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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高下见楼台，野戍参差暮角摧。

贵竹路从峰顶入，夜郎人自日边来。

莺花夹道惊春老，雉堞连云向晚开。

尺素屡题还屡掷，衡南那有雁飞回。

———【明】王守仁

《兴隆卫书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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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读中国系列活动之“诗词里的贵州”

明代诗词 讲述秘境里的黔山贵水

贵州建省很晚， 到了明代才建成行

省，自此迎来了许多饱读经书、才华横溢

的文人及旅行家。 这些人来到贵州后，留

下了大量关于贵州山水及气候的诗词，部

分至今仍脍炙人口。

公元 1508年，王阳明被贬到贵州后，

曾沿着苗疆古道，从镇远、玉屏、黄平、凯

里、福泉、贵阳，一路走到了今天的修文。

这个鲜见大山的江南人来到贵州后，

看见这里群山绵延、道路险峻难行，不由

发出了“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的嗟叹。

不只阳明先生，明代傅光宅曾在《过

正安州》里，这样描绘过贵州大山绵延的

特征———“万山迢递到真州，新筑孤城水

抱流。 ”

“一句‘万山迢递’ ，道尽了云贵万

重山的独特地貌特点。 ” 贵阳诗词协会会

长吴若海说。

不过，对于贵州的山，民间传颂最多

的， 当数据称是刘伯温的这首预言诗：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

云贵赛江南。 ” 但刘伯温没到过贵州，其

诗集里也找不到这首诗， 有学者认为，这

首诗很可能是人们附会到这个风水大师

身上的。

而对于贵水的描绘，当数明代著名的

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最为给力。

“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

林。 ” 这个旅行达人当年途经兴义万峰林

时，留下了这样的感叹。 而在抵达白水河

瀑布（黄果树瀑布）时，他顿时为瀑布的

气势倾倒，形容其“捣珠崩玉，飞沫反涌，

如烟雾腾空，势甚雄厉” ，即使用“珠帘钩

不卷，匹练挂遥峰” ，都不足以形容其壮

阔。正因他的记述、渲染，黄果树瀑布自此

声名远播，跻身名山大川。

除了贵山贵水，明代文人对夜郎故地

的天气，同样有着大量的记述。

“乍雨乍晴天气，半花半鸟风光。” 明

代礼部右侍郎刘瑞这样描绘当时忽雨忽

晴的松坎的天气。

王阳明在欣赏太子桥一带美景时，对

贵阳“忽冷忽热” 的早春天气感受深刻：

“乍寒乍暖早春天， 随意寻芳到水边。 ”

