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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从刘基家事角度进行研究，从母亲富氏对刘基政治选择的影响，刘基不许子孙习天文术数之书及其

子孙忠义传家三方面，探讨这些家事对于刘基政治演变历程乃至明代某些政治事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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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these family affairs，including Liu's mother's impact on Liu's political

choice, the inadmissibility to study astronomy divination and hereditary loyalty, on Liu Ji's political evolution and some political

events in the Ming Dynasty on a number of issues concerning Liu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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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基是明王朝著名的开国功臣，学界对于刘基

的生平事迹多有研究，成果甚丰。然而对于刘基的

家事，以及某些家事对于刘基政治历程的影响，则

较少有人涉及。本文试图对刘基的若干家事问题，

探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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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粗浅的分析，以期对于刘

基的学术研究有所裨益。

一、母亲富氏对刘基政治选择的影响

刘基虽然是明王朝的开国功臣，但是他出生于

元代武宗至大四年 （1311），卒于大明洪武八年

（1375），其一生更多的是在元代度过的。元惠宗元

统元年（1333），刘基赴元大都参加会试，得中进

士，出任元朝的地方官员。一直到至正年间，各地

反元义军蜂起，刘基才于至正二十年（1360）应朱

元璋之招，赴应天为谋臣。此时刘基已经是虚岁五

十。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刘基既是明朝的开国

功臣，之前也是元朝的臣子。

元至正年间，各地特别是南方地方的反元势力

不断扩展，元朝统治出现了很大的危机。在这种形

势之下，刘基对于自己的政治前途，至少存在着三

种选择的可能性。

其一，继续效忠元朝，为稳定元朝统治出谋划

策、尽心尽力。事实上，当东南沿海一带出现方国

珍等叛乱时，刘基一度坚决地站在元朝政府一边，

协同元朝在浙江一带的官员，共同剿捕寇乱，稳定

社会。《明史》记载这一时期刘基的作为云：

方国珍起海上，掠郡县，有司不能制。行省复辟

基为元帅府都事。基议筑庆元诸城以逼贼，国珍气

沮。及左丞帖里帖木儿招谕国珍，基言方氏兄弟首

乱，不诛无以惩后。国珍惧，厚赂基，基不受。国珍乃

使人浮海至京，贿用事者。遂诏抚国珍，授以官，而责

基擅威福，羁管绍兴，方氏遂益横。亡何，山寇蜂起，

行省复辟基剿捕，与行院判石抹宜孙守处州。经略使

李过凤上其功，执政以方氏故抑之，授总管府判，不与

兵事。基遂弃官还青田，著《郁离子》以见志。[1]

从《明史》的记载中可以知道，刘基作为元朝

的一名官员，还是十分尽责地协同其他元朝官员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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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方国珍等寇乱，但是由于方国珍贿赂元朝朝廷内

的执政官员，致使刘基剿捕寇乱的举动屡遭执政当

局的压制。刘基也因此辞官回乡，韬晦于青田山

中。尽管如此，刘基对于元朝还是怀有一定的报效

情感。《古今名将传》记载刘基愤而回乡时的情

景云：

谷珍（国珍）益横，肆不可制，盗所在蜂起。行省

乃复以都事委公，公受兵，且拨昆讨㓂，悉平。是时

石抹宜孙为枢密院判，义辁公与之相犄角，军声大

振。自枢密经历迁行省郎中，而用事者右方氏，仅以

公故儒学副提举资迁总管府判。公既左转，又失兵，

乃纳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负世祖皇帝，无所措足

矣。遂逃归青田山，著《郁离子》十卷以见志。[2]

《本朝分省人物考·刘基传》亦记云：

经略使李国凤、廵抚江西诸道，采守臣功绩奏于

朝，时执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基军功不录，由儒学副提

举格授处州路总管府判。诸将闻是命下，率皆解体。

敕书至，基于中庭设香案，拜曰：臣不敢负世祖皇帝，

今朝廷以此见授，无以宣力矣。乃弃官归田里。[3]

