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南”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文化概念。江南文化是中华文化中最富人文魅力和美学内涵的组成部分。江南文化的历
史积淀成为长三角区域文化凝聚力的重要动因。在当前高质量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战略背景下，如何在传承中创造新时代的
江南文化？为此，新华传媒智库约请苏州大学东吴智库多位专家展开研讨，为重塑“最江南”的文化之魂建言献策。

智库专家解读江南文化

千百年来，江南水乡古镇不断被人们赋予
深厚的栖居意蕴，其选址布局、水系规划、园林
营造、景观塑造等营建智慧，谱写着江南文化特
质与审美情趣的魅力之歌。因而深度挖掘江南
水乡古镇营建智慧是传承江南文化基因、增强
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

度地：
“象天法地，巧于因借”的区域观

人居环境核心在于选择宜居的空间环境。
古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象天法
地”的朴素环境观——在大尺度自然环境中“度
地”，探寻融合相生的居址。江南水乡古镇在营
建之初就将自然、城、人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进
行整体考量，成为“巧于因借、因地制宜”的营城
典范。其精髓在于：一是放眼区域，生态选址。
依托自然环境，兼顾城防和宜居，在太湖平原平
坦地形中“相土尝水”锁定城市安全基因，在水
网密集地区构建生态景观协调的区域城镇地理
格局。二是巧借山水，形胜构形。因地制宜将
城市风景格局扩大、巧借城外美景，将外围自然
山水风景“借”入城中——钟灵毓秀“十山九湖”
得以成为姑苏城“因借”美景。如此“因形就势”
之“形胜”是崇尚自然山水的高度美学概括。

理水：
“推理酌情，因水利导”的生态观

古人将地域水脉水系视为“地之血脉”，“理

水”即为调节大地肌理和脉络。江南古镇极为
重视水源供给和水系调整，逐步形成“宜推其理
而酌之以人情”“得其利而避其害”的理水思想
和治水文化——理水既要结合水环境规律以趋
利避害，也要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实际状况。纵
观江南水乡古镇人居千年史，正是一部不断“治
理水、规划水、利用水”的文化匠作。“因水利导、
以水为生、枕水而眠”，江南城镇利用水环境达
到极致——水系成为城镇生长的骨架和脉络，

“水陆并行”决定了街道、建筑和城市开放空间
的总体格局，水网成为联络城镇物质空间的支
撑体系，缔造了“人家尽枕河”的特色人居空间，
实现了城镇与自然环境的完美融合。

营城：
“形势相依，和谐宜居”的空间观

先贤对山水脉络和自然轮廓的总结称为“自
然之势”，对城镇内部环境和建筑布局的概括谓
之“城廓之形”，营建强调“形与势”相结合、“因势
利导、随形就势”。江南水乡古镇交通体系充分
与水网体系衔接，形成了“水陆相邻，河街平行”双
棋盘式的规划格局，铸就了我国江南水网城镇空
间规划的独特机理。城镇功能空间强调生产生
活分区、隔坊共街的布局结构，形成以坊市划分
工业功能、促进手工业集聚效应和生活效应的生
产生活模式，成为古城镇生产居住系统的瑰丽遗
产。聚落民居空间组织强调外街内巷，形成“街-
巷-院”的有机单元——外街常与河流结合，街巷

共同形成居民公共生活、休闲娱乐的集体记忆空
间；以坊院为社区、以民居院落为基本居住单元，

“不求气势恢弘而层次丰富、不求壮丽开阔却秀
雅深远”，共同谱写出和谐宜居的生活乐章。

造园：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观

江南园林始于春秋，兴于晋唐，盛于明清，
以写意山水的高超艺术手法，蕴含浓厚的中国
传统思想和文化内涵，历史之悠久、艺术之精
湛、影响之深远，成为江南城镇营建智慧的重要
源泉之一。江南园林文化对水乡古镇的影响在
于：一是“城中园”，“不出城廓而获山水之怡，身
居闹市而得林泉之趣”。师法自然，“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创造出具有诗情画意的景观，“无声
的诗、立体的画”；用种种造景手法构成引人入
胜的景象，“咫尺之内造乾坤”，在有限空间营造
出巧妙多变的景致和文化胜境。二是“园中
城”，“三万顷太湖裁一角，七十二山峰雾一
片”。“叠山、理水、建筑、花木”四大造园要素和
冶园方法的推广，推动着“文人士子”孤芳自赏
的雅文化向城市大众文化的变迁，私家园林造
园艺术向城镇公共艺术的普及和转化，体现了
园林文化对城镇营造的影响和作用。