（《太子桥》）。如今，贤人远去，具有传奇

色彩的太慈桥， 依然高居在小车河上，但

天气依然爽爽，游人依旧。

而在龙场悟道期间，阳明先生对龙场

清新的空气、宜人的气温，感到格外舒服，

特别是在漫长的夏季，一点都不觉得酷暑

逼人———“壮思风飞冲情云上，和光春霭

爽气秋高”“檐前蕉叶绿成林， 长夏全无

暑气侵” 。

对于贵州独特的地貌以及气候，众多

的明代文人不惜笔墨来记述各自的感悟。

时光荏苒，岁月悠悠，当年明代

文人笔下的这些黔山贵水， 如今很

多已成了闻名海内外的景点， 绿水

青山，也成了金山银山，吸引着越来

越多的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山地贵州平均海拔在 1100 米，

夏季平均气温 23℃，森林覆盖率高

达 57%， 约 3/4 的区域气候条件适

合避暑。有着“中国避暑之都”爽爽

贵阳、“中国凉都”六盘水，毕节、安

顺等众多中国避暑名城， 以及多个

中国避暑休闲十佳县等避暑度假目

的地。

近年来， 贵州依托独特的生态

优势和多彩民族文化， 大力发展旅

游产业，尤其是将“夏避暑” 作为推

动贵州旅游业全面发展的重要举

措， 全力打造 “避暑胜地 度假天

堂”品牌，有力带动了贵州“避暑经

济” 的发展，让旅游业实现了持续

“井喷” 。

一到夏季，从重庆、长沙等“火

炉” 城市前来贵州避暑的游客络绎

不绝。其中，“中国避暑之都”贵阳，

每年要吸引数千万海内外游客前来

游玩。去年国庆假期，贵州接待的入

黔游客曾达 2855 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 434 亿元！ 清凉的贵州同时

吸引国内知名企业进驻， 贵安新区

平均温度在 15 度左右，特别有利于

数据中心的自然冷却， 腾讯将大数

据中心安家在此，“享受全年免费

的自然冷却” 。

好山好水孕好物，都匀毛尖、湄

潭翠芽等十多种贵州好茶， 出口至

德国、美国、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

亚、瑞典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香飘世界。

“如果从地理风貌上看，可以

将五千年中华文明划分为三种类

型、三个阶段：第一是古代农耕文明

时期的河流文化， 黄河流域和长江

流域是农业发达地区， 也是古代文

明的地理依托； 第二是近代工业文

明以来的海洋文化， 中国辽阔的海

岸线及东部沿海城市， 是中国近代

文明的发端与富强之地； 第三有可

能是未来后现代社会的山地文

明。 ” 赵永刚教授认为，当人类解

决了生存问题， 满足了工业需求之

后，对健康生态的需求会越来越高。

绿水青山、鸟语花香的山地文明，有

可能是未来文明的发展趋势。

■记者 田坚 杨源 文

张志红 图

山水贵州

未来机遇

为什么到了明代， 文人对贵州

的山水、 气候的记述会变得如此集

中？一些学者认为，首先是贵州的山

水资源丰富。 其次是， 贵州没立省

前， 是由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政权

来统治的，汉化程度不高，用汉语写

作的诗词不多，建立行省后，接受、

吸收汉文化的程度加深了。 贵州后

来有所谓的 “七千举人， 六百进

士” ， 科举上的辉煌跟当时发展文

化教育有着很大的影响。

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

授、中文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赵

永刚认为， 贵州纳入明代中央版图

后， 明朝政府曾派了很多的官员来

贵州任职， 这些官员至少都是进士

出身，文化层次相对较高。他们到了

贵州后， 贵州独有的山川地貌给他

们带来强烈的观感冲击， 为他们提

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 也让原来藏

在大山里的风光， 开始呈现在世人

面前。

其中， 不少明代官员来到贵州

这个边疆省份任职后， 心理上有着

强大的落差， 常借山水来表达自己

怀才不遇的心情。

“移放长江还济险，可怜虚却

万山中。 ” 在《过天生桥》里，王阳

明曾这样借桥咏志。

天生桥长在悬崖峭壁上，是个连

接两座山的石桥，当年没有几个人经

过。 王阳明感叹地说，如果把这座桥

移放到长江上，不知会帮助多少人渡

过天险， 可惜这座桥长在深山里，发

挥不了它接济天下的功能。

赵教授说，未建省前，文人对贵

州山川地理记载得较少， 明代地理

学家徐霞客到了贵州后， 第一次把

贵州的山水经典化。

正是借助该旅游达人的游记，

过去“养在深闺人未识” 的一些贵

州山水，如万峰林、黄果树等开始名

噪全国，媲美中原名山大川。

“其实，在明代诗人的眼里，贵

州当时还是个蛮荒之地，万山重重，

道路难行，别说是那个时代，就是上

个世纪初，从贵州走到湖北，也要走

50来天。 ” 贵阳诗词协会会长吴若

海说，贵州第一辆汽车，当年就是先

在外地卸下，再抬进来组装的。

如今， 贵州交通巨变———昔日

苗疆古道，遇沟搭桥，遇山开山，曾

经千山阻隔，今已皆成坦途；县县通

高速，迈入高铁时代，便捷的交通成

了全省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支撑。

■记者 田坚 杨源

贵州山水 明代记述为何多？

从江芭沙苗寨

修文祭奠王阳明

■阅读提示

美丽的贵州

引来文人“惦记”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