可见一直到了这个时候，所作所为立功报效为

朝廷执政所压抑，刘基对于元朝皇帝还是念念不忘

的，所谓“臣不敢负世祖皇帝”。或许可以说，如

果刘基得到元朝重用的话，是否也有可能继续为元

朝尽忠的可能性？

其二，至正十年（1350）年之后，元朝的统治

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各地反元势力不断扩张，元朝

在江南的官员左支右绌，艰难维持。在这样的态势之

下，鉴于刘基在浙江地方上的声望，有人向刘基献

策，建议刘基划地自立，占据浙江建立割据政权。当

时，由于元朝的地方统治力量日益衰微，方国珍等贼

寇又横行霸道、抢掠烧杀，致使许多民众及地方豪

强，聚集在刘基身边，以刘基马首是瞻。如果刘基趁

机登高一呼，瞬间即可建立一支不小的军队。当时的

记载称：“时避方氏者争依基，基稍为部署，寇不敢

犯。”[1]“众避谷珍，多依公自保。”[3]

正因为在刘基身边聚集了众多的民众豪强，有

人向刘基建议：

（刘基）弃官归田里，时从义者俱畏方氏残虐，遂

从基居青田山中。乃著《郁离子》。客或说基曰：今

天下扰扰，以公才略，据括苍并金华，闽越可拆简而

定，方氏将浮海而避公矣，因画江守之，此勾践之业

也。舍此不为，欲悠悠安之乎？基笑曰：吾平生忿方

谷珍、张士诚所为，今用子计，与彼何异耶？天命将

有归，子姑待之。[3]

何乔远在《名山藏》中对此亦有记述：

基居南田山下读书，作《郁离子》十八篇。……

客或說基曰：今天下扰扰，以公才略，据括苍并金华，

明越可折简定，因画江守之，此勾践之业也。基笑

曰：吾正恶方谷珍、张士诚，刺促狐鼠，乃与同辙邪？

天命有归，姑待之。[4]

查继佐《罪惟录》云：

山盗猬起，行省复以都事辟基治兵，与枢密判石

抹宜孙相应援，捕盗有声，迁行省郎中。方上功，而

有右方氏者，仅迁基总管府判，夺其兵。基益愤，弃

官，集乡练自保。著《郁离子》十八篇。郁者，文也；

离，明也，其丑物托类，大率悲生民之涂炭，叹国法之

弁髦，欲明制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客说基曰：

“以足下才气无双，从好乱之众，踣方氏而有明越，画

江守之，此勾践之业矣。”基笑曰：“是又一国真也。

天命行有属，子姑待之。”

显然，刘基没有采纳这种划地自立、成立地方

割据政权的策略。

其三，刘基的政治前途选择，是寻找投靠当时

各路反元势力中最有发展前景的一支力量。这也就

是刘基投靠朱元璋的最终选择。然而，在选择投靠

朱元璋之前，刘基多少还是有些举棋不定，《明

史》记云：“太祖下金华，定括苍，闻基及宋濂等

名，以币聘。基未应。总制孙炎再致书固邀之，基

始出。既至，陈时务十八策。”[1]在刘基欲投靠朱元

璋之际，其追随之众多有犹疑不决者，刘基的母亲

富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朝分省人物考·刘基

传》记载：

会太祖下金华，定括苍。乃大置酒，指乾象谓所

亲曰：此天命也，岂人力能之耶！客闻之遂亡去，基

决计趋金陵，众疑未决。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乱之

世，不辅真主，讵能获万全计哉？众乃定。或请以兵

从。基曰：天下之事在吾所辅者尔，奚以众为？乃悉

以众付其弟升，俾家人叶性、朱佑等参掌之。且曰：

善守境土，毋为方氏所得也。勿忧我。适总制官孙

炎以上命遣使来聘，遂由间道诣金陵，陈时务十八

策，上从之。[3]

《国朝列卿纪》亦云：

会太祖下金华，定括苍，乃大置酒，指乾象谓所

亲曰：此天命也，岂人力能之耶！客闻之，遂亡去。

基决计趋金陵，众疑未决。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乱

之世，不辅真主，讵能万全计哉？众乃定。或请以兵

从，基曰：天下之事在吾所辅者尔，奚以众为？乃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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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众付其弟升，俾家人叶性、朱佑等参掌之。且曰：

善守境土，毋为方氏所得也，勿忧我。适总制官孙炎

以上命遣使来聘，遂由间道诣金陵，陈时务十八策，

上从之。[5]