塑景：
“城景一体，诗意栖居”的风物观

江南水乡城镇在营建过程中不断塑造和完

善自然人文风景，这种城镇“景致”的塑造古称
“塑景”。“八景、十景”等均涵盖了城镇内外的人
工和自然的特色景致，景点题名的功能丰富，点
拨画题、刻画意境、解说典故等，“城景一体”成
为江南水乡城镇不可或缺的城镇特色之一。在
景致主体上，以自然山水环境为基础，经历代文
人不断创造、提炼和传颂而广为人知，兼具文化
厚度和艺术之美。在景致内容上，建筑、环境和
人所构建的人居环境体系为核心，融入诗情画
意和文化背景，体现了城镇人居环境和谐之
美。历史各时期景致塑造随着人居环境发展常
有十景更替之变，郊野景致变化和造园营城之
风相结合，奠定了江南水乡“人间天堂、诗意栖
居”的文化地标。

成境：
“兼容并蓄，人间天堂”的境界观

“境界”是城镇内涵与品质的高度凝练，是
人居环境建设的最高层次。江南水乡城镇有高
度发达的文化水平与精神品质，其境界源于对
自然山水环境的诗意解读。历经千年发展，江
南人居建设的特色与格调境界不断提升，其智
慧涵盖了“山水之境、人文之境和天地之境”三
个层次。山水之境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境界，得
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是城市境界之根本，是人居
与环境相处的和谐之道。人文之境是对城市人
文内涵的高度概括，兼具传统与现代、经典与创
新的文化双面绣，成为城市发展的动力与源
泉。天地之境是对于自然与社会追求的统一性
与和谐性，在利用与改造自然的同时，强调“天
人合一”——“天、地、人、居”和谐共生，这是中
国古代营城思想的最高境界。

（作者分别为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研究员、建
筑学院教授；苏州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挖掘江南水乡古镇人居环境的营建智慧
□ 雷诚 曹惠敏

重塑“最江南”的文化之魂

在文化层面上，江南文化是长三角的最大
公约数，长三角一体化因而也是江南文化传承
与转型的过程。如果忽视江南文化在长三角一
体化中的意义，我们就不能处理好经济发展与
文化的关系。长三角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文
化的动因十分重要。

以苏州为例，当我们说苏州“最江南”时，不
仅是确认历史、确认典型性，也从一个方面解释
苏州何以发展的原因。我们可以信手拈来关于
苏州的种种赞誉，这些堪称奇迹的成就都发生
在苏州这样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以及以它为中心
的城乡地带。当代苏州经济发展的成就有目共
睹，这一发展给苏州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社会
发展是整体的，不是局部的，如果没有文化的守
护和发展，苏州就是残缺的苏州。2500余年的
历史仍然绵延不断，但现代化的景观同样灿烂
辉煌。于是，一个经典性的表述生成为：苏州是
传统与现代的“双面绣”。当这样的比喻生成
时，“文化苏州”便跃然于一城两翼之上。

因为苏州，江南元素丰富而集中，最宜众人
来领略。传承久远的古城，枕河而眠的人家，粉
墙黛瓦之间的小巷，信步城中或近郊即可不经
意间相遇的园林与胜迹；卖菱藕的夜市，载绮罗

的春船，城外枫桥夜半时分的那声撞钟响彻千
年余音仍在。与古城相依的大运河故道是苏州
的又一血脉，烟波浩渺的太湖是烟雨江南的碧
蓝底色。在千年不变的景色中，江南的苏州旧
而新。我们仍然生活其中，文化在生活中，生活
在文化中。这是千余年来传统与现代和谐共生
的典范。这让苏州成为一个传说，近乎“天堂”
般的传说。传说中的苏州，便是传说中的江南，
美轮美奂，浑然天成。

想象江南文化也成了诗性的文化。唐末大
诗人韦庄晚年远居蜀地，却念念不忘早岁的江
南旧游，他在《菩萨蛮》里写道：“人人尽说江南
好，游人只合江南老。”千余年以来，这两行诗句
不知惹动了多少人的心肠——春水连天、画船
听雨，无论是到江南一游，或者在江南生活直至
老去，等闲便是我们能想见的最绮丽的梦幻和
最诗意的生活。于是，江南是想象诗意生活的
一种方法。更早个几十年，韦庄的前辈白居易
对江南的怀念和赞颂，比韦庄还多了几分落到
实处的深情。白居易的三阕《忆江南》以“吴宫”
压轴，吴地的物产之丰、人情之醇与艺文之美，
尽浓缩于诗人笔下的一杯吴酒与几曲吴声之
中。这还不够，在大江南区域诸多的宦迹所及

