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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浙东唐诗之路”人文纪行(一)

当我们将目光回溯到过

去，将脚步踏进当下，将思索

投射到未来，让一个个未尽

的故事由学者以扎实的研究

来叙述——便可以得到答

案。

在统筹推进“六个浙江”

（富强浙江、法治浙江、文化

浙江、平安浙江、美丽浙江、

清廉浙江）的建设中，文化浙

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2018 年初，浙江省政府

工作报告中，便将“积极打造

浙东唐诗之路和钱塘江唐诗

之路”列为今年的重大战略

举措之一。

“浙东唐诗之路”被赋予

了新的现实使命。

这条古道上有两大优

质文化资源：以唐诗为代表

的中国古代文化资源、古道

沿线秀美的风景旅游资源，

其研究、开发、振兴，不但可

以全面提升浙江的人文气

息 ，还 可 以 盘 活 浙 东 的 旅

游，加速产业转型升级的进

程。

而且，近 30 年以来，浙

江的文化研究者和建设者，

从未停滞过研究开发“浙东

唐诗之路”脚步，如今，正是

将这条路打通的时机。

早在 1991 年的唐代文

学学术研讨会上，学者竺岳

兵就提出了“浙东唐诗之路”

的概念。近三十年的发展过

程中，这个概念受到诸多学

者响应，产生了丰硕的研究

成果，并展现出开阔的发展

空间。

就唐人在浙江的“唐诗

之路”，有关学者归纳出一条

唐代诗人的“旅游热线”：从

西兴出发，经萧山到绍兴鉴

湖，沿浙东运河至曹娥江，然

后沿江而行入剡溪，再经新

昌天姥山，最后抵天台石梁

飞瀑，全长约 190 公里。据

《全唐诗》所载，大概有 300

多位颇有名望的诗人，在这

条“浙东唐诗之路”上，写下

了1000余首佳作。

两个月前，浙江省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就召集学者在

新昌召开了“‘浙东唐诗之

路’人文纪行论证会”。这场

论证会，为本次人文纪行集

中了智库资源，也透露了随

之而来的研究动向。浙江省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陈

先春介绍，‘浙东唐诗之路’

学者研究成果的梳理，文化

与旅游并举的建议，学术会

议的筹备，宣传普及等项目，

都将逐渐提上议事日程。

一千多年前，在中华民

族的那一次盛世中涌现出来

的壮丽山河、激昂文字，将在

这一个时代被重新提及、整

理、发扬，梦回唐朝，醒来又

见盛世，这将是何等荣耀的

人生体验？

公元 754 年，也就是唐

玄宗天宝十三载，54 岁的诗

人李白送别好友魏万归隐故

乡王屋山。

这样的一场送别，让李

白留下《送王屋山人魏万还

王屋》一诗。

逸兴满吴云，飘飖浙江

汜。挥手杭越间，樟亭望潮

还。

看罢钱塘江大潮，魏万

便自今天的滨江西兴乘舟往

东又折向南而行。《送王屋山

人魏万还王屋》清晰地勾画

出了一条，唐人在浙东，沿水

路上溯，水尽登山而歌的游

历之路。李白对魏万的赞美

之中，其实隐含的是他自身

的青春回忆与自我江南文学

地图的组合——这张地图

上的绵延诗路，又不仅仅属

于李白，而是整个唐朝诗人

对于浙东在自然与文化上的

追寻之路。

樟亭、海门、耶溪、剡、曹

娥碑、四明、国清、灵溪、华

顶、石梁⋯⋯这些是《送王屋

山人魏万还王屋》的地理关

键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副教授张慧玲说，这首诗勾

勒出唐人在浙江的游历之路

——

“从杭州渡钱塘江，至西

陵，入浙东运河到越州；游览

若耶溪、镜湖，经曹娥江，到

剡中，登天台山；游历赤城、

华顶、石梁、国清寺，入始丰

溪，至临海；转入灵江，往黄

岩，历温峤，到永嘉，访孤屿；

上溯瓯江，至青田石门；再上

溯好溪，游缙云鼎湖；由梅花

桥翻山，入双溪，下武义江，

到金华；上八咏楼，入兰溪

江，至新安江口；转入富春

江，诣严光濑；顺流而下，入

钱塘江，从杭州前往吴都。”

