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之利，塑造了杭州
■ 李杭育

走近杭州

◆ 西湖

西湖几乎等同于杭州的代名

词。 历史上的杭州，城市的发展始终

围绕着西湖进行， 杭州城和西湖相

辅相依，百姓生活与西湖密不可分。

有人说， 杭州与西湖共同营建了一

个理想的山水城市，将历史、景观与

现代和谐地融于一体， 可谓中国城

市发展的典范。

◆ 钱塘江

杭州这座城的精神格局， 可以

说是由钱塘江与西湖共同构成的 。

如果说西湖象征着杭州文化的精致

典雅， 那么钱塘江则彰显出杭州文

化的大气开放。

钱塘江是杭州的母亲河。 千年

前为镇钱塘江潮水而建的六和塔 ，

至今伫立在钱塘江畔， 见证着城与

江交迭的历史。 未来属于杭州的蓝

图中， 钱塘江还将发挥出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被定位为城市发展的一

大主轴。

◆ 南宋

南宋时期是杭州城市发展的一

个巅峰。南宋将行都定在临安（现杭

州）， 这里由此从东南名郡发展成

全国最大的城市 、世界最繁华的大

都会。

南宋时期的南北文化大交流 、

思想大碰撞、社会大融合，形成了当

时杭州特有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

式。 尽管今天的杭州城里，所能看到

的南宋遗址不算多， 但今天杭州的

人文环境 、文化特质 、生活理念 、性

格特征、语言习惯、社会习俗等方方

面面，无不烙上“南宋印记”。

◆ 丝绸

杭州素有 “丝绸之府 ”的美誉 ，

常年生产绸 、缎 、绵 、纺等十几个大

类。 距今 4700 年的良渚出土丝织物

已揭示杭州丝绸的历史之久。 自汉

代起，这里的丝绸远销国外。 唐代诗

人白居易“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

酒趁梨花”的诗句，道出了杭州丝绸

工艺的绝妙。 从南宋到明清，清河坊

鳞次栉比的绸庄更见证了杭州丝绸

经济的繁荣。

◆ 龙井茶

龙井茶是产于杭州西湖龙井村

周围群山的一种绿茶。 这种茶外形

扁平挺秀， 色泽绿翠， 内质清香味

醇，泡在杯中，芽叶色绿。 其中又属

清明节前采制的“明前龙井”最为珍

稀，又名女儿红，“院外风荷西子笑，

明前龙井女儿红”。

龙井茶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唐

代。 在“茶圣”陆羽撰写的世界上第一

部茶叶专著 《茶经 》中 ，就有杭州天

竺、灵隐二寺产茶的记载。清乾隆游览

杭州西湖时，盛赞西湖龙井茶，把狮峰

山下胡公庙前的十八棵茶树封

为“御茶”。龙井茶与西湖

一样，是人、自然、文

化三者的完美结

晶， 是西湖地

域文化的重

要载体。

荩 苏 东

坡的一首西湖

诗,用今天的话

说， 几乎就是

西湖的广告语

首选了：“湖光

潋滟晴方好 ，

山色空蒙雨亦

奇。 若把西湖

比西子， 淡妆

浓抹总相宜。 ”

图为西湖的冬

景（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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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我才晓得， 在杭州的钱塘
江南岸有一座中国水利博物馆。 起初
不免奇怪， 怎么国家的水利博物馆会
在杭州？细想之后，觉得这个安排太有
道理了！别处的水利一事一办，杭州的
水利则囊括了种种，修筑钱塘江海塘、

开凿大运河、 疏浚西湖， 江河湖海统
揽，还都是千百年来代代相继的功业。

往更早的说， 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遗
址上，就有大型水坝筑起在那里。论道
水利历史的悠久、 水利成就的辉煌和
水利形式的丰富， 杭州不会输给任何
别处。

