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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实施 15
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宋韵文化”；2021 年 8 月，浙江省委文化工作
会议强调，
“让千年宋韵在新时代‘流动’起来、
‘传承’下去”。那么，
什么是宋韵文化，为什么要传承宋韵文化，它对临海有什么意义，又

宋韵文化：
优雅的精神气质和生活美学
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黄金
期，也是中国封建王朝最为开放的
时期。南宋朱熹曾说：
“ 国朝文明
之盛，前世莫及。”近代学者陈寅恪
说：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
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严复也说
中国今日情形“为宋人所造什八
九”。英国历史学家伊懋曾这样评
价宋朝：
“ 这个时候的中国是世界
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社会。”宋代
文化代表着中华文明创造的高峰，
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文明中，素以
“文雅”著称，形成的宋韵文化具有
独特的人文风韵、美学意韵和风神
气韵，这种韵味是多元的、个性的、
美学的，也是世俗的、平民的、大众
的。

一是雅俗相济。北宋名臣
孙何向宋真宗提出的治国理政原
则是“雅俗兼资，新旧参列”，这一
提法得到了很多官员、文士的赞同
和支持，北宋大思想家朱熹曾说:
“天地与圣人都一般，精底都从那
粗底上发见。”南宋中期的文人韩
淲也说：
“ 雅俗岂殊调，今古信一
时。”
“雅俗兼资”甚至以俗为雅，是
宋文化的强烈自觉，风雅精致是惯
常的追求，通俗世情也是生活的
“刚需”，但高雅的文化意韵和气韵
中又蕴含鲜明的世俗化倾向，雅俗
相济的情趣贯穿文学、艺术以及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于宋人来说，
“ 风雅处处是
平常”。在精神气质上，宋代文人
和英杰如岳飞、文天祥、陆游等，既
有激昂奋发的豪迈气魄，也有人间
柔肠的儿女情怀，甚至修身齐家与
隐逸山水的思想可以在个体中相
互调和；在文学创作上，清切雅丽
和靡曼近俗互映争艳，高迈俊爽和
含情幽艳竞相生辉，文人创作中体
现世俗关怀，市井作品里充满书卷
气息，街市通衢、瓦舍勾栏中弥漫
着说书、杂耍、讲史的市井文化，也
有按管调弦、吟歌作赋的精英气
质，这种大俗大雅并存融通的文化
个性和风情互通、互构、互成。我
们熟悉的词，在宋以前被视为“小
道”，但到宋代被提升到完全不同
的境界，将文学艺术与音乐、舞蹈
艺术结合得更加紧密，形成“清雅”
与“俚俗”并存的审美风尚，并从两
极推向巅峰，在雅的方面可以寄情
言志，典丽高雅，臻于完美，在俗的
方面，更倾向于摹写市民日常众生
相，善用世俗喜闻的白话、甚至俚
语，科举不第的举子如柳永也不羞
于到烟花巷陌去浅吟低唱，而以流
行的形态圈粉无数，甚至达到了
“凡有井水处”皆有传唱的地步；吟
词唱曲的底层艺人也参与诗词的
创作，而且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如
《全宋词》中就不乏有台州营妓严
蕊之类的下层民众；市井细民也普
遍成为文学故事和绘画雕塑的主
角，话本、杂剧与南戏尽显底层庶
民活泼泼的人性与个性。

艺术旨趣上，延续千年的“琴
棋书画”等高雅艺术也以亲民的姿
态走向民间，焚香、品茶、挂画、插
花等文人极致风雅的“四般闲事”，
走进了寻常巷陌、百姓日常；宋画
更以精致含蓄、自然平淡的审美情
趣感染人，尤其是民间版画更在题
材平民化上开风气之先，形成匠师
画和文人画双峰并峙的奇观；隽永
雅致的瓷器通过素雅的风神气韵
来呈现，但也存在粗砺朴拙、浅俗
庸常的器物，而且常印有“忍”
“招
财利市”
“孝子贤妻”之类的世俗字
样。

