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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江南文化，

是东亚世界共同的文明因缘

今天我们讲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
来自哪里， 我认为重要的来源是对身
边一草一木的认同， 是对本乡本土文
化的认同。 因此， 在尊重传统的基础
上， 重新提炼江南文化的精神价值和
文化内涵， 增加认同感进而提升植根
于本乡本土的文化自信， 是重新发现
江南的意义所在。

江南文化不是单一
的地域文化———

水暖风轻 、 风花雪
月之外 ， 还有江南的深
厚、 江南的刚烈

江南文化不是单一的地域文化。

历史地理上的江南， 经历了一个
从西往东、 从北到南、 从大到小的演
变过程。

上海往往把上海的根追到广富
林， 浙江把浙江的根追到良渚文化 ，

这都没有错。 然而作为特别的地域文
化 ， 区别于巴蜀 、 三晋 、 闽赣 、 岭
南、 湖湘、 云贵等地域文化， 江南文
化的根本特征， 乃是既有深厚丰富的
在地特色， 又有极为深厚入骨的中原
精神， 关键是， 二者竟然结合得这般
好！ 试想， 仅仅是广富林与良渚文化
的自家生长发育， 如何能有这么深厚
的动力与新鲜的创造？ 这才是其他地
域文化不曾具备的。

因而江南文化根本上不是自然进
化， 而是取决于文化传播。 文化因为
传播而刺激， 而生新 ， 而重新发现 ，

江南正是这样被不断地发现， 并一次
次被赋予了新的魅力。

江南文化大义， 第一是刚健。 中
国文化最具有刚健的特征 ， 而在江
南， 刚健表现出了这个词语的另一层
意思 ： 创造力与向上力特为充沛 。

江南社会因此而深具活力。

第二是深厚。 深厚是讲江南文化
的学问， 远比其他地方文化要深厚 。

教育与人才， 宗教脉络 、 文学传统 、

民间信仰， 也远为深厚。

江南文化大义,第三是温馨 。 这
是一种文明与泥土相成的性格。 如果
我们只从广富林或良渚讲起， 甚至认
为它形成了一种所谓与黄河文化相区
别相对峙的长江文化， 这就真是数典
忘祖了。 毫无疑问， 中国历史， 以东
汉为界， 从崇尚武力讨伐、 你死我活
的 “东西对峙 ”， 翻转过来 ， 转型而
为崇尚文明建设和平发展的 “南北之
异”， 这真是改写中国历史的大转变！

无论是南朝还是南宋 ， 在战争面前 ，

在北方暴力面前 ， 江南都是退让的 、

回避的， 然而居于边缘 ， 悄然发力 ，

经营一方乐土。 由东西之争到南北之
变， 在这一大转变之中， 江南的水暖
风轻 、 可居可游 、 文明与温和的性
情， 与中原的内在之仁德、 礼乐与柔
性， 发生了极为亲和的交融。 这是通
过四次大规模的移民 （尤其是难民与
灾民） 而发生的真切的亲近与交融 。

因而我强调江南文化之二源， 强调中
原与江南的交互性而非对抗性， 强调
江南的和平性格， 这是需要更多论述
的文化江南大关节。

文化传播也塑造了江南文化。 江
南文化除了水暖风轻、 风花雪月、 温
柔恬淡之外， 还有江南的深厚、 江南
的刚烈、 以及江南的多元。

江南文化大义， 第四是灵秀。 灵
秀充分体现在它的生活艺术化与艺术
生活化 ， 江南生活的美学核心是灵
秀 。 一大美妙是它的山水 ， 山明水
净， 总是有灵性摇漾其间。 其次是人
文艺术， 无论是园林 、 建筑 、 服装 、

典籍、 书法、 绘画、 戏曲、 音乐甚至
饮食、 节俗、 民间技艺， 处处都有一
股灵气。 在我看来， 中国的艺术史可
以用两大系统来加以简单概括， 一个
系统叫作汉唐系统， 另一个系统就叫
宋元系统。 汉唐系统和宋元系统的艺
术可谓截然不同 ： 汉唐系统的美术 ，

