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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刘基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研讨会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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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3）

摘 要：2017年12月8日— 11日第三届刘基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刘基故里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召开，来自国

内外30 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百余位专家学者着力从历史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化产业等方

面展开跨领域对话，试图透过迥异的研究路径和研究议题，共同探讨“刘基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与会学者分别从

政治、文化、概念、制度和非遗等角度切入，或关切刘基的历史考评，或关注刘基文化产业发展，或考察刘基制度思

想与实践，或考察刘基文化相关民俗与非遗活动，或研究刘基易学与堪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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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mmary of the Academic Seminar of“The Third Liu Ji Cultur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eminar”

HE Wei, YU Mei-yu

（Zhejiang Industry &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Wenzhou, 325003, China）

Abstract: The Third Liu Ji Cultur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was held in Wencheng County, Wen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from December 8th to 11th, 2017. More than 100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more than 30 universiti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

stitutes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History research, folk custom research, writing research, ideological and military research, cultural in-

dustry and other five major research themes of Liu Ji's culture were thoroughly discussed, and they focused on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of academic research on“Liu Ji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s, culture, concept, system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participants were concerned about liu Ji's historical evalu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liu Ji's cultural industry, liu Ji's institutional

thoughts and practices, liu Ji's culture-related folk customs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activities, or about liu Ji's yixue and kanyu's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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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月 8日-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

俗文化研究中心、亚细亚国际民俗学会、文成县人

民政府、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等单位主办的第三

届刘基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刘基故里浙江省温州

市文成县召开。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日本

爱媛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明史学会、中国军

事科学院等30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国内外百余位

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涌现了一批

卓有建树的学术成果，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共同推动

了对“刘基文化”这一议题的系统认识。研讨会共

收到论文63篇，集中展现了学界关于刘基文化研究

的最新成果，现将主要学术观点分述如下：

本次研讨会着力从历史人类学、民俗学、社会

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化产业等方面展开跨领域

对话，试图透过迥异的研究路径和研究议题，共同

探讨“刘基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与会学者分别

从政治、文化、概念、制度和非遗等角度切入，或

关切刘基的历史考评，或关注刘基文化产业发展，

或考察刘基制度思想与实践，或考察刘基文化相关

民俗与非遗活动，或研究刘基易学与堪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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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考评

