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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园林探秘

当康熙帝爱上畅春园（下）

“海上丝路”的中国意义

文 / 阚红柳

中国东南沿海的文化，与东亚、东南

东北海岸（包括登州），或在山东胶南利

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途经 90 余个国

康熙皇帝修畅春园的初心，是在山水上

亚乃至环太平洋文化圈也存在某种联系。

根湾、江苏赣榆县大港口，莫衷一是。 徐

家和地区。

中国考古学家吴汝康等认为，上述不同地
区出土的古人类遗骨有若干相似的特征，

福的故事，当然不能完全视为信史，但可
以相信他确有其人， 有关的传闻反映了

在 8~14 世纪， 东西方各国不约而同
地致力于经营海上交通与海洋贸易。没有

佳的京城西北郊，有一处休闲疗养、乐享天
伦的私密园林，而它最终有别于一般私家园
林的根本特点，还在其御园的政治属性。

这暗示着，亚洲原始人类从中国南部逐渐
迁往东南亚和澳洲的潜在途径。而这条路

公元前 2 世纪左右， 东亚地区以海洋为
通道进行文明交流的境况。 而公元 1 世

它们的共同努力，连结东西方的海上丝路
就繁荣不起来。

园居而不废政事，此乃康熙帝力行不怠
的作风，他曾总结：
“
朕听政三十年，夙兴夜

径，很可能是史前航海民族之间互相交往

纪前后， 中国沿海地区的国际性海洋活

15 世纪以后， 人类历史发生重大变

的桥梁。
另一位中国考古学家苏秉琦更指出，

动更明显增加。
时光越千年， 到了八九世纪以后，世

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大西
洋——
—波罗的海”国家，在“黄金热”“香料

中国东半部的史前文化，与环太平洋诸文
化可能存在源流关系，中国中部、西南部，

界海路大通，唐朝的交州（今属越南）、广
州、泉州、明州（宁波）等成为海上丝绸之

热”
“
世界热”中相继进行全球性海上扩张
与殖民活动，开启了
“地理大发现”与世界

特别是华南到云贵高原一带，与印度次大
陆发生联系，并在那里与印欧语系诸文化
因素相衔接。

路的著名港口。“广州通海夷道”是古代连
接中国珠江口到波斯湾地区的主要远洋
航线，也是东西方最重要的海上航线。

海洋贸易全球化新时代。 而日本、东南亚
海商在亚洲东部的海洋贸易中，也扮演了
不可忽视的角色。

众所周知，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
了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求仙的故事。 有说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这条海洋
航线，从广州起航后，穿越南海、马六甲海

法称徐福“东渡”目的地就是日本，也有
指徐福船队的出发港在河北黄骅， 或山

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再沿波斯湾西海
岸航行，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可以进入阿

寐，有奏即答，或有紧要事，辄秉烛裁决。 ”
随着皇帝驻留畅春园之时日一年多于
一年，园居理政由权宜渐转为常态。 自康熙
二十七年（1688 年）始，玄烨在畅春园内的
听政地点定为澹宁居。 以帝王为绝对核心
的专制王朝， 其内廷决策场所往往随皇帝
行止而不时发生变化。 康熙一朝，畅春园成
了紫禁城外的又一处权力中枢所在。

皇城西北“
副中心”
康熙帝在畅春园园处理的政事种类

围开始修建一些小型园林， 作为官员们临

繁多，包括臣僚觐见、任命官员、庶吉士散
馆（结业考试）、阅试武举骑射、赐宴蒙古

时休息的场所， 也有不少官员在西郊一带
赁屋居住，无形中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王公大臣、接见外国使节等等。
翰林等官员轮值南书房， 是康熙朝政

康熙帝在畅春园处理的繁复政务之
中，又以民族事务以及对外事务为重。 为

自此之后， 欧美主要国家都与中国、
印度及东南亚各国建立不同形式的经济

治的特色之一。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该
制度形成， 轮值的翰林除了帮助皇帝处理

