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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落乌啼，枫桥边那个无眠夜

画桥三百映江城,诗里枫桥独有
名。枫桥究竟始建于何时，如今难以
考证，但至少在唐代，枫桥就已是水陆
要冲，舳舻相接。明初姚广孝在《重修
寒山寺记》中如此回溯枫桥的繁华：
“北抵京口，南通武林，为冲要之所。
舟行履驰，蝉联蚁接，昼夜靡间”。

不过，在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枫桥迎来的却
不是装满粮食的漕船，而是一艘艘拥
挤的客船，满载着来自长安、洛阳的难
民、官员和文士，其中就包括两年前刚
刚中了进士的襄阳人张继。

范成大《吴郡志》中说：枫桥“在阊
门外九里，自古有名。南北客经由，未
有不憩此桥而题咏者。”唐宋时，人们
坐船出入苏州城，一般都要在枫桥边
短暂停留。

那是一个深秋之夜，天气格外寒
冷，夜色笼罩了枫桥和运河，乌鸦（也
有学者认为是乌臼鸟）凄厉的叫声在
寒气中回荡。孤独的张继僵卧舟中，
看着岸边的枫树和水面上渔舟灯火难
以入眠。此时，不远处寒山寺的钟声
传来，更勾起了他的羁旅之思和家国
之忧。远方的亲人是否平安，漂泊的
日子何时结束，国家的动乱还要持续
多久……张继再也睡不着了，他翻身
披衣坐起，取来纸笔，写下了这首浸润

着愁绪和忧思的《枫桥夜泊》。
在灿若星辰的唐代诗人中，张继并

不算名家。除了中过进士，他只当过洪
州盐铁判官等普通官职。张继流传下来
的诗也不多，宋人叶梦得说，到南宋时，
张继的诗存世就只有三十多首而已（《石
林诗话》）。但正是凭借着这一首《枫桥
夜泊》，张继的光芒就永远不会黯淡。

在每一个朝代，《枫桥夜泊》都吸粉
无数。唯一的例外，是宋代欧阳修曾在
《六一诗话》中对“夜半敲钟”提出质疑，
但《石林诗话》《庚溪诗话》等纷纷列举
出白居易、温庭筠等人的诗作来证明唐
代佛寺的确夜半打钟。除此之外，历代
诗人、诗论家都对《枫桥夜泊》推崇有
加，纷纷吟咏枫桥，留下“乌啼月落桥边
寺，欹枕犹闻半夜钟”（宋·孙觌）；“七年
不到枫桥寺，客枕依然半夜钟”（宋·陆
游）；“正是思家起头夜，远钟孤棹宿枫
桥”（明·高启）；“十年旧约江南梦，独听
寒山半夜钟”（清·王士祯）等佳句。甚
至曾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
也是巧妙地化用了《枫桥夜泊》，表达了
现代人和古人千年相通的愁怀。

寒山闻钟，三块诗碑历尽沧桑

寺以诗兴，诗以寺名，用这句话来

概括《枫桥夜泊》与寒山寺的关系实在
是贴切。寒山寺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年
间，原名“妙利普明塔院”，相传唐贞观
年间高僧寒山曾云游至此，因此也被
称为“寒山寺”。

自从《枫桥夜泊》问世后，寒山寺名

重禅林，“黄童白叟皆知有寒山寺也”，
四方游客络绎不绝。古钟、诗碑，寺内
这两个与《枫桥夜泊》有关的古物最受
到人们的关注，也历尽了千年沧桑。

“夜半钟声到客船”，游客来到寒山
寺，总会敲一敲古铜钟。除夕聆听寒山
寺钟声，是老苏州人古老的守岁年俗。
毫无疑问，张继写下《枫桥夜泊》时，寒
山寺内就有一口大钟，但随着元朝末年
寒山寺毁于战火，这口“炼冶超精，云雷
奇古”的唐钟已一起湮灭。