之地，他偏要挑出苏州来，在赠诗里向好友刘禹
锡重点申说：“江南旧游凡几处，就中最忆吴江
隈。”于是，江南是苏州，苏州是江南。“游人唱彻
江南词，共说姑苏美不尽。”——这是千年来文
字与口耳相传的默契。

和许多城市及城市文化不同，苏州将审美
艺术与世俗生活融合在一起。昆曲曼妙的声腔
与缠绵的水袖，诗人深致的热爱与婉转的歌喉，
评话和弹词中的风云际会、悲欢离合与市井日
常，苏绣与苏作里专注的精神和巧夺天工的技
艺。更不必说绘画的“吴派”，古调不绝、传承大
音的吴地琴人。因为生活，苏州成为日常的贴
近人心的江南。无论是有形的无形的，或物质
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依然是江南苏州的日常，
是每一个平常的日夜中充溢、笼罩着众人的诗
意，是在诗意中栖居的寻常百姓的生活。这一
泓诗意，也流转在舞台、书画、苏作和文学之中，
弥漫于童子、青年、壮年和老者之间。这是千年
来在慢生活中享受闲适和呈现优雅的江南。在
城中年复一年生活的主人，或从城外纷至沓来
的客人，无论你知晓多少苏州，苏州依然是想象
的苏州、传说的苏州。当一座城市成为一个传
说时，这座城市的文化便达到了最高境界。在

几千年的累积、发展、回退、修复中，物质的、制
度的和心理的各个层面的文化逐渐凝固成文化
苏州，江南文化因此成型并将苏州置于江南文
化的高地上。

当我们说苏州是传统与现代的“双面绣”
时，关于江南文化的言说和建构，就不只是对传
统的凭吊，而更多要求我们在传承的同时如何
创造现代的江南文化。文化是变动不居的，如
是，有了“新苏州”有了“洋苏州”。在后来更大
的发展中，古城苏州有了东西两翼，这不只是城
市空间的拓展，经济领域的开辟，同样是苏州文
化结构的改变。如果看不到后者，我们就错读
了四十多年来苏州的发展。我们现在提到的两
翼即园区和新区，不是不同区域的相加，而是文
化的融合。江南文化滋养了现代化的进程，现
代化的进程也撬动了江南文化的板块，江南文
化的新素质新形态也层出不穷。在人文传统之
外，在迂回曲折的小巷之外，有科技之城，有高
楼大厦，轻轨、高铁重新布局了苏州的地图。这
厢是美妙的昆曲评弹，那边是动人的芭蕾交响
乐。所谓“世界性”的因素在苏州不断增加而成
新气象。异质文化的融入，成为文化苏州的又
一特征，这是苏州以吴文化为根基生长出的新
的气象。费孝通先生的16字箴言“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或许是江南文
化的愿景。我们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
如何创造现代的江南文化？

（作者为著名文学评论家、苏州大学特聘
教授）

在传统中激活江南文化的“当代性”
□ 王 尧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江南文学，虽
然还处于萌发期，但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初步建
构了有关“江南”的总体印象。总的来看，萌发期
的江南文学已勃发出多元、多样的创造活力，“江
南才子”的文学个性和风格已初见端倪，并开始
孕育和显露出江南文学特有的审美风格。

区域文化的形成，往往离不开它所处的自
然环境和社会条件。江南是有名的水网地带，
湖泊成群，河道纵横。虽然古代江南文化同属
于中国农业文化性质，但由于这里有山明水秀
的自然环境，有山峦、丘陵、平原、湖河荡泊等多
种地貌，加之气候温润、雨水充沛的优越自然条
件，便形成了古江南文化独特的生态个性。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虽没有“吴
风”，但并不说明那时没有吴歌存在。其实吴越
楚地区的民歌起源极早，可追溯到迄今所知我
国最古老的原始歌谣《弹歌》。据《吴越春秋》卷
九：“古者，人民朴质，饥食鸟兽，渴饮雾露……
故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宍’之谓也。”顾颉
刚在谈到吴歌的源头问题时也具体指出，“它不
会比《诗经》更迟”。

相传周公亶父之子泰伯、仲雍为避让君位，
由中原来到当时被称为“荆蛮”之地的江南。他

们带来的周族先进的文化和农业生产技术，化育
了江南早期文明。之后，吴王寿梦的幼子季札曾
出使鲁国“观于周乐”，对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
综合性的“乐”，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评论。春秋时
代江南杰出的文化人，还有被孔子称为“文学”科
代表的言偃（字子游）。弦歌教化是子游“文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他重视“乐”的陶冶感化作用，这种

