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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轻雨细的江南梦，通往我们的美好生活
嘉宾： 刘士林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采访： 范 昕 本报首席记者

江南文化真正的“诗眼”，在于有一种最大限度超越实
用理性、代表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

文汇报：“江南” 似乎具有一种特

殊的魅力。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人

生只合扬州老”“三生花草梦苏州”“未

老莫还乡， 还乡须断肠” ……古往今

来， 太多的人们为江南留下太多的咏

叹与感怀。在你看来，江南的魅力究竟

何在，人们念念不忘的究竟是什么？

刘士林： 江南文化是中华民族审

美精神的最高代表， 也是中国诗性文

化最成熟的人文空间形态。

多年前 ，我有一个说法 ，中华民

族精神主要表现在中国古典诗学中。在

今天也不妨说， 江南文化的精神内涵

主要是以诗词 、绘画 、园林等形态存

在着。

从空间看， 江南不仅是政治经济

地理上的经济区， 也是中国文化地图

上的一片永恒的青山绿水。 从时间上

看， 江南不仅是现实世界中那片富足

的养活了无数炎黄子孙的鱼米之乡，

从南朝开始就已然成为一个只有诗性

心灵才能忆起的美丽梦境。

“东南财赋地，江左文人薮”。这是

康熙写给江南官吏的一句诗。 这句诗

很值得玩味，一方面，它表明政治家的

眼光看得很准，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

江南最显著的特点是物产丰富与文教

发达。另一方面，这句诗只看到有用的

物质财富与人力资源。 但这显然不同

于一般人心目中的那个“江南”。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 江南文化最

独特的魅力在于， 这是一个诗与艺术

的对象。 从“三生花草梦苏州”的精神

寄托，到“人生只合扬州老”的人生归

宿；从白居易诗中的杭州，到李流芳画

里的横塘，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是

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存在。 人们在这个

对象身上， 可以直观和深切地体验到

一种真正的愉快感。

由此出发，第一，仅仅有钱、有雄

厚的经济基础， 并不是江南独有的特

色，“天府之国”的巴蜀，在富庶上就可

与它一比高下。第二，文人荟萃也不能

算是它的本质特征， 因为孕育了儒家

哲学的齐鲁大地， 在这方面更有资格

代表中国文化。

江南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魂牵梦

萦的对象 ，是因为它比 “财赋 ”与 “文

人”要更多一点东西。 比如说，与生产

条件恶劣的经济落后地区相比，它多

的是鱼稻丝绸等小康生活消费品；而

与自然经济条件同等优越的南方地

区相比，它又多出来一点仓廪充实以

后的文化氛围 。 但江南文化真正的

“诗眼”还不在这两方面，而在于有一

种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实用理性、代表

着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 儒

家最关心的是人在吃饱喝足以后的

教化问题，而对于心灵与精神的自由

问题基本上没有接触到。正是在这里，

江南文化超越了“讽诵之声不绝”的齐

鲁文化， 把中国文化精神提升到一个

新境界。

我以为， 江南文化的独特魅力和

珍稀价值， 要从美学和诗性文化来理

解和把握。

可以说，南朝民歌《西洲曲》是中

国诗性精神的一个基调， 所有关于江

南的诗文、绘画、音乐、传说，所有关于

江南的人生、童年、爱情、梦幻，都可以

从这里找到最初原因。 另一方面，“文

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现代化

的一个主要后遗症是造成了人的 “无

家可归”。 在西方世界，无论是现代主

义的“审丑”还是后现代文化的“肉体

狂欢” 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就此而

言，从“钢筋水泥”的城市回到“小桥流

水”的江南，从“麦当娜”的“性”和“麦

当劳”的“食”转向“花轻似梦，细雨如

愁”的江南文化，是十分自然的。

江南文化研究事关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实施， 在其
研究内部，首先需要完成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文汇报： 江南文化可谓沪苏浙皖

共有的精神家园。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这片区域迎来

发展新机遇，江南文化研究也迎来“高

光时刻”。 丰厚绵长的江南文化中，什

么样的古老智慧能够助力今天长三角

城市群的发展？ 今天的江南文化研究

如何不负时代？

刘士林：当下江南文化的“热”并非

偶然， 在本质上是持续多年的长三角

“热”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是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上海全力打