明嘉靖年间，在本寂禅师主持下，
寒山寺再次铸造巨钟，并修建钟楼。
才子唐伯虎特地为这次盛举撰写了
《姑苏寒山寺化钟疏》。可惜的是，此
钟在后来倭寇入侵中也被毁，“钟遇倭
变，销为炮”（《百城烟水》）。如今，保
存在寒山寺内八角楼上的古钟，是清
光绪三十二年（1906）江苏巡抚陈夔龙
重修寒山寺时仿旧钟样式重新冶铸
的，此钟含有乌金，撞击时钟声洪亮，
声闻数里。

不过，在苏州民间始终流传着一
个说法，寒山寺的明嘉靖铜钟并未被
“销为炮”，而是被倭寇劫到日本，康有
为曾为此写诗：“钟声已渡海云东，冷
尽寒山古寺枫”。但这口嘉靖明钟是

否真的流落到日本，确切的下落又是
怎样，至今还是未解谜团。

“枫桥夜泊诗碑”是寒山寺又一张
文化名片。据《吴郡图经续记》记载，
早在北宋，宰相王珪就手书《枫桥夜
泊》诗并刻上石碑。明代，著名画家文

徵明也刻制了一通诗碑，历经风雨，而
今能辨认的不到十字，依然可以感受
文徵明超逸神俊的书法造诣。

清末，著名文学家、经学家俞樾感
于文徵明碑漫漶剥泐，在陈夔龙重修
寒山寺之际，书写刻制了“枫桥夜泊诗
碑”。此碑正面为张继诗，后附跋语：
“寒山寺旧有文待诏所书唐张继枫桥
夜泊诗，岁久漫漶。光绪丙午，筱石中
丞于寺中新葺数楹，属余补书刻石。
俞樾”。时至今日，俞樾石碑依然保存
在寒山寺中，是人们来到这里必定要
细品的古物。

一宿千年，擦亮“枫桥夜泊”品牌

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如今
的寒山寺和枫桥，不再承载离愁和别绪，
而幻化为大运河畔一幅美丽的画卷。

走进江苏省级文保单位寒山寺，记
者看到，重修于清末的建筑群、俞樾诗
碑、罗聘所绘寒山拾得像碑刻、岳飞诗
碑等文物均保存完好。寒山寺南侧，重
达108吨的仿唐铜钟堪称“世界第一大
钟”，令游客叹为观止。2008年树立起
来的“枫桥夜泊诗碑”，正面刻俞樾手书
《枫桥夜泊》，16.9米的高度，使它拥有
了“世界第一大诗碑”的美誉。

走出寒山寺，去寻找当年张继的
泊舟之处。建于清代的枫桥和江村桥
如两道彩虹，横跨在古运河上。明代
抗倭关隘——铁铃关巍峨屹立，见证
了儒雅苏州人内在的刚强。这里还是
1949年4月27日三野29军解放苏州，

打响第一枪的地方，如今已建为主题
教育基地。

去年12月8日，在为期半年多的
景观提升改造后，枫桥风景名胜区正
式向社会免费开放，成为苏州市第一
个免费开放的省级风景名胜区。景区
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的枫桥景区是
一座历史文化生态公园，充分挖掘了
枫桥的诗词文化、漕运文化、城关文
化、市井文化、红色文化，丰富了“古
桥、古关、古镇、古寺、古运河”五古特
色。景区内，江枫草堂、吴门古韵戏
台、漕运展示馆、渔隐村、唐寅诗碑、夜
泊处、愁眠轩、碧薇轩、惊虹渡等20余
处自然人文景观铺陈有序，精彩纷
呈。“枫桥夜泊”游船夜游项目也已启
动，各地游客登上“客船”，聆听古寺钟
声，观赏两岸灵秀夜景，那一刻，仿佛
与千年前的张继心灵相通。

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局长陈
大林介绍，他们将进一步利用好大运
河资源，擦亮“枫桥夜泊”文旅品牌，打
造枫桥书场、枫桥夜泊水上游等系列
项目，让游客在枫桥听一段正宗的苏
州评弹，品一口地道的苏州美食，体验
“一宿千年”的浪漫诗意。

本报记者 于 锋

夜泊枫桥，大运河边“一宿千年”

“管中窥豹”出自《世说新语·方正》：
“王子敬数岁时，尝看诸门生樗蒲，见有胜
负，因曰：‘南风不竞’。门生辈轻其小儿，
乃曰：‘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