加强满蒙关系，他多次于畅春园赐宴外藩
蒙古，并逐渐形成定例，赐宴场所有含淳

和政治关系，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早期全
球化的新阶段。

章奏外， 还相与吟诗唱和， 是玄烨忙里偷
闲、放松休息的好助手。 好学上进的皇帝平

堂、万寿亭、万树红霞、九经三事殿等处。
畅春园也每每成为接见外国来使之地，如

日跟才识丰赡的汉人翰林们切磋交流，不
仅增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 还能进一
步笼络、控制汉臣。 畅春园内建有南书房值

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在畅春园的九经
三事殿， 康熙帝接见了葡萄牙使臣斐拉
理、罗马教王使臣嘉乐等。 除各国使臣外，

庐，皇帝驻跸时，原在紫禁城内当班的南书

来华传教士如白晋、张诚、李明、马国贤

房词臣，按照惯例也随从入值。
畅春园远在西郊， 朝臣赴园办理事务，
往往天还没亮就要出门，晓出暮归，备极辛

等，同样得到允许出入畅春园，为畅春园
的历史平添了些许国际色彩。
畅春园在清廷政务活动中发挥的作

苦。 如历仕康雍乾三朝的官员甘汝来所述：
“黯淡星光玉漏迟，忽 忽夜出便门西。
远灯明灭依荒寺，春水澄鲜淡绿溪。 月到树
头惊犬吠，梦回马上听莺啼。 最怜曙色依微
里，麦垄才过又柳堤。 ”
大半辈子生活在康熙朝的著名文人查
慎行也说过：
“
三月十八日，晓出西便门，至
畅春园天始明。 ”为了公务方便，畅春园周

用越来越大，政治地位也不断提高。 自康
熙四十四年（1705 年）起，皇子允祉报告
皇父的奏折中，畅春园与京城并列。 康熙
五十三年（1714 年）修订历法，畅春园和
观象台同为测验地。 制定历法以北极高
度、黄（道）赤（道）距度的数据最为紧要，
而这些数据， 康熙帝均令于畅春园内逐
日测量。

东风西渐 万里无间
当时罗马帝国有一种诱人的皇家香水“快乐之极”，它的原料中香草来自印度，豆蔻来自尼泊尔，金合欢来自缅
甸，松香油来自中国。
得赞誉。 他用诗意的笔触渲染道，中国丝
绸如果绣上各种色彩的图案，从最生动的

易往来，正如人的身体吸收营养一样，是十
分有益的！ 我们应该把它归功于罗马帝国
所营造的广大和平氛围， 这不仅使人与人
之间的交往能正常进行， 也使产品之间的
交换能顺利发展……鉴于世界各地的开

料中含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辣木油、 芳草、
豆蔻、胡桃汁、小豆蔻、柠檬香、没药、金合
欢、松香油等 23 种香料，其中香草来自印
度，豆蔻来自尼泊尔，金合欢来自缅甸，松
香油来自中国。 这说明地中海地区的国际

淡的玫瑰花色、色雷斯鹤的色彩、海水的
颜色抑或奇幻的色彩。 大诗人心中一种奇
妙无穷的感受油然而生：
“
万里无云，温和的西风带着潮湿的气
息徐徐吹来。 ”

放、 沟通与交流， 鉴于罗马帝国的威仪天
下，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文明之所以获得
了如此大的发展， 应得益于与日俱增的商
贸往来与和平的环境。
撇开话语之中洋溢的“帝国自豪感”

贸易，在罗马帝国时期达到了鼎盛。
东方商品涌入罗马，潜移默化地改变
着罗马人的生活方式。 法国学者让—诺埃
尔·罗伯特以中国丝绸为例， 叙述了这一
来自远东的珍贵衣料， 如何改变罗马人，

继罗马人之后，阿拉伯人是中世纪东
西方海洋贸易的主力，他们的商船频繁从
阿曼、锡拉夫、法尔斯和巴林海岸、乌布拉
和巴士拉远航至印度、东南亚和中国。
中国是西方世界向往的东方大国，中