“乐教”就是今天所说的德育与美育。子游把先
进的礼乐文化带到吴地，使夷蛮之民“文之以礼
乐”“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故而吴地人民赞誉他
为“道启东南，文开吴会”的“南方夫子”。

秦汉时代，随着全国封建统一局面的出现及
各地经济、文化交流的密切，促进了江南与外界
的交往。进入到辞赋最兴盛的汉武帝时代，苏州
籍辞赋家严忌、严助父子写下多篇辞赋，其中严
忌哀伤屈原而“斐然作辞”的《哀时命》，是中国文
学史上的佳作，“楚辞”这一名称在史书上的出现，
也与这两位作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建安以后，
文士的社会地位有了提高，文学的意义也得到更
高的评价，并表现出文学的自觉精神。陆机可说
是“自觉”地从事文学创造活动的第一人。他以
南人的身份跻身于北方文坛，凭借自己的大才而
被钟嵘《诗品》尊为西晋时期的“太康之英”。而同

时代以思莼鲈而归乡的张翰，和东汉唱着《适吴
诗》来吴的梁鸿一起，对江南乃至全国的隐逸文
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东晋，杨羲不仅是茅山
上清派道教的第一代宗师，还以大量的道教诗歌
表达了浪漫主义的“玄义”。

在南朝文学中，吴歌值得注意。“吴吟”是江
南吴地特有的一种歌唱形式。《乐府诗集·吴声
歌曲》引《晋书·乐志》说：“吴声杂曲，并出江南，
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南朝吴歌在中国诗歌发
展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后人写过不少拟作，而
且唐代的五绝也是在其基础上形成的。

至此已可以看出，早期江南文学虽处于萌
发期，但它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已占有特定的
地位，同时它还为江南文学后来发展奠定了厚
实的基础。对于这一源头部分，从江南文化地
理建构看有几个特色值得总结：

首先，江南文学的开篇部分相当精彩。仅
就收录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及《先
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有名有姓的诗人、辞赋
家、散文家和理论批评家来看，就多达百余人。
南朝的陆、张、顾等姓诗人，几乎全有家族性的
文学传承，“江南才子”的文学个性和风格已初
见端倪。另外，江南文学一开始就显示了文艺

理论批评的绝对优势，涌现了季札、言偃、陆机
等批评大家，在全国均有重大影响。

其次，“江南”已作为文学地理现象，为中国
文学增添了鲜亮的色彩。自汉以来，江南强烈
地吸引着全国各地作家生动地描叙江南带有传
奇色彩的人和事，如：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史记》
中的《吴太伯世家》《伍子胥列传》，班固《汉书》
的《朱买臣列传》，越地作家赵曄的《吴越春秋》
等名篇佳作就应运而生了。而左思使“洛阳纸
贵”的《三都赋》之一的“吴都赋”，铺采摛文，描
述古吴的历史、地理、风物和文化，首开了为江
南名城（苏州）作赋的传统。

再次，江南文学审美风格开始孕育和显
露。历史地看，阳刚尚武的传统来自古吴先民
断发文身、尚武好斗的风俗民性，吴国专诸刺王
僚之悲壮剧，战国时“操吴戈兮被犀甲”之名句
等，又助推了阳刚风气成为地域性格之一端；尚
文传统则源自子游的儒学南渐，而晋陆机进而
透露出的清丽、清新、工巧、细腻的阴柔风格的
因子，六朝的江左风流，又逐渐培育了江南人儒
雅尚文的传统。这两个传统或起伏或并存地交
织着，对后世江南文艺的审美观念影响至深。

江南文学史的源头部分还有待进一步发
掘、整理和研究，但无疑江南文学早期是中国文
学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页，它已成为江南文化
的重要源头，孵育、深化了江南文化底蕴，并成
为历代江南人不断汲取的宝贵精神源泉。

（作者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

江南文学早期与江南文化地理的建构
□ 徐国源

从地理范围上看，江南文化基本覆盖了长三
角区域，它是人们在此长期生产、生活、交往中形
成的精神财富，是这一区域有别于其他区域的符
号代码，也历来是中国对外展示形象的一张名
片。长三角区域的城市各具特色，但也有着明显
的“文化公约数”，行走其间，粉墙黛瓦、鱼米茶桑、
书香绵绵、弦歌不辍。