一千多年前，这条由李

白描绘出来的古道，是一条

带圆形的线路。限于当时的

条件，真正走完的诗人不多，

据学者研究，魏万与孟浩然

基本走完了全程。

今天，由浙江省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联合钱江晚报共

同推出的大型策划报道——

“浙东唐诗之路”人文纪行，

将携手全国知名学者，以及

“浙东唐诗之路”沿线的研究

者，开启一次寻路之行。

今天起，我们将和学者

一起，沿着这条“旅游热线”，

旁及这条“热线”引发的余

波，开启“浙东唐诗之路”人

文纪行，从历史与现实中去

观照，浙地的文化、经济、交

通为何在唐朝让诗人们蜂拥

而至，浙东的山水与唐诗的

审美变化勾连起怎样的关

系？当诗人登临天台山，他

们对于自我的超越与精神高

峰的攀登与当下与未来又有

怎样的关系？

我们以三个问题，为本

次纪行开篇：

为什么要在当下，展开

这场“浙东唐诗之路”的探寻？

为什么是唐朝，诗人们

开始群体性地游历山川？

为什么是浙东，成为唐

朝诗人游历的主要目的地？

本报记者 孙雯 通讯员 郦寅 方涛 第一问：为什么是唐朝？
——在那个适合漫游的年代

浙东对诗人们的吸引，

首先源于其有独特的区域文

化优势，其次是优美的自然

环境。

“浙东唐诗之路”的形

成，是远期和近期文化优势

结合的产物，尤其到了南北

朝时期，北方文人南迁，文化

的交流融合丰富了浙东的人

文内涵。

经过官方和民间的经

营，到唐朝时，运河行船运输

已比较方便，京杭大运河与

浙东运河让从黄河、淮河、长

江而东的商贾、文人得以抵

达杭州，再东至“浙东唐诗之

路”沿线各地。

在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

之下，诗人们来到浙东，最终

实现的是一种“形而上”的漫

游。房瑞丽认为，放眼唐代

的许多条诗路，浙东唐诗之

路对于唐代文人来说是一个

安置精神与灵魂的家园：

诗人隐逸于此或在此处

寻求仙风道骨。如诗仙李白

就是来寻仙访道的，或者是

将此作为自己以后能够隐而

仕的一个台阶。浙东是道教

名士隐居之地，特别是司马

承祯和吴筠，因为隐居剡中

而受到唐玄宗诏见，给予他

们很高的礼遇——他们作为

文人所膜拜的道教人物，在

这里的隐居，其号召力，不容

小觑。

这里佳山秀水，风景宜

人。魏晋时期许多的风流名

士在这里留下了许多诗篇，

比如王羲之等一系列文人在

兰亭的曲水流觞唱和诗集，

王子猷在剡溪夜乘小舟访戴

安道的“乘兴而行，兴尽而

返”的尽兴和洒脱，还有他们

笔下所描绘的“山阴道上行，

如在镜中游”的风景，对于唐

代文人来说，仿佛一个巨大

的磁场，吸引他们来这里追

寻名士的足迹。

唐代用科举制度选拔人

才，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文

人士子，他们都有着积极进

取的态度。但是通过科举这

条路能够走上仕途的人毕竟

少之又少。大量的落榜考

生，一方面想积极建功立业，

另一方面又苦于社会没有给

他们提供那么多的机会。在

两者不可协调的矛盾之间，

他们选择了寄情山水。浙东

秀美的山水，六朝文人的精

神支撑，吸引了这许多文人

墨客。

看似无意的漫游，其实

各有目的，但无论如何，脍炙

人口的诗歌就此留下了。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副

教授张慧玲介绍，唐诗中，有

关浙东的作品，讴歌的山水

名胜和人文景观有近百处。

它们对于当下的意义，或许

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胡晓

明曾表达过的观点那样——

“历史上中国人对江南的赞

许与向往、憧憬、评价，以及

这些赞许形成的经典，链接

着对于什么样的生活更好、

更值得追求的主张。”