二是和美相谐。宋文化是
注重审美的，世俗生活被最大程度
地过成了艺术生活，呈现出社会性
的审美状态，而且这种审美具有雅
正的特质，中正和气、包容多元、本
色自然，大众成为审美主体，人的
个性和创造得到重视和发挥，更体
现融入生活的“教化”意味，带给社
会独特的气息、趣味和活力。宋人
倡导“召和气”，就是雍睦和谐的自
然之气，追求和注重人格精神的修
养与教化，借以稳定新的政治文化
秩序，倡导中正和合之美。如台州
府城崇和门的最早记录便在宋时
诞生，体现了台州士民的普遍精神
价值。在审美意境营造上，宋人强
调“天人合一”、情景交融、虚实结
合、有无相生，追求内心的温暖与
和谐，又超越世事俗尘的生活艺术
和趣味。品香抚琴、吟诗作画、谈
诗论道等文化生活，均体现出优雅
的生活美学和典雅敦厚的生命精
神；宋体、仿宋体成为最耐看、最流
行的印刷字体。
宋韵也体现了包容多元之
美。宋代文化的包容多元首先体
现在科举上，宋代的科举制度在欧
阳修看来，那是“无情如造化，至公
如权衡”，非常之公平，即使缺乏家
世背景的平民，也有“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的机会，可以逆袭进
入仕途，得以改变个人命运和整个
国家。如范仲淹断虀画粥，寒窗苦
读，终有大成；欧阳修幼年丧父，荻
草练字，终至大家。这些“寒俊”进
入政治圈后，引领整个政坛和文艺
界弥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最为
可贵的是，阶级壁垒和歧视开始松
动，人的尊严得到维护，士农工商
诸阶层相对趋于平等，台州知州李
防提出“愚者可以智，贱者可以贵，
贫者可以富，善者可以显”的教育
主张，临海人陈耆卿明确提出“四
民皆本”的平民主张，代表了江南
经济社会发展的较高水平。艺术
上，书法家更注重音乐、
诗词艺术的融会贯通，甚

至歌颂梅花、枯木，以及每个具有
意义且值得尊重的生命存在；在审
美上，文人既有悲歌慷慨的豪迈，
也有抑郁无聊的幽怨；在性别平等
上，宋代女子有财产权和一定的受
教育权，再嫁、改嫁也不是什么大
事，如著名词人李清照，大文豪欧
阳修、苏洵都只重经世学问，而将
家产委决于夫人，真宗时宰相王
旦、科学家沈括甚至以惧内出名，
著名的“河头狮吼”就是苏轼好友
陈季常的惧内典故。