响文化品牌的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

江南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诗性文

化， 代表了我国区域文化在审美和艺

术上的最高水准， 是中国本土最符合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和“按照美的

规律来建造”的思想文化谱系，对应对

现代人普遍的精神和心理危机， 促进

长三角社会、 文化和精神生态的保护

建设具有重大战略资源价值。 以品质

优雅的江南文化为文化资源， 建立高

品质的长三角城市文化， 不仅可以为

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文化消费产品

和服务， 也有助于切实促进和引导长

三角真正发展成为一个 “命运共同

体”，是新时代推进长三角高质量发展

的必由之路。

长三角共建江南文化的有利条件

众多。 首先，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相比，

长三角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区域文化建

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持续支持

区域文化实现更高水平的重建和复

兴。其次，与其他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

水平较低的区域相比， 集聚着世界一

流文化人才和团队的长三角， 在文化

发展理念特别是在开放发展和国际化

上， 同样拥有其他区域不具备的视野

和优势；再次，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共同

的传统文化资源， 也是一个在中国乃

至世界文化体系中均拥有良好口碑和

无穷魅力的小传统， 重建江南文化不

仅有利于解决长三角内部的文化冲突

和矛盾， 也有利于在中国和世界建设

一个传统文化复兴示范区。

众所周知， 去年举办的首届长三

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突出“国际视

野、区域联动、市场运作、展陈创新”，

就是长三角文化产业创新活力、 国际

影响力和整体实力的一次集中展示 ，

是加强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协作、 联手

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的创新作为。

文汇报： 当下的江南文化研究热

需要什么样的冷思考？

刘士林： 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

技术上的需要， 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

大学更能把科学推进。 ”这句话也完全

适用于江南文化研究。 因此我把江南

文化研究看作是一门事关长三角一体

化国家战略实施的经世之学。 由于它

所面对的时代和问题、 应承担的责任

和功能已完全不同于往昔， 因此在江

南文化研究内部， 首先需要完成自身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过去的江南文化研究， 主要存在

三方面的问题：

从结构上看，是“历史”研究众多

而“文化”研究不足。 这与江南自古重

视“乡邦文献”相关。 但历史并不只是

一大堆史料， 还包含着理解历史的观

念、 整理史料的工具方法以及建构历

史知识的价值观念， 而这些都需要借

助江南文化研究才能解决。 “文化研

究”的薄弱会直接影响到“历史研究”

的深入， 如何以丰富的江南历史研究

为基础，对江南文化的基本理论问题、

学科框架体系等进行定位与研究 ，是

当下急需强化的板块。

从学科上看，是“单体研究 ”热闹

而“整体研究”冷落。 当下的研究主要

以具体文本或门类为对象， 而对江南

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历史形态与统一学

术形态的综合与跨学科研究严重不

足， 这与长三角文化建设的高度综合

性是不对称的。 以“单体研究”中丰富

的研究成果为基础， 通过江南文化学

科体系和交叉学科建设促进视界融合

与综合创新， 是江南文化研究在理论

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实践中提供更

有效的智力支持的关键所在。

从功能上看，是“应用研究 ”多而

“基础研究”短缺。 出于满足长三角经

济社会发展的现实， 各种应用型研究

报告、政策建议类成果备受青睐，几乎

每个地方政府都组织出版经济社会发

展报告等。 但受学科属性与学术范式

的影响，它们最容易出的问题是“见物

不见人”，牺牲掉江南文化最宝贵的诗

性精神。江南文化基础理论创新，最终

决定着江南文化能够走多远、 迈上何

种境界。

黄宗羲曾感慨说:?古人不言诗
而有诗，今人多言诗而无诗”。 无独有
偶， 海德格尔也表达过这样的意见：

当你们都在谈论?存在”的时候，我们
反而不知道什么是?存在”了。 对于江
南文化也可以这样反思，当人们越来
越多地研究江南的时候，我们究竟是
离江南越来越近，还是反倒越来越不
知道什么是江南，什么是那个我们原
本痴心追忆、痴情向往的精神家园。

但这种 ?越说越不知道自己在
说什么 ”也有某种必然性。这是因为，

江南本身不仅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也
是一种审美的对象，江南文化不仅有
很多具体的形式和载体，同时也是一
种诗意的体验和想象力的创造。 而诗
和美本身就是不容易说清楚和很难
把握的。 所以康德才说：?如果想寻找
一种审美原则，通过明确的概念来提
供美的普遍标准，那就是白费气力”。

或者如司空图所说：?脱有形似，握手
已违”。

但这并不意味着江南本身不可
言说、 不可把握， 在中西哲人那里，

?思考不可思考 ”?言说不可言说 ”都
被当作一种使命和责任。 如冯友兰先
生曾说：?不可思议者，仍须以思议得
之 ， 不可了解者 ， 仍须以了解了解
之”。 但这个程序显然过于麻烦和?弯

弯绕”。 为了摆脱这种?别扭”的哲学，

海德格尔提出了?诗意言说”，通过诗
和艺术的语言，让存在本身自己显示
出来。 这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启示：要
寻找最真实的江南存在、最生动的江
南经验 、最深刻的江南精神 ，未必要
胶着于那些过于?江南”的高头讲章，

也未必一定要在互联网上搜索 ?江
南 ”的关键词 ，而是可以从感性的诗
词和艺术中去找寻。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想特别推
荐一下唐人张若虚的 《春江花月夜》