更何况， 杭州的本身便是百分百
地成因于水利。水之利，天成的和人为
的，天人合力塑造了杭州。

前人千余年来的浚
湖治水 ， 成全了西湖的
风景、文物，当蓄水池用
的西湖 ， 最终成了园林
的西湖 ， 供人们赏玩的
西湖

据说秦始皇的中国还没有杭州 ，

那时这地方是个海湾， 初民聚居于临
海诸山， 也就是今日绵亘于西湖之南
北和西面的，被叫做南山、西山和北山
的那些山上。那时的杭州湾就从吴山、

宝石山的山脚下算起。后来海退人进，

步步为营，逐渐便有了田园和城市。蒙
苍天眷顾，海不是平平坦坦地退去，而
是让钱塘江泻下的泥沙壅塞于海湾
口， 在群山和海涂之间留下了一个泄
湖。 湖在城西，故称西湖。

我们无法想象缺了西湖的杭州会
是什么样子。 中国另有许多城市的城
区或城郊带有湖泊， 但没有一个像杭
州这样，城与湖的关系如此唇齿相依。

虽是天赐西湖， 但在西湖给杭人
作出无穷回报之前， 杭人先是为它投
入了很多很多。西湖水利，自白居易以
后，经五代吴越王维持，二百年而得苏
东坡，又四百年而得杨孟瑛，再二百年
复有雍正朝之修治，始得延续至今。

杭州终于驯服了西湖， 人类的城
市终究把自然的山水纳入了自己的轨
迹。 起先是要解决水患， 生存安全第
一。 然后是图水利，饮水、灌溉、交通、

物产等等的好处都尽量要得着。最终，

这些在前人是图功利的浚湖治水 ，成
全了西湖的风景、文物，让今日的我们
受惠的主要就是这点。譬如，西湖上的
两条堤，白堤和苏堤，前人筑来是为通
行，连接城区和孤山之东西、南屏山与
栖霞岭之南北， 过湖方便。 但终究，

被后人当作伸向湖中去观景的栈桥一
般，苏堤等于是增加了可供人们游览、

坐歇的西湖湖岸线的总长度。 在花园
里特地做几条曲曲弯弯的小径， 好让
你多多盘桓盘桓，也是这个意思。就这
样，当蓄水池用的西湖，最终成了园林
的西湖，供人们赏玩的西湖。

西湖水利，还为杭州的物产增色。

自北宋起西湖水面就已种植菱藕 ，至
后世，西湖的红菱和藕粉，已成为地方
名特产。在西湖边随处可见的茶楼，品
茗之余吃一碗当点心的西湖藕粉 ，是
旧时游人的一大所好。 藕还有另外的
吃法， 就是你现在在杭州各餐馆均可
见到的那种往藕孔里灌了糯米， 蒸熟
了再切成片的吃法， 在从前的杭州就
很常见。

还有西湖的鱼虾， 成全了好多样
杭州名菜，西湖醋鱼即是一道。讲究起
来，那草鱼（杭人念“混鱼”）也是以西
湖里现捕现烹的为佳。 西湖鱼骨软肉
松，被视为上品。 《武林旧事》称，宋五
嫂做的鱼羹，曾经得到皇上的赞赏，从
此声名鹊起， 宋嫂鱼羹遂成为杭州风
味名肴。 清末以来老杭州最出名的餐
馆是孤山下的楼外楼， 它就是以西湖
之鲜活鱼虾现捕现烹为卖点招徕顾客
的。还有西湖特产的莼菜汤、拿龙井茶
做配料的龙井虾仁，都是杭菜的名品，

至今依然。

吃喝之外，还有玩耍，杭人的生活
方式、消费心理、娱乐趣味等，也颇受
西湖文化之影响。 虽然自己并不一定
有钱有闲，却因见识了那么多阔绰、斯
文的西湖游客， 或古典或摩登的种种
派头、谈吐，杭人必也有所模仿。 喝茶
有哪些讲究，字画是什么人好，都因西
湖文化而来。市民中稍能识文断字者，

其文化素养主要就是由西湖佳话及游
客表现的古趣、时尚构成。 更不用说，

若无西湖， 那样一个杭州便断断没道
理招引历代文人雅士纷来沓至， 作文
赋诗，感慨万千。白居易做了三年杭州
刺史， 是最早让杭州扬名的文人，《西
湖志》一书所收诗词以白诗为最先。卸
任离杭后， 白居易伤感地写道：“自别
钱塘山水后，不多饮酒懒吟诗。 ”