江南文化在历史上的形成，与自然禀赋条件、
政治经济变迁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浸润
在江南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当前，伴随着全球化、
信息化的进程，发源和兴盛于农耕文明时代的江
南文化，何以发挥超越时空的更大价值？江南文
化和数字文化的浸润，能否在当代人身上和谐统
一、相得益彰？

不妨来看昆曲的例子。打开“喜马拉雅”“抖
音”等手机软件，用“昆曲”作为关键词搜索，会发
现海量的名家作品选段、台前幕后短视频都汇聚
于此；票友们看戏听曲、唱和雅集也从未像今天这
样在指尖就能实现。

如果说学者研究和各地昆曲院团做的工作是
经典意义上的江南文化传承，那么新媒体上的昆曲
是数字化时代江南文化的大众化之路。数字化时
代的昆曲，之所以依然被人们热烈拥抱，在于它回应
与补充了当代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古今对话的一
种可能。江南文化的各种品类，需要借助新媒体、数
字化等手段，创新呈现内容、开辟传播场景、聚拢用
户流量。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全球文化与文明的
竞争中，找到江南文化、中国文化的位置。

新技术不仅意味着传播渠道的拓展，也应该
看成是江南文化在当代发展的环境：它重构了江
南文化的载体，延展了江南文化的内核，优化了江
南文化生产和传播中的要素配置。当人人都在

“数字化生存”的时候，江南文化必须要用新方法
活化、优化。2020年，一家上海的游戏公司推出
了一款名为《江南百景图》的手机游戏。游戏设计
者考察了大量的古代资料和文化遗存，用数字技
术还原出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苏州留园等，让玩
家直呼“意难平的江南梦，尽入此画中”。

并非只有游戏和短视频才能“加持”江南文
化。就在最近，苏州在上海国家展览中心设立了
集中展示“苏州制造”和“江南文化”的“苏作馆”。
除了传统的线下展示功能，游客扫描二维码，苏
绣、核雕、玉器等就能“诉说”自己的故事；站在多
媒体展示柜前，苏扇制作流程就能全方位展示出
来。同时，“苏作馆”开辟线上“云展览”，引进网络

“直播带货”，打破展销边界，打通观展渠道。
数字化时代的江南文化，不仅要回望经典和

古典的江南，还要展示当代和当下的江南；不仅要
传承江南地区有特色的器物文化，还要参与构筑
人们共同的精神家园。要围绕江南文化考虑四个

“I”的问题，以新媒体手段为江南文化画像，为江
南文化发展赋能。

第一是从Idea（创意）到IP（知识产权）的衍
生链条。江南文化是一座富矿，可以不断从中挖
掘新的内容。文化IP的孵化成功绝非易事，从一
个个灵光一闪的创意到最终推出的文化产品，是
一场场惊心动魄的飞跃。虽然难度大，但是毕竟
有些共通的东西。例如，古为今用的道理在互联
网上颠扑不破，用户意识、数据意识等互联网思维
也需要与文化创意和IP孵化对接。2020年第二
届全国数字人文年会上表彰了上海博物馆开发的

“董其昌数字人文展示系统”，项目通过数据分析、
可视化处理，展示董其昌生平、交游以及人脉关
系，并将机器学习引入到书画研究，还原出一个以
董其昌为中心的晚明时代的艺术生态圈。

博物馆做的IP产品是非盈利的，但市场的力
量绝对不能忽视。长三角多地都在尝试将丰富的
文化资源转化为留存城市记忆的产品，促进传统
文化和当代生活方式的融合，这是一个助力文化
产业升级的好思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有支持
创意、保护知识产权、宽容失败的态度。

第二是从Icon（符号）到Identity（认同）的传
播链条。符号是视觉化的呈现，可以把抽象的观
念落实到具体点位上，这需要精心策划和巧思设
计。符号化的操作，便于人们迅速切入有关文化
的内涵，接受其承载的意义。让传统文化符号焕
新，让新的文化符号出彩，就能不断丰富江南的意
象。从接受符号到认同文化，又是一次次重大的
飞跃。要让“近者悦、远者来”，不是靠简单的吆
喝，而是应以有趣味的内容聚流量、以有分量的内
容赢口碑，将互联网之力融入江南文化发展的大
局。通过提升江南文化的塑造力、感召力、影响
力，最终让今天的人们找到爱上江南的浪漫理由、
唤醒对江南文化的深层渴求，从而为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发展提供文化底色，为中华文明与世界文
明互鉴提供文化标识。

（作者为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研究员、传媒学院
教授）

数字化时代，用四个
“I”加持江南文化

□ 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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