关于刘基母亲富氏事迹，《明史》 等书均未

载。富氏在刘基的政治选择上所发挥的作用，似不

应为后世所泯灭。

二、刘基不许子孙习天文术数之书

刘基以精通天文术数闻名于世，但是在刘基即

将去世时，却郑重交代儿子刘琏一定要把自己所珍

藏的天文术数之书上呈朱元璋皇帝，同时交代自己

的后世子孙不得学习天文术数。如《古今名将传·
刘基》中记载：“公且卒，以生平所习天文秘书封

授子琏曰：服阕亟上，毋令后人习之。”[2]再如《本

朝分省人物考·刘基》亦载：“洪武八年正月，胡丞

相以医来视疾，饮其药二服，有物积腹如卷石，遂

白于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笃。三月，上以

基久不出，遣使问之，知其不能起也，特御制为文

一通，遣使驰驿送乡里。居家一月而薨，享年六十

五。……長子琏集所遗文稿五卷，名曰《黎眉公

集》。基未薨前数日，乃以天文书授，使服阕进。

且戒之曰：勿令后人习也！”[3]

刘基之精通天文术数，在明清的许多文献中均

有记述。如明末清初人查继佐在《罪惟录》中写道：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 基少颕悟，读

书七行俱下。年十四通春秋，遍及五经，工文章，兼

通阴符家言。元末举进士，为秘书监掲曼硕所知，诧

曰：“吾复见魏玄成氏，英特过之。”得天文书燕市，阅

之竟夕，通举无遗。有进贤老人邓祥甫者，一见嗟异

曰：“吾尝语人王佐之学，率不省。子善自爱。”尽出

秘书相示。或曰，卜者曾义山得银河掉之秘，遗命其

子授基。授高安县丞，在官摧抑豪贵，尝尽反新昌故

狱，检官以罪去，嗛谋中基。行中书省移基入幕府避

之，辄与其长抗议，不合投劾去。寻补浙江儒学副提

举，又辄上言御史失职数事，受台抨归，乃与鲁道源、

宇文公谅日纵酒西湖，见有异云西北起，时基巳醉，

放言曰：“嘻！此所为天子气，应十年，我其辅之。”众

掩耳骇去，独门人沈与原扶之归。西蜀赵天泽叹曰：

“孔明再生，天下可知矣。”为文以劝之。[6]

《本朝分省人物考》中也说到：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年十四入郡庠，从

师授春秋经，人未尝见其执经诵读，而黙识无遗。习

举业，为文有奇气，决疑义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诸

书，过目洞识其要。讲性理于复初郑先生，闻濂洛心

法即得其旨归，先生大器之，乃谓基父曰：吾将以天

道无报于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门矣。元至正癸酉举

进士，授江西瑞州府高安县丞。掲文安公傒斯见之，

谓魏征之流，而英特过之，将来为济时器也。基在燕

京时，间阅书肆有天文书一帙，因阅之经夕，翼日即

背诵如流，其人乃大惊，欲以书授之，基曰：已在吾胸

中矣，无事于书也。及丞高安，有进贤邓祥甫者，精

于天文术数，乃以其学授基焉。[3]

