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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达夫与中国现代风景的发现 

 

                              吴晓东 

                        （北京大学中文系） 

 

内容提要：20 世纪 30 年代是中国旅游业开始兴盛发展的时代，一方面政府

大力推动旅游产业，另一方面出版业也主动出击，旅游杂志和旅游书籍纷纷

问世。现代作家也以风景游记的书写应和着以旅游文化为表征之一的消费时

代。本文以旅游手册《富春江游览志》、风景游记《黄山揽胜集》以及郁达

夫的《屐痕处处》为中心研究对象，探讨旅游产业与现代出版以及游记写作

之间的关系，并着重讨论郁达夫 30 年代的游记书写。山水纪游不仅构成郁

达夫自觉的写作形式，而且一度有资本和政府介入，游记写作成为地方政府

有意识策划的结果，也是文人与资本的结合催生出的产物，证明了在消费主

义时代，风景的发现与文学艺术出版媒介之间的密切关联性。文章最后分析

郁达夫笔下的风景描写所显示出的风景与权力的内在关系，揭示郁达夫风景

意识的复杂性甚至悖论性。 

 

关键词：旅游产业  游记写作  现代出版  风景的发现 

 

 

20 世纪 30年代是中国现代旅游业开始兴盛发展的时代，旅游杂志也应运而

生。文人雅士的文学书写由此进一步与旅游业建立了关联性，也印证了一个以旅

游文化为表征之一的消费主义时代的逐渐形成。其中郁达夫 30 年代的游记书写

最具有典型性，山水纪游不仅构成了他更自觉的写作形式，而且一度有了资本和

政府的介入，1933 年秋，杭江铁路即将通车，从钱塘江起，经过萧山、诸暨、

义乌、金华、江山等地，最终到江西的玉山，全长 333 公里。杭江铁路局邀请郁

达夫先乘为快，沿着新开辟的铁路在浙东遍游，最后写出游记由杭江铁路局出版，

算作“杭江铁路导游丛书”的一种。按郁达夫事后比较谦虚的说法，自己“虽在

旅行，实际上却是在替铁路办公，是一个行旅的灵魂叫卖者的身分”1，游记写

作成为地方政府有意识策划的结果，也是文人与资本的结合催生出的产物。对铁

路局来说，这是非常有眼光的举措，文学中对于风景的描绘往往是最好的旅游广

告，也证明了在消费主义时代，风景的发现与文学艺术媒介之间有着不同寻常的

密切关系。  

 

                           一 

   

郁达夫在出版于 1934年的游记《屐痕处处》自序中说：“近年来，四海升平，

交通大便，像我这样的一垛粪土之墙，也居然成了一个做做游记的专家——最近

的京沪杭各新闻纸上，曾有过游记作家这一个名词，——于是乎去年秋天，就有

了浙东之行，今年春天，又有了浙西安徽之役。”2这段话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信

息：30 年代初“游记作家这一个名词”在“京沪杭”的报纸上一度很流行，透

露出当时形成了一个旅游热，也催生了“游记作家”的流行，或者反过来说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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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成立，“游记作家”的出现，给旅游热推波助澜，两者间有内在的同一性关