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
（即王子敬）小的时候很聪明，长大后他也
成为了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与父亲并称“二
王”。六朝时，王谢家族生活在南京，王献
之在南京留下很多故事，因此“管中窥豹”
的故事也发生在南京。王献之虽然聪明，
对樗蒲（古代的一种游戏）却不精通。一
次，他看到几个人正在玩樗蒲，就在一旁指
手画脚地说：“你要输了。”那个人不高兴地
看了他一眼说：“这个小孩就像从管子里看
豹，只看见豹身上的一块花斑，看不到全
豹。”“管中窥豹”，也就是说从管子里看豹，
比喻见识狭小，看不到全面，也比喻可以从
观察到的部分推测全貌。

管中窥豹

见证20世纪著名思想论争“科玄
论战”的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手
稿、开启新红学的胡适《跋<红楼梦>考
证》、民国五大日记之一的《胡适留学日
记》……由在艺、华艺国际主办，云杪文
化联合主办的《亚东图书馆遗珍——陈
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17日至19日
在江苏省美术馆展出，让人们回望新文
化运动对百年中国的深刻影响。

亚东图书馆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
的一颗明珠，20世纪上半叶，其与商务
印书馆、韬奋书店形成“三足鼎立”之
势，其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掀开新文
化运动的序幕。

1913年，在陈独秀的促成下，安徽
科学图书社迁至上海，更名“亚东图书
馆”，汇聚了大批文化界的有识之士，成
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阵地，陈独
秀、胡适、章士钊等成为亚东图书馆的灵
魂人物。此次以“一座图书馆，两位文化
巨擘，一场新文化运动，百年中国史”为
线索，开启跨越百年的文化寻访之旅。

展出的《<科学与人生观>序》是陈
独秀的手稿。这篇著作标志着以马克
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唯物史观派”正
式登上历史舞台。陈独秀创办《新青
年》的第8年，发生了20世纪中国现代
哲学史上著名的“科玄论战”，论战持
续了一年之久，三大派别玄学派、科学
派以及唯物史观派就科学与人生观问
题展开了激烈交锋，中国重要的思想

家几乎全部参与其事，论战文章字数
多达“皇皇二十五万”，梁启超称论战
“替学界开一新纪元”。展出的手稿上
保留了多处修改与增补痕迹，对于解
读陈独秀的思想轨迹、理解这场世纪
论战乃至20世纪哲学思潮具有重要的
文献补充意义。

1921年，胡适以《跋<红楼梦>考
证》一文，开辟了红学研究的新时代，
“新红学”自此创立。胡适通过考证认
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展出的
《跋<红楼梦>考证（一）》则揭秘了他搜
集《四松堂集》等重要材料及考证的过
程，同时对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予
以尖锐批评，在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随后，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
序》中表示胡适的观点经不起推敲。

胡适反驳，此次展出的《跋<红楼梦>考
证（二）》就是“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
指称蔡元培所用的方法过于陈旧。“蔡
胡之争”开启了“20世纪新旧红学之
争”，使得《红楼梦》获得时代语境下的
阅读视角，也推动了红学研究成为现代
意义上的研究学科。

《胡适留学日记》为胡适亲笔手稿，
记录着胡适在留美期间的社会见闻、对
时代的困惑与思考，共十八册、五十余
万字。日记手稿中随文粘贴了450多
张珍贵照片及中英文剪报，还首次集结
展出胡适1917年归国后所写的《北京
杂记》和《归娶记》，填补了现存日记中
两年空白。《北京杂记》是胡适归国后的
读书札记，从中可以解读胡适思想成型
之路。《归娶记》则记叙了胡适离京回绩

溪迎娶江冬秀的始末，比如，对江冬秀
的第一印象、婚礼的参加者、结婚礼堂
的平面图等，表达了胡适的婚姻观和对
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态度。

鲁迅曾对刘半农说：“我以为许多
事是做的人必须有一门特长的，譬如标
点只能让汪原放（注：亚东图书馆的骨
干编辑），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
由亚东图书馆。”（《鲁迅全集》第三卷
《华盖集续编》）足见亚东图书馆在新文
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而此次百年后首
次面世的亚东图书馆遗珍，既是20世
纪初新思潮仁人志士友谊的见证，也是
纪念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文化遗产。