近现代以来，鲜有人对刘基生平史实及历史考

评做专题的深入研究，20世纪 30～40年代王馨一

及刘基裔孙刘耀东各编有一本刘基年谱，总的来说

都稍显简略，反映不出刘基思想的成长历程及其著

作创作情况，在很多方面，还是以讹传讹。除此之

外，少有人从学术意义上对刘基做专题研究，散见

有关论著中关于刘基的研究也多是一笔带过、浮光

掠影，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刘基的研究

才逐步深入。较突出的如郝兆矩先生自 20世纪 80
年代开始刘基研究，先后出版了《增订刘伯温年

谱》《刘伯温全传》等，另有多篇刘基研究专论。

继起者如周群、吕立汉、俞美玉等学者，在刘基生

平史实研究方面，做了许多扎实的考辨工作，提升

了刘基历史考评研究的学术水准。此外，还有周松

芳《刘基研究》等一大批以刘基为研究对象的硕博

士学位论文，以上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有

局限。一是对刘基编年考证不够，特别由于后世朝

廷与民间对刘基的神化，许多史料真伪难辨，而学

界诸多学者又太过相信谱牒和地方史志资料。二是

文、史分离现象比较突出，比如说做刘基文学研究

的人，对他的政治思想、制度思想，甚至生平履历

研究不深，难以准确判断把握其著作主旨，也就难

以对刘基生平史实作出准确评价；而做历史研究者

又忽略了他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身上所具备的文人

气质，对其行事不可避免带来误解。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此次研讨会提交的相关

论文，采用知人论世的方法，考辨材料真伪，还原

刘基人生，还原刘基形象。同时，加强了对社会政

治背景、家族家世、与刘基及相关人物关系的分析

考辨，增加刘基形象的理解维度。如陈支平教授从

以往较少有人涉及的刘基家事，以及某些家事对于

刘基政治历程影响的角度切入，试图对刘基的若干

家事问题进行研究，并探讨了这些家事对于刘基政

治演变历程乃至明代的某些政治事件的影响。南炳

文教授《浅论洪武三年刘基关于丞相候选人之评

论》一文根据《诚意伯刘公行状》、《诚意伯次子閤

门使刘仲璟遇恩录》、《明太祖实录》等历史文献，

对洪武三年刘基与朱元璋关于丞相候选人的一番谈

话进行了深入剖析后认为，关于丞相候选人的这番

谈话，是了解、认识在明初建国中立有大功的刘基

之品德和见识的重要一环。台湾学者陈立骧教授

《对刘伯温与诸葛亮历史评价的省思》一文对协助

朱元璋“一统江山”的刘伯温，其历史评价为何总

是略逊于只有辅助刘备“三分天下”的诸葛亮之种

种原因，进行了探讨与省察。刘日泽亦将诸葛亮和

刘基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比较。沈一民《〈刘基·一
个中国谋臣的两面形象〉的史学贡献》一文通过对

著名史学家陈学霖《刘基：一个中国谋臣的两面形

象》博士论文的梳理，全面分析了陈学霖在刘基研

究中的重要贡献。王雅洁《刘基长子刘琏死因试

探》一文从多角度探讨了刘基长子刘琏的死因，认

为刚正为国，不与胡党同流合污，为其遭受胡党药

杀之原因。雷克丑《元末明初部分南田山作家略

考》一文，以历史的视角，对元末明初的蒋頫、刘

基、徐仲成、钱叔礼、陈谷等十一位作家的生平、

著述、作品述评等作了考述。孙红华《朱元璋对刘

基心怀愧欠之意》一文认为大明开国之后，因为刘

基的可利用价值下降等原因，朱元璋开始疏远、冷

落，甚至打压刘基。不过朱元璋自己也清楚刘基的

功勋作用，每次“不公正”对待刘基之后，似乎多

多少少都会产生一点愧欠之意，并有意无意地给于

一些“补偿”。张宏敏反思了百年来刘基研究取得

的进步与不足。王春红对刘伯温家族的宗谱文化进

行了考察。

二、民俗研究

据《明史·刘基传》载：“每召基，辄屏人密语

移时……顾帷幄语秘莫能详，而世所传为神奇，多

阴阳风角之说，非其至也。”因为刘基关于安邦定

国的锦囊妙计，都是与朱元璋在密室中交谈，帷幄

语秘，人莫能测，所以世间自然传为神奇。而世间

刘基传说最多的是“阴阳风角之说”，留给人们神

秘感，为民间刘伯温传说和刘伯温相关民俗的产

生、传播，预留了许多空间。经数百年的积淀，目

前刘伯温传说、太公祭分別进入国家非遗名录，迫

切需要加强研究。[1]

目前刘基文化民俗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用历史的眼光来考察刘伯温传说对刘基的“神

化”，追踪其可能的本源，用来说明历史事实等。

毕英春、蒋星煌是这方面的代表。二是民间文艺工

作者，他们在全国各地收集整理现仍流传的刘伯温

传说。主要著作有吴孟前编辑整理的《刘伯温传

说》，周文锋在此基础上整理的《刘伯温传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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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研究普遍停留在收集整理阶段。[2]

刘基文化民俗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是对刘伯温民俗尚缺乏系统而有深度的综合研究。

二是刘伯温传说已有的研究主要基于历史文献，对

口头流传的刘伯温民俗重视不够，田野调查不足，

对其作为民间口头文学在讲述现场的发生过程、与

社区生活的关系等缺乏研究，也就是忽视了刘伯温

传说的民俗文化本质和表演性特征。

此次研讨会中，会议主办方之二的中国社会科

学院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亚细亚国际民俗学会邀请

了多位资深民俗学者有针对性的进行研究，取得了

一定的突破。张举文《从“刘基文化”的“非遗”