三是精简相宜。宋代艺术
既有细致绵密的格调，也有洗练简
约的风韵，而且尤以简为先，由简
至精。南宋的刘安节提出“至简而
详，至约而博”的“王者之治”理念，
讲求单纯、素朴、极简，以简约带动
详博，这种文化渗透到民间，延伸
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极
简的本色自然之美。如在绘画、瓷
器、衣饰以及其它许多器物上都浸
润着简约之美，宋画一洗唐朝大红
大绿的特点，以墨色的淡雅而显高
贵，以清淡生动之风流行于世；宋
瓷也是如此，素雅简洁、隽永深沉，
淡到极致，甚至败笔的、有缺陷的
冰裂纹也成为一种特殊的缺陷美；
宋服流行简约质朴之风，不论皇亲
国戚，还是寻常百姓，都更爱舒适
得体、合身淡雅、清丽文秀、典雅大
方的衣着；装饰陈设讲究自然雅
致、洗练素朴，插花讲究清雅素淡，
营造野趣横生的优雅格调；宋诗的
诗风也大多平淡清新、平易近人，
以普通人的视角关心国事民情；宋
代石刻色彩素雅，佛和菩萨的面相
也是庄严而具有世人气息；饮茶则
以“淡泊高韵”为极致。总之，宋代
是极简主义的回归与极化，用极
简、极素、极拙创造了令人惊绝的
世间大美。
四是内外相养。宋代的儒
学促成了“士大夫政治”，如朱熹所
说：
“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
相养矣。”通过这样的文化涵育，希
望达到崇高的人生境界。这一境
界中，浩然正气、精神追求成为重
中之重。
“以天下为己任”的国家责
任成为文官的普遍准则，
“ 内圣外
王”的理想，即从内心上达到圣贤
的道德修养境界，在社会建设上寻
求王道的秩序，成为士人的共同理
想。所以，王安石等文人的卓绝品
行成为宋人的典范，张载的“横渠
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前些日，
我们在石柱下村的一家农家乐品
尝了产自桃江的特色水产品后，
便迫不及待地
开始触摸桃渚古城墙律动了数百年的脉搏。
暮霭里，
铅灰色的古城墙带着几许庄严，
几
许凝重。几位瘦朗的老人靠着墙根乘凉，
清澈
的渠水在城墙脚下汩汩流淌。
居住在老城中的人日渐减少，
因为城外已
经建起了一座新城，
规模是老城的几倍。老城
中的一些残垣上，蔓延着绿得发黑的南瓜藤。
城墙根，
随时会出现几丛青韭，
几簇秋葵……
田园的气息无法暗淡这座城池的刀光剑
影，
古老的城墙浓重的沧桑里写满不屈与刚强。
以现代的眼光看，
这座保存基本完整的城
池规模实在太小了，
但是在明代，
桃渚城是我国
□
东南沿海一带为抗击倭寇而设立的 40 个卫所
之一，
是当时的抗倭前沿。
我们在后所山脚下的一座炮台上休息了片
刻，
再沿着陡峭的石级向山顶攀登。暮色愈来
愈浓，走得急了点，登上东敌台时已经汗流浃
背。这里是古城的制高点，
是
“眺远”
的好场所。
桃江，这条美丽而多情的溪流，在石柱峰
下不停地徘徊，于是，形成了一道堪称奇观的
胜景——十三渚。晚风，从辽阔的渚上吹来，
带来无限的清凉。
抗倭亭内，竖立着一块厚重的石碑，镌刻
着这座城池的英雄事迹：
“……桃渚前夕所围
七昼夜，城几岌岌，时千户翟铨膺城守，羽书
告急，公（戚继光）统大兵压境，长驱以破巢
穴，城赖以全……”
明代的倭患给东南沿海的百姓造成了沉重
的灾难。倭寇在桃渚一带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他们甚至将毛竹扳弯束婴儿，
然后放竹取乐；
为
卜度孕妇婴儿性别，
竟将孕妇剖开……面对倭
寇惨绝人寰的行径，
石柱峰下的百姓没有退缩，
没有屈服，
他们充分利用坚固的城墙一次又一
次地击败倭寇，
尤其是在戚继光指挥下的几次
抗倭战役，
更是取得了完胜。
夜幕降临，
城墙外的车辆穿梭往来，
车灯的光芒在公路上流动着，
闪烁着，
让人产生了无限的虚幻感。古城对面的石柱峰，
这道天然的
屏障，
似乎伸手就可触及。
第二天一大早，
我们就来到了石柱峰下，
没想到当地的人们早就
在晨练了。
抬头仰望，
如同擎天之柱的巨岩势凌霄汉。
通往峰顶的小路，
时而分叉，
时而合拢。道旁一块块大小不一的
山地上，
全都是墨绿色的橘树。半大的果子挨挨挤挤，
伸到了石级的
上方，
让人禁不住唾津潜溢。
石柱峰，
我终于触摸到你了！你的纹理如此酣畅，
可以想像你从
地壳深处喷发时的激情与雄姿。你从凝固成岩的那一天起，
就是无数
海生动物的庇护所，
一些多情的贝类，
即便化作了石头还是紧紧地趴
在你的身上。被海浪冲蚀了亿万年，
才有了造型如此奇崛的你。被海
风吹拂了亿万年，
你的表面才变得如此粗糙。你是大自然沧海桑田变
迁的亲历者，
你是桃渚古城兴衰荣辱的见证者。
登顶必须从一道狭窄的崖缝里上去，
这是典型的
“一线天”
。我们
脚蹬石窝，
手攀铁链，
胆战心惊地往上爬行。没想到峰顶不但平坦，
而
且草木苍翠。低头看，
被誉为
“中国最美田园风光”
的桃江十三渚如同
精美的图案，
尽收眼底。江中的 13 个渚，
大的 80 余亩，
小的仅半亩。
这些江渚的水岸线柔和，
曲折，
如同游动的水蛇。纵横交错的河网分
割出一个个江渚，
又填补着江渚之间的空隙，
远远望去，
地面与水面仿
佛处在同一平面上。以前，
江渚上长满桃树，
春天来临，
粉色的桃花竞
相开放，
如同天边的云霞飘落江面，
美不胜收，
桃江的名字便由此而
来。如今，
碧绿的橘树，
青翠的秧苗，
开始取代昔日的桃林。要不是翡
翠般的江面偶尔闪动的几缕银光，
又有谁能分辨得出江和渚呢？然
而，
大自然毕竟是高明的魔术师，
但等秋天来临，
稻田一片金黄，
橘林
半青半黄，
江水却是一如既往地深蓝……桃江十三渚，
你是一幅绚丽
的图画。
峰顶的风很大，
不停地掀起我们的衣衫，
还发出呼啦啦的响声。
美琴说，
海边就是多风，
石柱峰上更是天天如此。放眼四周，
群山苍
翠，
每一座山顶上都是闪着银光的坚硬无比的巨岩。无怪乎文天祥逃
难经过桃渚时，
不啻用
“万象画图里，
千岩玉界中”
这样的诗句来尽情
赞美。
史料载，
500年前，
桃渚古城之所以是海防前沿，
原因是它地处大
海之滨。想必那时的桃江十三渚也没有形成，
此地还是一片天天潮涨
潮落的滩涂。让时光继续倒流亿万年，
石柱峰也是大海里忽隐忽现的
一块礁石。
一个云团飘来，
空中洒下一阵细雨，
空濛多姿的江渚上，
升腾起一
缕缕乳白色的薄雾，
古老的城池里，
几束炊烟在袅袅升起。
潮湿的风不停地从远处吹来，
带着田园的芬芳，
带着亘古不变的
大海的气息。
梁天许