和上世纪 80 年代礼平的中篇小说
《晚霞消失的时候》。

记得大学时代最初读到《晚霞消
失的时候》， 一下子就使我想到了张
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而后来每诵读
张若虚的 ?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
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
江无月明”， 我也总是不由自主地会
想到礼平小说中的春暖花开、月色山
谷与飘渺歌声。

前者中间写道———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这首诗究竟想说什么？ 闻一多先
生说是?一个更深沉，更廖廓，更宁静
的境界！ 在神奇的永恒前面，作者只
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 但这
个?境界”又是什么，真的很难确定。

后者开篇写道———

在春暖花开的时候， 少年的梦，

总是非常的香甜，深沉。 在我的故事

开始发生的那天早晨，我也曾经做过

一个梦。 我不能说，那神奇美妙的梦

境与我后来经历的有什么联系。 然而

梦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好像没有发生

过 ，又好像确实发生过 ；它不是你命

运中任何事件的原因，却常常导致你

的生活中发生些什么。 所以我不能忘

记那个梦。 而且，至今我都常常怀疑：

梦 ，乃至一切虚假空幻的东西 ，对于

人的生活是否真的无足轻重？ ……

在第二天早晨，做这个梦的少年
人邂逅了一位注定要对他影响一生
的小女孩，这是后话。 但这个开头究
竟要表达什么 ，不管是谁 ，真的都很
难说清楚。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信，即
它与《春江花月夜》表达的?少年时代
在初次人生展望中所感到的那种轻
烟般的莫名惆怅和哀愁”（李泽厚语）

是家族类似的。

两篇作品都不直接写江南，也没
有关于江南文化的界定和概括。 但如
果用今天人们喜欢的话说，它们无疑
都是?最江南”的文字。

对此讲得比较深切的，是李泽厚
先生的《美的历程》：

春花春月，流水悠悠，面对无穷宇

宙， 深切感受到的是自己青春的短促

和生命的有限。 它是走向成熟期的青

少年时代对人生、宇宙的初醒觉的“自

我意识”：对广大世界、自然美景和自

身存在的深切感受和珍视， 对自身存

在的有限性的无可奈何的感伤、 惆怅

和留恋人在十六、七或十七、八岁，在

似成熟而未成熟， 将跨进独立的生活

程途的时刻， 不也常常经历过这种对

宇宙无限、 人生有限的觉醒式的淡淡

哀伤么？ 它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沉重的

现实内容， 它的美学风格和给人的感

受，是尽管口说感伤却“少年不识愁滋

味”，依然是一语百媚，轻快甜蜜的。永

恒的江山、 无垠的风月给这些诗人们

的， 是一种少年式的人生哲理和夹着

感伤、怅惘的激励和欢愉。

但讲得好归讲得好，讲这些又有
什么用呢？ 这是过于忙碌和实用的当
代人 ，怎么也谈不好江南 ，很难真正
进入江南的内心世界的主要原因。

同时 ， 这也真的是一个两难判
断。 正如人们对《春江花月夜》和《晚
霞消失的时候》这类的东西常会觉得
不耐烦 ：要这些莫可名状 、莫名其妙
的劳什子干什么？ 如果没有这些过于
细腻、过于曲折、过于委婉的感觉、心
理和意念， 一个人不是可以活得更简
单和更幸福么？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
追问一句：如果一个民族或个体，在漫
长的历史和寂寥的宇宙中， 连一个美
丽的夜晚、 多梦的年纪与诗意的空间
都没有，那样的人生和世界，就一定真
的是圆满和完整的吗？ 只有这样想的
时候，只有想到这个层次，一个人的江
南意识，也才开始真正的觉醒。

由此可知， 这一切的关键在于，

你心里是怎样想的。 因为你怎样想，

就会怎样去做，同时这也决定着你最
后会得到什么，或走到什么地方去。

与那些仅有其名而未见得名实
相副的 ?江南 ” 解读和阐释完全不
同 ，《春江花月夜 》和 《晚霞消失的时
候 》， 代表的是一种自身表达自身 、

自己让自己出场的诗性智慧 。 只有
从这里开始 ， 才能慢慢找到回江南
之路。

春江、晚霞与回江南之路
■ 刘士林

◆寻找最真实的江南存在、 最生动的江南经验、 最深刻的江
南精神， 不妨从感性的诗词和艺术中着眼

◆一个民族或个体， 在漫长的历史和寂寥的宇宙中， 需要一
个美丽的夜晚、 多梦的年纪与诗意的空间

◆只有从诗性智慧开始， 才能慢慢找到回江南之路

江南文化最值得深味的是什么？ 面对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历史新机遇， 江南文化将如何为
长三角城市群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参照？ 为此， 本报专
访了长期致力于江南文化研究的学者刘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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