二百五十年后， 苏东坡两度通判
杭州，先后累计五年。他的一首西湖诗
非常出名，用今天的话说，几乎就是西
湖的广告语首选了 ：“湖光潋滟晴方
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
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

西湖还给杭州的平民文化带来无
穷无尽的影响。 事关西湖或以西湖做
场景的民间故事， 现在能搜集到的就
有几十则之多， 曾被编成一本蛮厚的
书出版。老杭州的“杭滩”、说书之类的
民间戏剧艺文，也常拿西湖来做文章。

这个城市里里外外
到处是水 。 丰沛的水不
仅滋润了杭州的青山 、

树木， 还塑造了它的城
市性格

杭州多雨， 一年当中有许多日子
是雨天。

特别是春夏之交的 “黄梅天”，雨
下得没完没了。一连好多天，绵绵细雨
慢吞吞地下着，不痛不痒地下着。那时
的杭州，就像是从水里刚捞起来，空气
中蓄满了水分， 晾晒着的衣服总也干
不了。 出门得带上伞，还有雨鞋，给人
添了许多累赘。但多雨也有好处。空气
湿度大， 四季潮润， 滋养了杭州的植
被，成全了杭州的风光。

在从前没有自来水， 空气中也没
有多少污染的时代，天上落下的雨水，

杭州话叫“天落水”，可以代替井水，而
且比从井里打水来得便当。 井水和自
来水都比不上从前的“天落水”干净 。

有些杭州人就用这种 “天落水” 泡茶
喝。更讲究的，还有人拎着水壶到虎跑
去兜些泉水回来。 泉水其实就是从山
上汇流下来的雨水。 杭州的泉水远不
止虎跑一处，玉泉、九溪甚至金沙港这
些地方，都有很好的泉水。

杭州出产名茶。 杭州又是个旅游
城市，历来游客很多，因此杭州的茶馆
也一向很考究， 比其它地方的同类场
所奢华多了。 以前杭州的每一处旅游
景点， 几乎都少不了一家茶馆或名茶
室。 还在念小学的我，就已经常去虎跑
的茶室泡了。 杭州人一向不用茶壶，而
是用茶杯喝茶。白瓷杯，绿龙井，一目了
然，清清爽爽。除了一毛钱一杯的绿茶，

你在那时的茶室还可买到很多种茶点，

杭州人称之为“消闲果儿”，就是糖果、

瓜子、蜜饯之类。光光说蜜饯，种类也不
少，有橄榄、杨梅、桃干、杏脯等等。

如果有人问我， 杭州什么东西最
多，我会毫不犹豫的告他杭州水最多。

这个城市里里外外到处是水： 有钱塘
江的江水，有大运河的河水，有西湖的
湖水，有山上流下来的泉水，有天上落
下的雨水 ，还有地下冒的井水 ，甚至
还有钱江潮带上来的海水 ，一路汹涌
澎湃……

但更多的时候， 水是平滑、 柔顺
的。无论我们意识到了什么，丰沛的水
不仅滋润了杭州的青山、树木，水还塑
造了它的城市性格。 杭州是个柔情似
水的城市。

你嫌杭州人不大气
也罢， 夸奖杭州人会过
日子也罢 ， 杭州人就是
这样， 总把生活诸事尽
量做得精致

杭州人的确是很注重“小”处，这一
点北方人没有看错。 我父母都是山东
人，20世纪 50年代初来杭州时， 很看
不懂杭州人的邻居家怎么能将一棵青
菜炒出菜梗、菜心两盘菜来，而我家却
每每是把好几样菜煮进一锅里去的。