对我们的具体生活有什么影响呢？

成为士大夫传诵不衰的名言。
在政治实践上，士人更讲究经
世致用，关心人的真实需求，追求
朴素无华的生存状态。在艺术上，
宋代书法流行尚意之风，宋画讲求
神韵和情趣，不重严整细致的画
工，强调抒情意味和无尽意趣，反
映了宋人对人格精神、道德规范、
人生理想和价值标准的衡量。在
生活中，文人通过科举、仕宦、创
作、讲学、交游等活动，结成了多种
类型、不同层次的朋友圈，在优裕
从容的雅集中，以“一种文学与艺
术的即兴品评与发想，更是一种形
式和情境的同乐与共兴”，来强化
内外相养的效果。在文学上，宋诗
在唐诗格律完备、意象纯熟的基础
上更注重理趣，突出诗歌形像中的
人生哲理，以形质兼美的手法创造
了新的境界。在审美上，追求神性
的美感，美好的境界，如将茶作为
百草英华，饮茶时还特别在意打出
泡沫状的沫饽来，将延年益寿的行
为提升到形而上的、娱情悦性的神
灵境界。
总之，宋韵是从宋代传承下来
的文化底蕴、精神气质、人文智慧
和生活情趣，宋韵文化所体现的审
美和精神气质，一直影响着我们的
审美观和价值观，具有很高的审美
和生活价值，与人们追求美好的生
活相契合，对于提升我们的生活品
质和思想境界都大有裨益。

让海风吹拂了亿万年

宋韵临海 ：
州城雅韵和千年风华 (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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