第三问：为什么是当下？
——梦回唐朝，醒来又见盛世

唐代已远，浙东仍是“千

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

笼其上，若云蒸霞蔚”（顾恺

之）。

中国计量大学副教授房

瑞丽认为，浙东唐诗之路是

一条山水和文化相结合的

路，如果只有山水没有文化，

那么山山水水就会少了许多

的灵气，而如果只有文化没

有山水，那么文化就少了活

力。

“就像茂林修竹的兰亭，

因为四十多位名士的相聚，

因为王羲之的《兰亭集序》，

所以兰亭成为了一个符号，

成为了文人们雅聚的标志。

这样的一个拥有着丰富文化

意蕴和人文底蕴的风景秀丽

之地，已经超越了它本身作

为地理意义上的符号，而直

接上升到了文化层次。”

房瑞丽认为，正如唐代

诗人柳宗元所说：“夫美不自

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

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

山矣。”

山水和文化的结合，构

成了唐代文学带有灵性和隐

逸气息的特质，又和唐代积

极向上的文学品格相互补

充。这样一个集地理意义、

山水风光和文化底蕴的产

物，才是我们认可的“大唐气

象”。

与此前的文人相比，漫

游是唐代文人，特别是初、盛

唐文人非常典型的人生选

择。

尚永亮的《诗映大唐春：

唐诗与唐人生活》中写道：

“特殊的身份使文人乐于漫

游，安全的世界使文人敢于

漫游，富庶的社会使文人能

够漫游。”

具体而言——

中国人有“读万卷书，行

万里路”的说法，苦读与游历

是文人必然的生活方式；“学

而优则仕”，读书的目的是为

官从政，以求济天下。他们

游历天下，也是为了积攒人

脉。因为这两点，初、盛唐时

期，文人的群体性漫游成为

一种潮流。

为什么这样的潮流会在

此时涌现？不妨看两则记载：

《通典》：“远适数千里，

不持寸刃。”

《册府元龟》：“千轴万

艘，交通往来，昧旦永日。”

当然，典籍中记载的安

定的社会秩序与便利的交

通，都有赖于经济的繁荣，它

让文人出游中的行走吃住，

基本无忧。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

中，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在

唐朝达到了最高峰。

唐代诗人一路扬帆高

歌，足迹近乎遍布全国各地，

留下了许多优美的经典诗

篇。房瑞丽说：“如围绕两京

洛阳和长安，有一条都市文

化圈的唐诗之路；在西北地

区也形成了关陇的唐诗之

路，现在留存下来的边塞诗，

就是这一条关陇唐诗之路所

留下来的风采；围绕四川蜀

中也形成了一条反映西蜀的

风土人情的唐诗路线，如‘蜀

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到

了江南地区，包括苏州、徐

州、扬州等地，同样留下了许

多唐人的吟唱。如以现在的

南京为中心的金陵地区，有

许多的历史文化的渊源，而

唐代的诗人们，在此处留下

来的诗歌带有独特的金陵文

学的气象。到了浙东，所留

下来的诗歌就是我们今天所

说的浙东唐诗之路的诗歌。”

第二问：为什么来浙东？
——安置精神与灵魂
第二问：为什么来浙东？
——安置精神与灵魂 尚永亮《诗映大唐春》北

京大学出版社

李元洛《唐诗之旅》中国

青年出版社

钱茂竹《试论“唐诗之

路”的历史渊源》

邹志方《浙东唐诗之路

（绍兴段）文化遗产的保护与

旅游开发》

查屏球《盛唐诗人江南

游历之风与李白独特的地理

记忆——李白〈送王屋山人

魏万还王屋并序〉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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