一样东西可做出很多种吃法 ，这
就是杭州人许多脑筋的用处。 你嫌杭
州人不大气也罢， 夸奖杭州人会过日
子也罢，“虽好却小”或者“虽小却好”，

随你怎么看都没错。杭州人就是这样，

总把生活诸事尽量做得精致。

杭帮菜本以家常为主， 功夫做在
将很普通的东西烹饪成美味。 譬如相
传是苏东坡首创的东坡肉， 即以带皮
的普通猪肉，调以黄酒，置于密封砂锅
文火焖烧而成。再如叫花鸡，也是杭城
名菜，据说是从叫花子（乞丐）那里学
来的。叫花子没有炊具，就用黄泥裹鸡
在火堆里煨烤。 杭州的厨师把这点学
来，大大的精致化一番。仍旧是普通的
越鸡，而佐以绍酒、生姜、葱叶，再用荷
叶和箬壳分层包裹， 最后再涂上用酒
脚和盐水调入的酒坛泥， 置于文火煨

烤。待打开就食，香气扑鼻，鸡肉白净，

酥不粘骨，鲜嫩可口。

别处的黄包车夫或许是以议论国
事为乐， 但杭州的小人物们不会满足
于这种“空劳劳”的靠耍嘴皮子的“做
大”。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 宁肯多搞点
“小乐惠”，尽量动动脑筋把自家的小日
子过得有滋有味。 平民百姓，一辈子没
啥大出息，若连这点“小乐惠”也没得，

岂不冤活一场？你笑他小家碧玉，无妨，

他会告诉你说，有“碧玉”就很不错了。

就算只是块石头，那也是爬着些许青苔
在上边，而非光秃秃燥煳煳的一块。

杭州出不了赳赳武夫， 杭州人打
那种砍砍杀杀的仗不行。 可要是说起
打商战来，杭州人却不一定输给人家。

这个传统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马云就
是地地道道的杭州人。

奉行和平主义的杭州人自然是行
事谨慎，不太敢冒险，这让他们错过了
改革开放的“头一口水”。 上世纪 80年
代许多地方的人掘到“第一桶金”，动辄
会冒出几个一夜暴富的人物，但好像没
听说其中有哪个是杭州人。 不过，那些
一夜暴富者当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栽了，

而看似胆子不大、不怎么敢“吃螃蟹”的
杭州商人，稳扎稳打，至今还常青常新，

金身不败，娃哈哈的宗庆后即是一例。

再往远处说 ，杭州人向往富裕和
生活品质的和平主义传统，至少可以
追溯到唐末五代的吴越国时期 ，从那
时起杭州人就是可不打的仗尽量不
打 ， 用嘴巴能谈妥的事情尽量去谈

成。北宋的欧阳修就曾拿金陵（南京）

和钱塘（杭州）的不同命运做过比较 ，

说“物盛人众”的都会，又能兼有山水
之美， 全天下只有金陵和钱塘两处 。

当北宋统一中国之际，南唐因抗拒而
遭挞伐，金陵城破。 而定都钱塘的吴
越国则选择了和平 ，纳土归宋 ，不烦
干戈。

上世纪 80 年代，杭州在很多人心
中是个旅游城市， 杭州的不少人也因
为杭州几乎没有值得说说的制造业而
气短一截。 而今想来，那都是工业化时
代的思维所致。 而今的杭州人应该明
白了， 我们杭州自古就是一个服务型
的城市，这是杭州诸多现象的根源，杭
州根本的问题就是怎样做好服务而不
是炼钢采煤铸铁造船。 阿里巴巴、支付
宝、互联网+，根本上讲也是服务业。 在
现代世界， 服务业在 GDP 的占比是衡
量一个国家是否能算发达国家的重要
标志。 比起中国的其他城市来，比较谦
虚、 好学的杭州人做服务业做得比别
人好，更周到、细致，杭州的包括互联
网在内的服务业就胜出了。 相信今天
的杭州人不再会因杭州把自己做成一
个高质量的现代服务型城市而感到难
为情了。

所以我说，胸无大志的杭
州人，其实还是蛮实惠的。

老百姓嘛，无大志不碍
事，有头脑就够了。

（作者为著名
作家）

▲ 被西湖周围凤凰山、北高峰、天竺

山等环绕的龙井茶园，种植着世界上最好

的绿茶之一———龙井茶（视觉中国）

▲ 有着明澈茶汤的龙井茶，是人、自

然、文化的完美结晶，可谓西湖地域文化

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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