表象看民俗认同的地域性和传承性》一文通过翔实

的资料论证了“刘基文化”的传承发展及其表现形

式是基于“民俗认同”，并由此体现出以“地域认

同”为基础的传统传承机制。陶立璠认为纵观“刘

伯温传说”的源头在文成和青田，以浙江为中心的

瓯越地区次之，范围遍及全国。黄涛讨论了刘伯温

传说的独特性与重要价值。方长山《〈百里坊删减

版〉：明代政治禁忌与民间历史叙事》一文以正史

等史料为底本“还原”温州民间传说《百里坊》的

叙事元素的置换与重组特征，以汉文化中天狗星占

及食狗骂狗文化为切入点，揭示该民间传说“涂

鸦”的原因乃是基于明初政治禁忌的碾压而制造出

混乱的民间历史叙事格局，以隐晦、粗鄙的民间话

语消解政治禁忌的碾压，表达民间历史叙事的情感

与立场，传说讲述者的现实生存处境构成了附着于

传说文本之下隐蔽的、平行发展的真实历史。韩荣

钧、孙远方《略论刘基术士形象的形塑及其堪舆思

想》一文认为刘基在民间更多是以术士的形象出

现。究其原因，除刘基有着成为术士的现实条件

外，朱元璋造神运动的推动，文人在笔记、典籍中

对其神秘形象推波助澜，通俗文学刻意渲染，谶纬

文化和秘密会社、术数作品充分利用其神秘形象进

行传播，终于造成了刘基神秘术士的民间面象。刘

基深悉术数，但并不迷信术数，其祖居、南京宫城

的选址主要还是依据现实环境需要选定的。邵凤丽

《祖先传说与祭祀仪式的互构性关联研究——以浙

南刘伯温家族为例》一文认为在太公祭（浙南地区

祭祀明朝国师刘伯温的祭祀活动）的历史发展过程

中，伴随着大量的刘氏家族传说。在太公祭与家族

传说的关系方面，家族传说为太公祭的产生、发展

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是太公祭得以传承的内在精神

源泉。同时，太公祭作为祭祀仪式行为，为家族传

说提供了实体依托。无言的祭礼让家族传说获得了

生命活力，并通过身体实践融入血脉当中，化为身

体行为的一部分。孙鹏程《刘伯温传说的历史比较

研究》一文比较了在温州、青田地区流传的刘伯温

传说与北京地区文化中心改造之刘伯温传说两种模

式。周增辉《刘伯温安吉破风水斩龙脉传说的历史

隐喻》一文解读了安吉地区流传的刘伯温破风水斩

龙脉传说，认为刘伯温斩龙脉传说是安吉乃至江南

地区对张士诚政治集团的族群认同和对朱元璋政治

集团的不满，是对当地民众对特定历史事件的独特

解释与隐含表达，是安吉民众对当地历史的集体记

忆。王心愿《民俗文化的传承与重构——文成太公

祭的地域文化认同功能探析》一文认为太公祭不断

强化着当地民众的集体记忆和共同意识，对地方文

化传统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凝聚作用。刘阳、万军

《刘伯温传说的奇人异事情节类型》一文将出现奇

人异事情节的刘伯温传说作为一个情节类型划分为

神奇能力与奇幻梦境两种类型进行研究。徐珍《刘

伯温传说的民众思想初探》一文从大传统与小传统

的理论视角，探究了刘伯温传说依然活跃于当下话

语体系的现实动因。李茗淇《刘伯温堪舆术传说的

情节类型》一文根据刘伯温传说的情节特征将刘伯

温堪舆术传说划分为“破风水”型和“得风水”

型，并对各型式的特点及传说背后反映的信仰、观

念进行分析。郑土有考察了汤溪一带日常口语中的

“刘伯温”。

三、著述研究

明人杨守陈说：“汉以降，佐命元勋，所崛起

草莽甲兵间，安文墨者殊鲜。子房之策，不见辞

章；玄龄之文，仅办符檄。未见树开国之勋业而兼

传世之文章如公者，公可谓是千古之人豪也。”刘

基一生著述甚丰，有《诚意伯文集》二十卷，包括

《郁离子》、《写情集》、《覆瓿集》、《春秋明经》、

《犁眉公集》 等，刘基的诗有 1301 首，词有 211
首，散文有《郁离子》 195篇，《春秋明经》 40篇，

其他序、记、跋、赋等 121篇。目前，已经有较多

学者参与到刘基著述的研究中来，学者们从历史、

经济、文献的角度对刘基著述进行了多角度的研

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郁离子》、《诚意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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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等著述。