不谈，普林尼让后世的人们意识到，在所
谓
“
罗马和平”时代，西方人从活跃的东西
方经贸活动中，享受到了多么丰盛的物质
和精神文明福利。
罗马人对海上运输与海外贸易保持

特别是上层社会的穿着习惯。 他说，相对
于精细而泛着米色的亚述丝绸而言，中国
丝绸色泽略白，但太昂贵了，一般人享受
不起。 而经过重新编织， 如加入亚麻、棉
纱， 可造出与薄纱一样轻薄的半丝绸制

国商人在亚洲不少地区拥有雄厚的势力。
中国产品如丝织品、陶瓷、茶叶等，在国际
市场上很受欢迎。 唐宋时代浙江、湖南、广
东等地生产的青瓷和白瓷远销东南亚、印
度、阿拉伯、东非及欧美地区。 清代中国茶

高度热情，风平浪静、岛屿众多、港湾密
布的地中海，把南欧、非洲和亚洲联系起
来， 成为罗马帝国商业交通与海上贸易
的重心。

品，能得到更多人的追捧。
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其名作 《爱经》中
称，丝织品为赶时髦的必备之物，而中国
丝绸洁白的光泽与独一无二的品质，更值

叶风行欧洲。 在海外贸易中，中国也获得
了大量的进口商品，如象牙、珠玑、香料、
药材等，大大丰富了民众的社会生活与经
济生产。

到最温馨的，从橘黄色、紫荆色，到无论多
敏锐的感官也无法准确定义的，如渐渐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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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与东方的海上与陆路贸易，罗马
帝国大量输入东方的商品， 例如中国丝
绸、印度胡椒和阿拉伯佛香等等。 当时有
一种诱人的皇家香水“快乐之极”，它的原

，

1900 多年前， 古罗马哲学家和历史
学家普林尼说过的一段话， 至今仍耐人
寻味：
在世界不同地方保持这种不间断的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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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世纪，意大利人发明的用伊斯兰方法仿制中国白瓷的技术，在西欧普及。后来，中国瓷器得到大量自由仿制，一
个欧洲陶瓷业新时代来临了。
南中国海地区，制作风格也传至中南半岛。
最迟在 9 世纪，中国陶瓷已运销至巴格达，
此后源源不断地输入近东。 精美的唐代花

16 世纪， 意大利人发明的用伊斯兰
方法仿制中国白瓷的技术， 在西欧普及。
1709 年， 中国白瓷的秘密在德累斯顿附

这条训教也许出自后世，但确曾促动
一些伊斯兰信徒东来中国寻求学问。它也

瓷和乳白瓷在近东地区掀起一场陶瓷热，
开始仅仅是模仿中国瓷的颜色、 瓷胎和形

近的海森得以重新发现。 1752 年，用煤烧
窑结合窑形的改进在都柏林出现，使窑温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同一年代高度发达的
唐朝经济文化已远播异域，令海外各国敬
仰不已， 即使是远在西亚的阿拉伯世界，
也通过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接触，感受

状，很快就出现了新的制作风格。 巴格达哈
里发宫廷成为伊斯兰细瓷的制造中心，以
乳白色锡釉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主题。
到 11 世纪， 不少巴格达陶工迁到开

很快达到烧瓷的高度，无烟窑氛让瓷器的
洁白得到保障，中国瓷器得到大量自由仿
制，一个欧洲陶瓷业新时代来临了。
造纸术是 8 世纪中叶从中国传入中

到了唐帝国的雄强与大气。
中国的文化技术早就受到阿拉伯人

罗，波斯也成为新兴的制瓷业中心，锡釉
陶瓷及其绘画风格发扬光大，极大地改变

亚重镇撒马尔罕的，后来在巴格达等地相
继出现了造纸厂，白纸和彩色纸都制造出

的关注和赞赏，许多中国器物为阿拉伯人
所用， 其制作技艺也由其向西方辗转传
播。据说，欧洲中世纪的精细陶器，一直受
到东方的影响，其直接灵感来自伊斯兰世
界，而审美情趣与技术，则受到中国陶瓷
的熏陶。
公元 1 世纪以后， 中国陶瓷陆续销往