刘基投奔朱元璋之后，成为朱元璋的第一谋

臣，其中许多取胜之道，往往借助于所谓的天文术

数。如当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一带鏖战而难分

胜负的时候，“友谅复攻洪都，上（朱元璋）遂率

师迎敌之，大战于彭蠡湖，虽小利尚未决。公（刘

基） 请移军湖口，以金木相犯日决胜，陈氏遂

平。”[2]“始基之从帝也，帝使冯胜从基授进止。基

告胜夜半出兵至某所，见某方青云起，即伏兵；顷

有黑云起者，贼伏也；日中后黑云渐薄，回与青云

接者，贼归也，蹑之可尽擒众。初莫信，既果然，

始以为神，遂奉而得胜。基赴京师，道建德，张士

诚正入寇，李文忠欲出击，基止之曰：不出三日，

贼当走。至期登城望曰：走矣。众见其壁垒旗帜如

故，鼓方严，基趣文忠疾迫垒，则皆空，而留其所

掠老弱严鼓而已。遂追擒之。他日入见，帝欲刑

囚。语基梦以头有血而土傅之，故欲刑囚。基曰：

头上血，众也；土傅之，得土得众之象，应不出三

日。帝停刑待之，果有海宁之捷。帝悉付基囚使纵

之。基以先占奇智佐高帝。” [4]在查继佐的《罪惟

录》中，也记载了不少关于刘基运用天文术数而辅

佐朱元璋成帝业的事迹云：

彭蠡之战，刻以金木相犯日定之。乙巳，领太史

院监，献戊申大统历。上尝以梦故，欲刑人厌之。基

为作解曰：“头有血，众也；傅以土，得众且得土也。

应在三日。”海宁降，荧惑守心，群臣惴惴，恐大诛

僇。基密言宜降书罪己，以回天意，众乃安。大旱，

上特命基谂滞狱，甫决而雨随注。时基最为上信，向

言无不听。……

久之，手书召还曰：“前太史令御史中丞基，怀先

圣之道，应聘而起，居则匡辅治道，动则仰观天象，发

纵指示，无往不克。彭蠡鏖战，炮声激裂，若雷临首，

军士大呼，鬼神号怒，自旦至暮，如是凡四，尔时在

舟，同我患难。今秋告归，久而未至，朕心缺然。”既

至，赉赐甚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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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告归，（上）寻手书问曰：“即今天象迭见，

天鸣已八载，日中黑子或二或三，或一日更有之，不

知灾祸自何年月日至？卿深知休咎，讨论封来。卿

年高，静处万山中，必有真乐。使者往回，勿资以物，

茶饭发回。”基条对，大率谓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

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云。[4]

对于刘基之精通天文术数，朱元璋自己也是深

有体会的。有一次朱元璋与丞相李善长谈论天下英

才，朱元璋问道：“今天下才智之士，可拟（张）

良者，先生幸教孤，孤将就见之。对曰：世岂乏

才，顾善长不能悉知。惟知金华宋濂愽学洽闻，且

知象纬。上曰：以孤所闻，知象纬者，莫如青田刘

基。”[7]《明史·刘基传》云：“帝尝手书问天象，基

条答甚悉而焚其草。……帝察其至诚，任以心膂。

每召对，辄屏人密语。基亦自谓不世遇，知无不

言。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定，人莫能测。暇

则敷陈王道。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

名，曰‘吾子房也’。”[1]

刘基的精通天文术数，固然为他辅佐朱元璋建

立明王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自己也被当时人尊称

为文臣第一。但是，令刘基始料不及的是，自己的

精通天文术数，却成了他晚年在政治上屡遭困顿的

主要原因。从朱元璋的角度看，刘基既然可以运用

他精通的天文术数来辅佐自己建立明王朝，但是如

果刘基别有用心，同样可以运用天文术数之能颠覆

朱家王朝的子孙们。朱元璋的这种担心虽然没有明

言，但是始终是存在的。正因为如此，那些与刘基

不和的大臣们，看准了这一点，屡屡利用天文术数

的某些口实，攻讦刘基。《明史》称刘基“佐定天

下，料事如神。性刚嫉恶，与物多忤。”如与丞相

李善长的关系，“中书省都事李彬贪纵抵罪，善长

素暱之，请缓其狱，基不听，驰奏，报可。方祈

雨，即斩之。由是与善长忤。帝归，愬基僇人坛壝

下，不敬。诸怨基折亦交谮之。……旬日仍不雨，

帝怒。”[1]这是李善长等人利用刘基主持祈雨不果而

诬陷刘基。此次事件因刘基妻子逝世，以“告归”

得免。更为严重的是丞相胡惟庸以刘基占得王气妄

图霸占闽浙之交的谈洋（淡洋）地方为自家墓地为

由，诬陷刘基。查继佐的《罪惟录》记云：

时胡惟庸以右丞相摄左事，恨基前语，思以中

基。会瓯括之间有隙地曰淡洋，为鹾盗薮。基奏以

其地立巡检司控扼之。奸民合逃军周广三等，猾不

奉命，而大豪复阴持其窔。基使子琏上书，而不先白

中书省。惟庸益怒，使刑部尚书吴云怵罪吏诬基欲

购淡洋为寿藏不遂，乃为此计窘之，致激变，请并逮

其子琏。上皆不问，夺其禄，伯爵如故。基惧，驰入

朝引罪，不敢归。[6]