开幕当天，还举办了“从《胡适留学
日记》到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
学术研讨会。 本报记者 王宏伟

两位名家手稿，记录百年前时代风云
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在宁展出

《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
府”中，写贾雨村在扬州被林如海聘为西
宾。一日，贾雨村“偶至郭外，意欲赏鉴
那村野风光，忽信步至一山环水旋、茂林
深竹之处，隐隐的有座庙宇，门巷倾颓，
墙垣朽败，门前有额，题着‘智通寺’。门
旁又有一副旧破的对联，曰：‘身后有余
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雨村看了，
因想到：‘这两句话，文虽浅近，其意则
深。我也曾游过那些名山大刹，倒不曾
见过这话头，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
的亦未可知，何不进去试试’……”

那么，《红楼梦》中的“智通寺”在现
实中有没有原型呢？

笔者曾读李斗《扬州画舫录》，其中写
道：“‘竹西芳径’在蜀冈上。冈势至此渐
平。《嘉靖志》所谓‘蜀冈迤逦，正东北四十
余里，至湾头官河水际而微之处也’。上方
禅智寺在其上。”康熙二十四年《扬州府志》
云：禅智寺“在县东大仪乡，一名竹西寺，寺
侧有蜀井。国初兵火尽成瓦砾，止一殿岿
然。顺治十七年商人汪灌募建山门。”此书
中还收录了宜兴陈维崧诗：“三生石上向谁
论，佛寺东坡想后身，今日经身来破院，手
披苍藓话前因”；孔尚任《游上方禅智寺》：
“旧址前朝寺，当门万树松。云中安佛座，
天际认江峰，茶燎深冬叶，斋催正午钟。髯
公遗句在，久立辨从容”。

雍正十一年《扬州府志》中云：“禅智
寺即上方寺，一名竹西寺，在城北五里蜀
冈上，每天气清朗，南徐诸山苍然在襟带
间。”此外，程晋芳《哭敏轩》（敏轩，即吴
敬梓）中有“死恋扬州好墓田”句下有注
云：“时（吴敬梓）客死邗上。前一夕，屡
诵‘禅智山光’之句。”（“禅智山光”句出
自张祜《纵游淮南》诗：“十里长街市井
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
禅智山光好墓田。”）

根据《扬州画舫录》和《扬州府志》中
所载“禅智寺”及其周围环境分析，它和
《红楼梦》中“智通寺”有许多相似之处：
一、寺名相似。两寺名都有一个“智”字；
而“禅”与“通”意义相近。“禅”者，静思息
虑之意也；“通”者，通晓于幽明之道而无
事不知也。二、智通寺“门巷倾颓，墙垣
朽败”；而禅智寺“尽成瓦砾，止一殿岿
然”，陈维崧称其为“破院”，孔尚任称其
为“旧址”；三、智通寺处“山环水旋，茂林
深竹”，而禅智寺“在城北五里蜀冈上，每
天气清朗，南徐诸山苍然在襟带间”，“蜀
冈迤逦”，“禅智山光好墓田”，且该处又
是“竹西芳径”。因此，也正是“山环水
旋，茂林深竹”的“村野风光”。四、智通
寺在“郭外”，而禅智寺“在城北五里蜀冈
上”。且蜀冈正是在维扬之“郭外”。五、
再从两寺的意境看，也有相似之处，智通
寺有对联曰：“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
路想回头。”而清初诗人吟禅智寺诗有
“话前因”，“说因缘”之句，都是参禅偈
语。凡此种种，笔者认为扬州的禅智寺
即是《红楼梦》中“智通寺”的原型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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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红楼梦》
中的智通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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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苏州是一座水做的城市。

河道纵横，一座座古桥串联起古城的街巷脉络。在苏州的

古桥中，地处寒山寺外、横跨古运河的枫桥拥有极高的知

名度，唐代诗人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脍炙人口，传颂千

古，堪称历代吟诵苏州诗词中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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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所以平凡

，在于无法超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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