了欧洲细陶器的工艺。 西班牙、意大利地
区产生了花饰陶器和白釉蓝陶瓷。 15 世
纪以后，中国瓷器由葡萄牙人、西班牙人、
荷兰人大量销往欧洲。青花瓷再次激活了
近东的陶瓷艺术，并直接刺激欧洲制瓷技
术的进步。 所以，有学者将欧洲制瓷业出
现的新动向，归功于伊斯兰和中国。

来了。 大约公元 900 年或更早一点，埃及
建设造纸厂，摩洛哥大约在 1100 年，西班
牙在 1150 年，先后设厂造纸。 十二、十三
世纪的时候，造纸术继续从穆斯林世界的
西班牙和意大利， 传入基督教世界的欧
洲，对中世纪晚期的西方走向近代起到了
不可忽视的作用。

文化融和“
实有功”焉
由陆海两路传来的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逐渐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和喜好，与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携手迈进
文化的主流，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上丝绸之路既是东西方通商贸易
之路，又是文化交流、宗教传播之路。 古代
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宗
教，通过此路先后传来中国，经过“中国
化”改造后，与传统文化互相融合，成为中
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近世中国儒
家、道家思想，也由海道西传，对西方各国
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而佛教入华，
流传久远，乃中外文化成功融合最为典型
的例子之一。
佛教是古印度的宗教，创于公元前 6

图、象和象奴图，以及各种佛像、力士像
等，造像手法和风格，与克孜尔、敦煌、龙
门以及印度、中亚等地石窟现存佛像有许
多相似之处，大致可以断为公元 2 世纪下
半期或东汉末年的作品。 可见，当佛教在
河南、陕西等地流传的同时，也在东南沿
海发展起来了。
隋唐五代时期，在统治集团大力倡导
和扶持下，佛教承继六朝时期蓬勃兴起的
势头，完成
“中国化”进程，纷纷开宗立派，
形成唯识宗、华严宗、法相宗、密宗、禅宗、

程颐兄弟）若朱（熹），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
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乏，而又
忧其用夷复夏夜，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
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
以之注解《四书》
《五经》，佛之义理，与儒教
之宗传，合而为一，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
大。
在人类文明史上，“海上丝绸之路”作
为世界各国各民族交往的主要渠道之一，
书写着世界历史发展、文化交融的华彩篇
章。 而中国既在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

世纪。 公元前后，伴随着使节商旅，佛教经
中亚传入新疆龟兹、于阗等地。 公元前 2
年，佛教确信传入中国。 其传播途径，不外
乎西域陆路和南海海路。 老一辈中外交流
史研究名家冯承钧先生 （1887~1946 年）
认为，汉晋时期在广州或建业（今南京）译
经的外国沙门（出家修行者），多由海道至
中国。
1981 年， 考古工作者在江苏连云港
孔望山发现一处佛教佛崖造像，可辨认图
像 105 个，包括佛涅 般
木 图、菩萨舍身饲虎

净土宗、律宗等七大宗派，佛教在中国的
传播臻于鼎盛。 唐中期以后，其他宗派日
趋衰微，禅宗一枝独秀，几乎成为中国佛
教的代名词。
佛教在
“中国化”过程中，逐渐为社会
各阶层所接受和喜好， 与中国本土的儒
家、道家携手迈进文化的主流，成为中国
文化的组成部分。 诚如陈寅恪先生早年论
述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时所言：
佛教于性理之学独有深造， 足救中国
之缺乏，而为常人所欢迎；宋儒若程（程颢、

位，也由之获益良多。 借用陈寅恪先生的
上述论断，我们也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
“实有功于中国甚大”。
作者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
研究所所长、 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海
洋史研究》主编，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
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著有《明代海
—南海贸易与中外
外贸易制度》《濒海之地——
关系史研究》《海上丝绸之路》《
“南海 I 号”与
海上丝绸之路》等作品，部分已译成多种外语
出版。