大多 “画” 在高山、 大地、 洞穴、 宫
殿、 墓地里， 比如著名的敦煌壁画与
龙冈石窟。 而且创作者都是职业化的
画师 、 工匠 ， 非常专业 ， 高度技术
（至今不少材料与颜色等都还是一个
谜）， 他们大多是以一代一代的家族
技艺方式进行传承； 而宋元系统的画
则是画在绢帛与宣纸上， 开创了极为
心灵化与学术化的文人画传统。 宋元
系统绘画的创作者大多是文人， 像苏
东坡、 欧阳修等等， 他们集诗人、 画
家、 书法家、 学者、 官员于一身， 不
像专业画家需要养家糊口， 他们完全
是业余精神， 余事为艺事， 将性情消
融于学问， 将学问消融于美， 将境界
转而为技艺， 而且有较为丰富的理论、

主张、 鉴赏以及优秀的绘画作品被保
留下来， 渐渐形成形塑艺术史人心的
话语权。 所以说， 宋元系统的艺术在
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 达到了一个难
以逾越的历史高度。 而宋元系统的主
要背景即是江南。 可以说江南艺术传
统， 不仅深深影响了近世中国艺术史
的整个潮流， 而且成为中国乃至东亚
美感谱系与抒情传统的主流。 这是江
南心灵的重大内涵， 值得深入考察。

中国江南在东亚和
西方的影响———

“上有天堂 ，下有苏
杭”如何得到马可·波罗
们的认同

江南不止是中国的， 也是东亚世
界的共同文明因缘与文化想象。 以日
本为例 ， 我们知道不仅有徐福的传
说， 还有汉字传入的重大文明史实 ，

古代日本人将汉字叫 “本字 ”， 汉字
无疑促进了日本语言进入到书写所记
录的发展阶段。 其中， 语言学家有认
为 “吴音” 即来自长江以南尤其是江
东地区的音， 相比于中原地区的 “秦
音”， “吴音” 融入日语的程度较深。

此外还有 “吴服” “吴织” “吴染”，

《日本国志》 记载五世纪时 ， 日本天
皇派使者往吴地求缝工女， 得吴织四
人而归。 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标
志。 日语读红色染料为 “吴染 ”， 表
明同时带去了染料与技术。 江户时代
称为 “吴服” 的服装样式， 与今天的
和服相差无几。

又有水稻文化， 自从 1982 年日

本吉野里考古发掘以来， 揭开了弥生
文 化 （约 公 元 前 3000 年 至 公 元
1000 年） 的神秘面纱。 因为 ， 更早
的绳纹文化 （约公元前 6000 年至公
元前 2000 年） 不足以说明弥生文化
中极富特色的水稻和铜铁器并存现
象， 所以， 日本考古学界有这样的重
大猜想———历史悠久的中国江南文化
正是弥生文化的原乡。 原来日本文化
有一个断层， 一下子从原始的文化变
成了文明的文化， 弥生文化填补了这
个空白。 考古遗址中发现了很多稻谷
的化石， 这些稻谷化石被认为是日本
最早的稻米文化的起源。 而这些稻谷
化石经测定， 其中的成分与中国江南
的稻米非常相像， 因此有日本史学家
认为， 日本的稻米文化就是来自于中
国的江南文化。 我在一篇论文梳理了
晚至幕府与大正时代， 日本知识人对
江南风景与风物的向往， 表明作为文
化景观的江南名胜已经深入东亚人
心， “名胜” 成为江南重要的精神传
播力。 作为东亚精神因缘的江南， 还
有很多题目可以做， 也是江南文化研
究的一种延伸。

