文献
及现有研究成果认为陈植锷先生遗著《石介事迹
著作编年》中对石介部分作品写作时间的判定不
尽准确，并进行了详细辨析与考证［30］( P32 － 35) ;曹俊
明《泰山先生孙复和他的泰山书院》一文则在前
人研究的基础上再次探讨了孙复及泰山书院的关
系［31］( P118 － 119) ;王枫秋《徘徊于泰山与儒家之间的
新泰人》一文则从新泰人深受泰山文化浸染和地
区文化影响两方面探讨了新泰名人身上所具有的
本土情节重、崇尚礼仪、尚俭质朴、敦厚实在的品
格精神［32］( P352)。

( 六) 关于民间名人故事与泰山的关系研究
民间故事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历来备

受民间大众和学者喜爱，传承与研究的热潮不减，
但近十年来关于泰山周边民间名人故事的研究成
果却不多，如李晓光、张令河《泰山狼虎谷黄巢遇
难考》一文从传世文献和今人研究成果及地方地
名、碑志，认为黄巢败亡之地就在泰安境内下港乡
祥沟村、黄路湾村、黄巢观村一带，为黄巢研究提
供了新的有力依据［33］( P11 － 12) ;周郢《杨家将故事与
泰山》一文通过历史上杨延朗作为扈从武臣参加
宋真宗封禅大典的考证，将杨家将与泰山的关系
进行了详细梳理，并指出宋元之际泰山周边涌现
的众多山寨及女杰，乃是戏曲穆桂英等艺术形象
的直接源头，明人笔记中红裳女子在泰山与杨六
郎过招的情节，是穆桂英故事进入杨家将传奇的
一个关键链环。

( 七) 关于近现代名人与泰山的关系研究
近现代名人的研究，近年来不断进入泰山文

化研究的视野，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新成果，而这些
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冯玉祥、万里等名人身上。

目前学界关于冯玉祥的研究众多，但涉及冯
玉祥与泰山的则较少，其中有: 蒋铁生《李达泰山
讲学对冯玉祥世界观的影响》一文从李达 1932 年
6 月 20 日至 7 月 15 日来泰山给冯玉祥讲学及二
人关系入手，考察了李达讲学的内容为辩证法和
唯物论，探讨了李达的理论观点和思想对冯玉祥
世界观的影响［34］( P54) ;王英维、赵国材、章国军《察
哈尔抗战的酝酿: 冯玉祥离开泰山移居张家口原
因考述》一文认为冯矢志反蒋救国，初把希望寄托
在韩复榘身上，但因韩复榘私心过大并且只想谋
求个人地盘，冯失望之后看到西北军余部二十九

军可资利用，遂想借助宋部掩护企图东山再起，进
而抗日反蒋［35］( P42) ; 王新峰、李俊领在《冯玉祥先
生泰山史迹钩沉》一文结合近几年新发现的一些
旧址与遗迹，从 20 世纪 30 年代冯玉祥两次隐居
泰山期间，砺志读书，造福地区人民，尊烈敬贤，积
极宣传抗日的诸多事迹，进行了梳理与考证，凸现
了冯玉祥敢为天下的精神，进一步丰富了泰山文
化的内涵［36］( P13)。

近十年来发表的各类万里研究文章百余篇，
涉及农村改革、法制建设、环境保护、城市改革与
建设等各个领域，如丁龙嘉《万里与农业经济管理
学者杨勋对话包干到户》［37］( P1 － 3)、《“南方谈话”
与万里田纪云的阐发及其当今价值》［38］( P1 － 8)、《万
里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批判与否定》［39］( P1 － 6)等系列
论文对万里于 1980 年进入中央决策层后，在邓小
平、胡耀邦支持下，将双包到户推向全国，并最终
形成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改革的
意义和万里锐意改革的精神价值进行了详细阐
释;王智勤《论万里农村改革思想》一文从万里于
70 年代末主张清除“左”的影响入手，探讨了万里
积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的措施与
意义，提出了其改革思想对当下的“三农”建设具
有重大指导意义的观点［40］( P20) ;徐岩的《万里的环
境保护思想及其当代意义》［41］( P6) 及郭兆红、王国
聘的《论万里的环境保护与造林绿化思想》［42］( P13)