刘基著述的研究在以下几方面有待深入或加

强。首先是刘基著述的考辩，历代附会、伪托刘基

的著作甚多，因此，考求其著作版本源流，辨析著

作真伪，是刘基著述研究的基础工作。如经过胡凡

英、董光璧、周群等诸学者的考辩、论战，最终基

本确认《多能鄙事》为刘基作品。而《百战奇略》

则至今未有定论。尤其是今存署名刘基的著作中，

最为芜杂难辨的天文术数类的考辩工作，仍需要学

术界进一步深入探寻。其次是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郁离子》等少数几种。而《覆瓿集》、《犁眉公

集》、《写情集》、《春秋明经》以及大量的刘基诗词

的研究仍极为欠缺。

此次研讨会上，诸专家有针对刘基著述研究存

在的空缺和不足进行讨论，并提交了有见地、有深

度的研究论文。詹杭伦《刘基诗在日本的选刻及其

影响——日本垣内保定纂〈诚意伯诗钞〉叙录》一

文首先分析仁科干撰《刘文成公诗钞序》和野吕松

庐撰《诚意伯诗钞序》，接着将何镗编校《太师诚

意伯刘文成公集》与垣内保定编纂《诚意伯诗钞》

的各体诗选目作了详细的对比，然后就野田公鳞对

《诚意伯诗钞》的校勘和注解作了论证，最后对垣

内保定《诚意伯诗钞》的价值作出了结论。夏咸淳

《黑暗泥淖中的文明之光——重读〈郁离子〉》一

文认为《郁离子》以其对元代末世社会各种腐败现

象批判的真切性、深刻性、尖锐性，所阐扬的社会

思想、民本思想、生态思想的深邃性，所创作的寓

言文学的独创性，而卓立于元代子学之林，成为不

世出之子学奇书。袁济喜《论刘基文学批评的价

值》一文认为刘基从自身的坎坷人生经历与体悟出

发，对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发愤著书与经世致用

等理念，结合自己的诗文创作，进行了发挥，形成

了不凡的文学理论。吕立汉《刘基赋论》一文从题

旨内容和艺术特色两个层面分析了《诚意伯文集》

所收录的刘基八篇赋作。时亮《〈明史·刘基传〉编

纂考述》一文考述了《明史·刘基传》的编纂定稿

过程。陈贤文《解析刘基积极入世的儒家情怀——

读《覆瓿集》古乐府》一文认为刘基乐府诗歌具有

明显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描绘元末社会动荡，民

不聊生，各地战祸频繁，揭示了社会矛盾和民生疾

苦，体现刘基关心民瘼，忠君爱国的儒家情怀。金

邦一、周玉潭二人阐释了刘基从仕元到入明的心路

历程。

四、思想研究

1961年容肇祖撰写了学术界第一篇系统研究刘

基思想的专论，主要对“出身汉族地主阶级”的刘

基的生平、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及社会政治观

点进行论述。王范之紧随其后撰文认为刘基的思想

基本上是唯心主义。双方各执己见，据理力争，曾

一度使刘基研究出现了争鸣的局面。这场有关刘基

哲学思想的论争甚至延续到八十年代，是刘基思想

研究发展深入的一个标志。20世纪 80年代，侯外

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认为刘基在理学史上有

很高地位，刘基与宋濂都继承了金华朱子学传统。

关于刘基思想研究又有吕景林的《论刘基的民本思

想》，吴申元的《刘基经济思想浅论》唐宇元《刘

基思想论析》等研究论著。此外，各种刘基传记、

评传之中都认可刘基“哲学家”的学术地位。近年

来关于刘基儒学、佛学、道学、理学、历史哲学、

政治制度、经济学等方面的思想，学界亦有广泛的

研究。

在此次研讨会上，诸位学者以其深厚的研究功

底为基础，以“刘基思想研究”为思考中心，分别

从佛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生态学等方面提

出了自己的创见，既总结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又为

未来刘基思想研究提供了真知灼见。

邢东风《刘伯温与佛教》一文考察了刘基与佛

教人士的交往及其对佛教的态度。俞美玉《论述刘

伯温智慧之根基》一文论述了刘伯温智慧人生所表

现的六个方面，从刘伯温一生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

经典，指出刘伯温之所以有如此智慧根本基点是走

在天性天命上，完成了修身成己，进一步从四个方

面阐述了刘伯温如何明道明天性，走在天命上，成

己而后达人成事成物。文章最后指出刘伯温智慧人

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运用成功的典范。冯其洪

《浅论刘基、叶适的春秋学思想》一文考察和比较

了刘基和叶适的春秋学思想。舒丽娟《从〈郁离子〉

看刘基经济思想的方法论》一文通过对《郁离子》

经济思想的解读，认为刘基经济思想的整个思维逻

辑体现了社会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循环因果关系。周

群《〈苏平仲文集序〉：洛蜀之学在明初碰撞的结

晶》一文认为《苏平仲文集序》作于洪武四年，是

刘基的晚年之作。内容丰富，一向受学界重视，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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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是体现刘基文学思想的纲领性专论，是刘基错综