再说西方世界对中国江南的发
现， 在意大利学者路易吉·布雷桑编
著的 《从马可·波罗到卫匡国 ： 西方

人眼里的杭州 》 一书中 ， 一些传教
士、 贵族和商人所实录的游记片断 ，

便可以从中看到外国人眼中当时的江
南是何等繁华。 马可·波罗 （威尼斯
商人 ， 1280 年至 1290 年在中国 ）

在游记中写道： “第三天晚上， 便到
达雄伟壮丽的行在城 （杭州 ）， 此名
称是 ‘天城’ 的意思， 它表明， 就其
宏伟壮丽以及所提供的快乐而言， 这
座城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都无法比
拟的， 生活其中的人们恍如置身天堂
一般。”

可以看出， 他们几乎都用了极端
的描述， 不是从整个中国， 而是从整
个世界的范围， 来肯定杭州这座城市
的美妙 。 他们都听说而且都认同了
“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 的谚语 ， 说
明江南的美好已经有了巨大的广告效
应， 声名远播域外。

讲江南， 要讲给普通人听。 要知
道这一方水土的美好在哪里， 要把上
海变成宜居的美好国际大都市， 江南
不仅是古老中国已经过去的古老记
忆， 而且是现代中国的升级版， 并且
寄托了未来中国关于和谐共生、 天人
一体的梦想。 所以上海的现代化和上
海的江南文化是并行不悖的。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 胡晓明

10 责任编辑/王磊 范昕

荨

陈
逸
飞
油
画

《
春
到
江
南
》

荩

吴
冠
中
水
墨

《
双
燕
》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江南忆，其次忆吴宫……”

白居易《忆江南》中的江南是苏杭；

“落魄江南载酒行， 楚腰肠断掌中轻” 杜牧 《遣怀》

中的江南是扬州；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杜甫逢李龟
年的江南则是长沙……

一个 “江南” 入诗入画， 在文人墨客笔下可谓千面。

那么， 江南究竟在哪？

从历史、 地理， 以及人文角度出发， 江南的概念不
尽相同。 哪怕是同一领域， “江南” 的概念也有广义和
狭义之分。

历史上江南的 “江”， 并非专指长江。 学者石泉曾撰
文举例淮河和汉水都曾叫过 “江”。 “江南” 也曾指淮河
以南和汉水之南。 甚至一些不出名的河流也曾叫 “江”。

如此一来， 历代被称为江南的地方很多。

学者周振鹤则提出江南作为一个地域概念从古到今
经历了 “先扩后缩” 的过程。 比如， 在秦汉之际， 江南
指长江中游的南部 ， 主要是湖北和湖南 。 屈原 《九章 》

中有 “目极千里兮， 伤春心， 魂兮归来， 哀江南”， 这里
的江南指的是今天的湖南一带。 “江南可采莲， 莲叶何
田田”， 之后的汉乐府采莲歌 《江南》 中的江南指长江中
下游地区。 其后， 江南一词的使用愈益广泛， 初唐时的
“江南道 ” 范围从湖南西部直到海边 ， 后来随着 “江南
道” 的拆分， 江南的概念便渐渐缩小， 日益接近今天的
概念。

值得探讨的是 ， “江南 ” 在变成专有名词的过程
中经历了什么 ， 为什么最后在全国只有今天的江南才
叫江南 ？

有人说， 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江南叠加起来， 重合的
部分就是今天人们心中那个江南。

这个江南是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也是 “春风又绿江南岸”， 还是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
钟声到客船” ……甚至是有些夸张到理想化的 “山色如
娥， 花光如颊， 温风如酒， 波纹如绫”。

诗画赋予江南的， 除了地理和时空的意义之外， 更
有对江南概念和气质的雕刻赋形。

答案或许就在江南文化的特质之中———“东南形胜，

三吴都会， 钱塘自古繁华”， 起源于吴越的江南文化， 在
历经了多轮次的文化融合过程之后， 在近代与西方文明
的碰撞中再次兼容并包， 并在今天焕发出更多优秀的气
质， 务实勤勉、 开放包容、 敢为人先……

诚如学者所言， 如今的江南正在从中国的江南变成
世界的江南。

江南何以成为江南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