等相关论文从万里所作的重要指示、讲话、谈话和
文章中，概括出万里预防工业污染、保护环境、造
福人民群众，坚持经济建设与自然环境保护协调
发展的理念思想，从而为国家长远战略的规划布
局奠定了基础; 赵树凯《万里与农村改革中的政
治》一文通过考察万里推动农村改革的历史过程，
分析了农村改革在发轫、突破、推进的过程中所遭
遇的体制阻力和思想限制，探讨了农村改革取得
成功的根本原因和外在条件，并认为，农村改革的
关键在于突破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限制，以民众
的需求和选择作为政策调整的根本出发
点［43］( P12 － 14)。

三、总结与展望

自 1999 年“泰山名人文化”概念提出以来，泰
山名人文化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近年来更
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学者们在继续保持传统的
人物考证、传记评述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传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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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地方石刻与出土资料，个案考察与群体研究相
结合，探讨泰山名人文化内涵、特征、体系构建等
重要理论问题，论述名人与泰山文化之间的互动
关系，重点关照泰山地区社会、政治、人文生态，追
索泰山文化精神内核与地方社会构建与运行的相
互关系。这些研究成果有力地拓展了泰山文化研
究的深度与广度，进一步深化了对泰山地方社会
与文化的认识，在地方人物与地方文化研究领域
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认真审视这些成果，我们为学术界取得的成
绩而高兴，然而，同时也需要承认泰山名人文化研
究依然存在某些不足: 第一，在以往的成果中，泰
山名人文化研究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许多
学者只是在研究其它问题时简略涉及，或是仅就
某一段历史时期泰山名人与文化考释，这使得已
有的研究成果过于零散，缺乏系统性。泰山名人
文化体系构建任重而道远。第二，在以往的成果
中，对泰山名人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泰山名人与中
国历代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之关系缺乏全面、具体
的研究。总的来看，着眼于宏观概括的成果多一
些，着眼于微观研究的成果少一些。

基于对泰山名人文化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的认识，我们认为根据主要研究内容可从以下几
个方面突破:

第一，泰山名人在泰山文化发展中的作用问
题。泰山文化作为传统文化和山东区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及典型代表，泰山名人的参与无疑对
泰山文化的兴盛起到了积极作用。今后应当在考
察泰山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的基础上，结合对泰
山名人的个案分析，比较全面准确地评价泰山名
人对泰山文化所做的历史贡献。

第二，泰山名人在不同社会中其政治地位的
变迁问题。从炎黄创业到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
泰山名人活跃于不同朝代兴衰起落的各个历史时
期，泰山名人的政治地位各不相同，应当尽量采用
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详细探究不同时
期不同阶段泰山名人参与政权运作的情况，进而
在动态中勾勒出泰山名人政治地位变迁的轨迹。

第三，泰山名人与中国社会进程的关系问题。
自有史记载以来，不同时期的泰山名人几乎参与
了中国社会所有的重大进程活动，同时他们还传
播并实践着历代的传统文化思想，应加大对二者
关系的研究与定位，从而作出一个比较客观的结

论。诚如学者所言:“在泰山及周边地区这块古老
的土地上所发生的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不仅是山
东地方性的事件，更是全国性的事件。”

第四，泰山名人的内心世界与社会生活。以
往对泰山名人的研究，偏重于名人的政治功用，而
很少有人去探究他们内心深处的巨大矛盾和这种
矛盾消释的过程。有鉴于此，从具体的历史情境
出发，对泰山名人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入发掘，对他
们的社会生活作比较全面的描述和研究，不失为
一条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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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ary on the Research of Taishan Celebrity Culture since 2000
CAO Jian － gang

(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Social Development，Taishan University，Taian City，Shandong Province 271000)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aishan celebrities and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Taishan cultural stud-
ies． In recent years，on the basis of character studies，biographies and case studies，the research on Taishan
celebrity culture，synthetically using the handed － down literature，local stone inscription and unearthed docu-
ments，combining case study with group research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Research has discussed the
connotation，characteristics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aishan celebrity culture and some other important the-
oretical problems，and th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lebrity and Taishan culture． Furthermore，the
research on Taishan celebrity culture has paid much more attention to Taishan regional society，politics and
humanistic ecology，and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Taishan culture and the con-
struction and functioning of local society． These achievements have further deepened the understanding of
Taishan local society and culture，which provides the academic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with the re-
search on local people and culture．

Key words: Taishan; celebrity; com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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