洛蜀学术之作。林坚《刘伯温寓言〈郁离子〉的立言

要旨》认为《郁离子》通过寓言的形式，针对元季

社会弊端，为未来新王朝设计了治国方略。余同元

《刘伯温生态养生思想研究》一文认为刘伯温的风

水地理学理论中，包含着择境、顺境、造境的三境

养生思想，对现代人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有着重

要的借鉴意义。

五、军事研究

目前学界虽已有学者逐渐开始关注到刘基的军

事思想研究，但由于资料分散及学科角度所限，关

于刘伯温军事思想的专门研究还很少。并且有的有

失偏颇，有的存在争议，有的分散于对刘伯温其他

思想的研究之中。如雷弯山、洪成禄《刘基军事辩

证法思想之特色》一文认为刘基的军事思想闪烁着

辩证法的光辉，具有全局性、辩证性、实践性等特

点。但也有局限性，其军事辩证是朴素的辩证法。

南炳文、汤纲与周群观点类似，认为消灭陈友谅集

团的关键战役鄱阳湖决战中刘基的建议对战役的胜

利起了决定性作用，朱元璋正是按照刘基的建议积

极作好战斗部署，使战役取得胜利。杨讷《刘基事

迹考述》一书承认刘基在朱元璋进行战争中所起的

作用，但不应将其视为“了不起的军事家”，认为

“五十岁以前的刘基实在没有表现出多深的军事修

养”。[3]彭勇《刘基“密奏立军卫法”辨疑》一文经

过考订后认为明代卫所制度由刘基于洪武元年的传

统说法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卫所制度的建立和完

善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并非始自洪武元年刘基

的倡立。卫所制度被认为是刘基所创，与刘基参与

明初诸多制度创设有一定的关系，或与明初统治者

高层的政治斗争以及明中期以后诸多与刘基神话传

说有更为密切的关联。

关于刘基军事功绩及思想研究有待于进一步的

深化、具体化和系统化，尤其是刘基在元末的军事

实践和军事技术思想和军事文化思想方面的研究还

非常薄弱。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学界对刘伯温在明

朝立国过程中做出过巨大贡献，基本没有异议，但

对于刘伯温在诸军事活动中制定的战略战术，如其

向朱元璋密陈的战略蓝图“十八策”仍缺乏进一步

的梳理与考订。在这些方面有待加强，需以分散在

《郁离子》、《刘基集》、《明实录》中的相关资料为

研究基础，从事例层面、制度层面与文化层面入手

对其军事思想进行具体而系统的研究。此次研讨会

诸位专家提交的论文很好地弥补刘基军事思想与实

践研究的不足。王珏《刘基军事思想探本》一文认

为刘基被后世奉为树开国之勋业而兼传世之文章的

“王佐之才”，探索其军事思想，须放宽视野，综合

考察。纵观刘基一生，其生在德厚之家，长有廉直

之声，成就天命所在，死于性刚嫉恶，当得起一个

“正”字 。作为朱元璋的重要谋士，刘基军事思想

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忠谋”和“正略”，忠谋系于

天下苍生，正略本乎道德仁义。姚有志《刘基军事

思想简论》一文从德力论、省益论、智取论和养卫

论四个方面对刘基的军事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钟

少异、寿晓松《刘基对明朝开国的军事贡献》一文

依据史籍对刘基的军事贡献做了梳理和分析，认为

刘基的军事活动主要是为朱元璋消灭群雄、推翻元

朝、夺取天下、安定天下出谋划策，其军事贡献主

要是三个方面的谋略建策：建“先楚后吴”之策，

佐成帝业；战阵筹谋，出奇制胜；倡立卫所，巩固

大明江山。

六、文化应用及其他

刘基是温州第一位历史文化名人，在温州地区

的历史名人中，无一能出其右者。刘基文化博大精

深，有着多元文化价值，研究、挖掘并推动刘基文

化产业化有其现实必要性与迫切性。目前刘基文化