。

伊斯兰教“圣训”记载了创始人穆罕
默德的一条训教：“学问， 即使远在中国，
亦当求得之。 ”

“
文化天子”买人心
对酷爱传统文化的康熙皇帝来说，畅春
园既是读书学习，修身养性之所，亦为其推
行
“
崇儒重道、稽古右文（总结古代经验，弘
扬文化教育）、满汉一体”文化政策的殿堂。
借助园林营造的自然生态空间，康熙帝试图
将个人文化修养的提升与清王朝的文化建
设紧密关联，力求营造传承和发扬传统的人
文环境，进而实现
“
教化天下”的大目标。
康熙帝与诸皇子均读书畅春园中，园内

康熙帝比较尊重并敢于提拔使用汉族
上层知识分子， 畅春园还是康熙帝赏赐汉
臣的重要场所。 游览畅春园是对汉臣至高
的奖赏，如高士奇 59 岁时告老还乡，康熙
让他遍游畅春园， 赐给他酒和亲笔书写的
“
莱衣昼锦”四字，以表彰其衣锦荣归。
园内赐宴，是赏赐的另一种方式。 康熙
三十四年（1695 年）， 曾当过玄烨的老师及
《康熙字典》总裁官的陈廷敬五十八岁，奉召

成为一处比较集中的皇家藏书处， 佩文斋、
渊鉴斋、讨源书屋、清溪书屋等处，均有大量
藏书。 畅春园也是康熙帝的修书处，他在位
期间园内编修了数部大型书籍。如蒙养斋原
为皇子们读书的地方，后来康熙帝命一批从
全国征召来的著名学者，如方苞、魏廷珍、何
国宗、梅 殳成、明安图等，集中在此处编纂书
籍，蒙养斋变成了临时性的修书机构。
在畅春园内，康熙帝就编修律吕（中
国古典音乐）、 历法、 算法三书的具体问
题，与学者们充分讨论交流。 康熙六十一
年（1722 年），《律历渊源》一书全部完成，

赴畅春园，赐食瑞景轩。 赐御书，是又一种恩
赏。 康熙帝常在佩文斋做书画，赏赐给汉臣。
畅春园内各式各样的赏赐活动，不仅
表明了康熙帝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文化态
度， 也体现出皇帝与汉臣之间的情感交
流。 如在平定三藩、统一台湾过程中出力
甚多的大臣李光地，在呈送给康熙帝的奏
折中，对蒙恩赐见畅春园便感激涕零：“此
月（指康熙五十年十二月）初二日，蒙于畅
春园赐见，龙颜霁悦，天语温和，亲观臣病
患所在，殆非臣下所克承当。 ”
此乃玄烨巧妙利用风景佳胜的畅春

共一百卷，由《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律
吕正义》三部分组成，康熙帝很满意，只可
惜未来得及颁发序文，他就驾崩了，该书

园，加强与朝臣，尤其是声望及地位较高
的汉臣之间的近距离互动， 并以之为示
范，昭告天下：

直到雍正朝才正式刊印。
此外，《佩文韵府》《渊鉴类函》 则分别
修成于畅春园内的佩文斋、渊鉴斋。以佩文
斋冠名的官修书籍还包括 《佩文斋咏物诗
选》《佩文斋广群芳谱》《佩文斋书画谱》等。
据康熙帝文学近臣高士奇记述， 他还曾在
畅春园中编辑“方略”，即记录本朝军政大
事尤其是平定叛乱军事行动的档案汇编。

满洲天子与汉人大臣和睦相处，协力
同心。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清
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
人文北京研究中心研究员。 专治清代学术思想
史、历史文献学及皇家园林文化，撰有《清初私家
修史研究——
—以史家群体为研究对象》，主编《海
外三山五园研究译丛》
《畅春园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