《皇明辅世编》亦记云：

基又尝为上陈瓯闽事，盖瓯括之间有隙地曰淡

洋，其南抵闽界曰三魁，为鹾盗薮，方氏所由乱。基

奏于其地立廵简司以控扼之，其奸民弗便也，相率挟

逃戊之卒以叛，而大豪阴待其窔。基使子琏上书奏

之，并请治郡县豪猾吏，而不先白中书省。胡惟庸左

丞摄相事，衘基旧语，会有旨逮豪猾吏，惟庸乃使刑

部劾基以淡洋地有王气，欲购为墓，不得，则创立司

之说以窘其人，致激变。疏奏上弗问。复请逮其子

琏，又不问，而第令移文使基知。基乃驰入朝，见上

不敢辩，惟引咎自责而已，亦不敢言归。[7]

以上两起事件是刘基在朝为官时最为险恶的难

关，而李善长、胡惟庸等人正是看准了朱元璋对于

刘基精通天文术数之学的忌讳心理，借用天文术数

之道而予以兴风作浪、生事诬陷的。晚年的刘基，

显然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他即将去世之前，不得

不把自己拥有的所谓天文术数之书封存秘藏起来，

交代儿子刘琏在他去世之日，应当立即上交给皇

上，以释帝忌。同时也严禁自己的子孙学习天文术

数，以免引来灭族之祸。事实上，当刘基逝世时，

朱元璋也亟欲得到刘基的天文术数秘籍，派遣御史

前往索取，《皇明辅世编》复记云：“（刘基）归青

田，亡何竟卒。基且卒，以生平所习天文秘书封授

子琏，曰：服阕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既而遣御

史至基家取诸书。琏遵父命藏石室，御史至，悉取

授之，从御史赴阙述父遗命。上喜，欲官之，以未

终制辞。”[7]可见刘基在临去世前，告诫子孙不得学

习天文术数之书，不失为保家的良策，卓有远见。

三、刘基后人的忠义传家

关于刘基的个人品德，《明史》中有简要的叙

述，大略有：“有廉直声”、“基虬髯，貌修伟，慷慨

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帝察其至诚，任

以心膂。”刘基本人对自己性格的评价是：“臣疾恶

太甚，又不耐繁剧。”[1]从《明史》中所记载的刘基

性格品德的简略记述中，我们可以大体了解到刘基

是一位忠义至诚而又疾恶如仇的士子。他的这种性

格品德，对于其后世子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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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基的长子刘琏，同样受到胡惟庸党羽的诬告

胁迫，“堕井死”。次子刘璟，为人行事颇似其父。

查继佐：《罪惟录》记载刘璟事迹云：

（刘基）授其次子璟曰：“惟庸久必败，败必上思

我，其时可以密闻。”……惟庸伏诛，上乃深念基。召

二子慰谕之。……璟乃上基遗书，上喜，特设阁门使

官之，授鉄简，书“除奸摘佞”四字，以刚直闻。……

会谷王封宣府，年少，难其辅，诸大臣故忌璟，请长史

谷府。……尝奉王命至燕，燕王引璟弈，璟胜。王意

怫曰：“卿不能借一路乎？”璟正色曰：“可让，璟不敢

不让；不可让，璟不敢让也。”王为戄然。燕兵起，璟

从谷王驰还京，献十六䇿，不听。寻参李景隆军事，

言复不见用。景隆败，称疾乞归。建文三年，舆阙，

进见闻錄千万言，复不用。燕王得国，有令趋朝，否

不赦。璟称疾不起，逮之。夫人徐请委蛇保冨贵，瞪

目曰：“毋多言！得死先人像侧足矣。”道经白岩，姻

人吴彪以魏徴贺，璟怒翻案而出。及入对，犹称殿

下：“殿下百世后，逃不得一个字。”下诏狱，辫发经

死。法官希旨，缘坐其家，请如郑朱子例。上曰：“璟

家非其例，盖以父开国功也。”遂得归葬基墓。[6]

明末清初的查继佐作为私家修史，不免有所忌

讳，因此在记述刘璟痛斥永乐皇帝时的话语时，隐

去一个字，所谓“殿下百世后，逃不得一个字。”