产业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仅有蔡耕勇、李向荣、

蒋伟煌等少数几位专家有过专文论文。鉴于此，此

次研讨会专设文化产业和文化应用专题，专家们集

思广益，有力地推进了刘基文化产业开发和文化应

用的研究。

茉莉、赵子龙《刘伯温文化产业开发研究》一

文通过对刘伯温文化产业系统要素的分析，并针对

刘伯温文化产业现状，其文化产业必须重视：培育

发展、调整结构为主的动力机制；以转变观念，加

强管理为主的导向机制；以完善政策制度、拓宽投

融资渠道为主的保障机制以及以文化挖掘、整合、

合作、营销为主的优化机制。王广森《刘伯温文化

产业开发浅议》一文认为有效地利用刘伯温文化资

源优势，深度开发刘伯温文化产业，对于文成的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蔡耕勇《刘基文化产

业化发展机制培育》一文认为刘基文化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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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产业化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基于文化产业系

统要素的分析，针对刘基文化产业化现状，指出产

业化初期必须重视发展机制的培育，主要包括以市

场开拓、结构调整为主的动力机制，以转变观念、

加强管理为主的导向机制，以完善政策制度、拓宽

投融资渠道为主的保障机制以及以文化挖掘、整

合、合作、营销为主的优化机制。章荣《刘伯温智

慧在学校管理中的运用》一文论述了伯温中学在创

办几年来，通过不断了解、学习和运用刘伯温的智

慧，将其渗入到学校管理中，走出了一条“以伟人

智慧育新人”的特色办学之路。

对于刘基这样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历史

人物，很难达成一个脸谱式的认识，得出一个公式

化的理解。研究者只有“上穷碧落下黄泉”，才有

可能接近历史的刘基，并进一步对刘基文化研究的

广度和深度进行拓展。此次研讨会正是在以往两届

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上，从军事、制度、天文、

民俗等角度，来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深化刘基文化

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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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国奋战，水死，有子。”为此，查继佐十分感

慨，他在《刘基传》之末论曰：

至正辛卯而后，论元臣从违，宜有变格，准以《春

秋》大义，义在用夏，原非畔经。弇州必以余阙例诚

意，犹未审于砥运之大矣。义帝不终，汉高得以名诛

项氏。使中书设小明一座，而后以瓜步了之，安必无

邵荣、谢再兴等引夏玉真以为辞，外援敌国，执是而

内难。然则诚意之不拜中书座，其所以全帝徳者宏

哉！子璟以一字责文皇，是以一字效让皇矣。父所

持在运，子所维在义，先后不相厄也。明末其裔孙永

锡间关海岛以死，志亦谅矣。与祖璟称两节云。[6]

刘基的性格品德及其对于后世的影响，无疑是

我们今天研究刘基这一历史人物所应特别予以重视

和弘扬的传统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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