而到了康熙、雍正年间官修《明史》时，没有了这

种避讳，因此《明史》中的记述，是“殿下百世

后，逃不得一‘篡’字”。

刘基父子的性格品德，以及刘基之精通天文术

数之学，使得刘基、刘璟父子在世时遭受到诬陷和

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刘基对于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的

重大贡献，刘基父子的忠义直节品德，随着明王朝

政权的延续与政治腐败的加剧，刘基的功业及品德

精神，更能引起后世的共鸣与向往。刘基在世时，

被封诚意伯，这是一个比较低级的爵位。在朱元璋

所诰封的开国功臣中，自魏国公徐达以下公、侯爵

有数十人，伯爵也有数十人，刘基只是伯爵中的一

人而已。而随着政治社会的变迁，明初的这些封爵

子孙中，不少人因为种种缘故而不得承继。《明史·
功臣世表》中云：“明祖开基，乃旷然复古。凡熊

罴之宿将，帷幄之谋臣，生著号而殁袭封。茅土之

颁，殆逾百数。驯至季年，党狱蔓延，剗削芟殊，

存者不及三四。”[1]虽然到了明代中期与后期，明初

诰封的一百余位公、侯、伯爵，大多不得延世袭

封，但是唯有刘基的爵位相当例外，不但没有被削

爵，反而时有加荣。到了嘉靖年间，甚至与徐达、

常遇春等公爵并列，入太庙侑享。《罪惟录》复

记云：

初，琏子廌复故封诚意伯，加禄共五百石，世袭，

会以璟故，廌子法亦停袭。宣徳三年，授璟子貊刑部

照磨。景泰中，录基后，法曾孙禄世袭翰林五经博

士。天顺中，敕祠基于青田。成化中，敕取基像入

宫。弘治中，录世爵，禄孙瑜得为处州卫指挥使。正

徳中，赐诰，赠基太师，谥文成。嘉靖十八年，斥姚广

孝太庙侑享，刑部郞中李谕请以基祔入，序六王之

下，而世其封，制可。于是指挥使瑜嗣故伯爵，食禄

七百石，与世劵。而提学副使万潮请肖像璟，配享文

成祠。[6]

刘基在明中期之后的政治体制中，往往被塑造

成开国功臣和忠义之臣的象征，如弘治年间的文字

记载：“弘治十五年七月内，该本部题为录用功臣以

劝人心事。该吏科右给事中吴仕伟奏，节该本部会

同九卿衙门议得诚意伯刘基，从事太祖，受腹心之

托，预帷幄之谋，决机制胜，转夷为华，比之徐达

等六王功相表。其识察占象，明示逆顺，上以副圣

祖顺天应人之举，下以定人心向背从违之机，则又

一时佐命功臣所鲜及也。”[7]这里已经把刘基与徐达

等人等同起来。又正德年间和嘉靖年间的文字记云：

正徳九年赐诰曰：刘基学为帝师，才称王佐、孔

明之任，岂间人言敬舆之谋，不负所学，占事考祥，明

有征验，运筹划计，动中机宜，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

臣第一。受爵能让，怀辞金蹈海之风；成功不居，从

辟谷封留之请。可谓明哲，允矣清贞，特赠尔为太

师，谥文成。

嘉靖十八年，刑部郎中李瑜言：皇上明圣斥姚广

孝太庙侑享，臣乡人刘基宜侑享髙庙，世其封爵如徐

达。上是瑜言，下廷议，皆言髙帝收揽贤豪，创造基

业，一时佐命功臣，并宣翼，而帷幄奇谋中原大计，毎

每 属 基 。 故 在 军 有 子 房 之 称 ，剖 封 发 孔 明 之

喻。……武王兴，天下归心，成季无后，为善何劝？

基宜侑享太庙，其九世孙指挥使瑜宜嗣伯爵，伏惟圣

明裁定。制曰可，公入祀太庙。[7]

正因为刘基的开国之功和忠义直节品德，使得

刘基的后代子孙秉承家风，在明代的政治变幻中，

得以世代承继下来。甚至到了南明小朝廷期间，同

样有忠荩之臣出现。《罪惟录》云：“子孔昭嗣（伯

爵）。弘光中以己意多所论讦。南都败，蹈海去，

尝从张名振肆兵金山，无所成。子将军永锡，从鲁

陈支平：刘基家事探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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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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