系。杭江铁路局独具慧眼地看到了这种旅游与作家之间的关系，于是，读到《屐

痕处处》中《杭江小历纪程》的开头，读者就对郁达夫浙东之行的起因有了更明

晰的了解：“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星期四，晴爽。”“前数日，杭江铁路车

务主任曾荫千氏，介友人来谈；意欲邀我去浙东遍游一次，将耳闻目见的景物，

详告中外之来浙行旅者，并且通至玉山之路轨，已完全接就，将于十二月底通车，

同时路局刊行旅行指掌之类的书时，亦可将游记收入，以资救济 Baedeker式的

旅行指南之干燥。我因来杭枯住日久，正想乘这秋高气爽的暇时，出去转换转换

空气，有此良机，自然不肯轻易放过，所以就与约定于十一月九日渡江，坐夜车

起行。”3 

这种政府行为在推动旅游事业方面所起的作用，在《黄山揽胜集》4一书中

得到更为突出的表现，《黄山揽胜集》的出笼，主要因为响应蒋介石开发东南交

通的倡议，“浙皖建设厅即以开发黄山为当务之急，乃另组建设委员会，聘请中

央振务委员会主席许世英先生担任委员长”5。《黄山揽胜集》即为“许委员长

特作黄山之游”的游记。而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对于《黄山揽胜集》的推出也着实

下了一番功夫，“汇集全山名胜摄影，各系以古今诗文记载”，“由本公司用最上

等之黄道林纸加工印刷。书前并冠以郎静山陈万里叶浅予邵禹襄诸摄影名家之美

术照片，书后附以游览日程等，封面三色铜版精印”6，可谓是一部相当精美的

“揽胜”图书，既应和了开发黄山的“当务之急”，同时也不失时机地汇入了方

兴未艾的旅游热。 

尽管风景游记的“生产”与旅游产业，与政府的推动有极大关系，但是出版

界的闻风而动以及主动出击也在其中起了重要的“触媒”作用。书局在旅游书籍

的制作方面每每显示出既精心又专业的眼光。比如在游记文字之外往往收入大量

风景图片，为此《黄山揽胜集》的出版人不惜聘请专业摄影家和著名画家郎静山

陈万里叶浅予邵禹襄等共襄盛事，《黄山揽胜集》中收入的照片的作者中，郎静

山和陈万里都是一时之选，二者均是中国较早的摄影艺术家和摄影记者。陈万里

五四时期即发起组织了艺术写真研究会，随后与郎静山等筹组中华摄影社，史称

“华社”。据郁达夫的《屐痕处处》中的《杭江小历纪程》，浙东之行的同行者中，

即有郎静山，《现代》杂志上的广告也不失时机地宣称“附游侣郎静山先生所摄

风景名作十余帧尤足供读者卧游之助”，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意义上的风景堪

称是摄影家与作家一同“发现”的。 

由周天放和叶浅予编撰的《富春江游览志》7尤其表明了 30 年代旅游文化产

品出版的发达，被称为“开中国旅游手册之先河”。在政府和资本的介入之外，

传媒由此也大力推动了旅游产业，并从中获益。1934 年的《论语》半月刊第 47

期登载的《富春江游览志》广告词称“睹此一书，胜如游览一周”8，可见旅游

书籍有文化产品自身的自足性，读者从旅游书中获得的乐趣甚至可以超过实地旅

行本身，正如有读者读罢郁达夫的游记后去实地印证，发现“实物”并没有广告

介绍的那么美一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黄山揽胜集》在《人间世》杂志上

的广告把“供读者卧游之助”9作为书籍宣传的一个策略，也肯定会有相当一部

分读者的确是在床上借助旅游杂志而“卧游”黄山的。 

30 年代旅游文化产品出版的发达更表现在旅游书籍的专业性和具体性方面。

《富春江游览志》在《编撰大意》中称：“本书编撰之目的有二，一为游览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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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之山水者之指南，二增加游览时之兴趣。”两个编撰目的都在具体编撰策略上

得到落实。风景照片是吸引眼球极佳的方式，“风景照片最足动人向往及游后回

味，故编者不惮跋涉，摄影附入。”除了收入数十帧富春江沿岸的风景名胜照片

外，《富春江游览志》尤为重视对各个景点的文化意蕴和历史积淀的强调：“名人

题詠，足为江山生色，而游人踪迹所到，不待搜索得读前人佳句，油然而添逸兴。

惟富春江上，前人题詠繁如乱发，择尤附丽数首于胜迹之后，作登览时之吟赏。

富阳桐庐严滩钓台等处佳什较多，不忍割舍，精选百首另列一篇。”10其中对严

子陵之于钓台的意义更是大力渲染。这也同样是在书中附上了“古今诗文记载”

的《黄山揽胜集》的编撰策略。到了郁达夫的《屐痕处处》，附录则是歙县黄秋

宜写的《黄山纪游》。至于《屐痕处处》中郁达夫自己撮录的《黄山札要》一篇，

则是由于郁达夫计划中的黄山未能成行，“先把从各志书及游记上抄落来的黄山

形势里程等条，暂事整理在此，好供日后登山时的参考”11，前人的纪行在郁达

夫尚未登临之前已然汇入了郁达夫自己对于黄山的文学想象中。 

作为一本专业的旅游指南，《富春江游览志》的具体性还表现在“本书取材

之目标，一取便于游览行程，二古迹之足凭吊及名胜之足赏玩者”。这一“取材

之目标”在目录中一览无遗，该书分十六章，分别为：富春江概述、交通、风景

概述、钓台、严先生史略、桐庐、桐君山、阆仙洞、九里洲梅花、天子冈、富阳、

观山、沿江古迹名胜、物产、诗词等。附录中还设计有长达 48 日的详细游览日

程，堪称是一次“身体强健，有闲而又有钱的人”12才有条件践行的“慢游”。 

 

                           二 

 

当杭江铁路局通过友人邀请郁达夫做风景游记的时候，政府一方堪称很懂得

郁达夫的文人游记会带来可观的旅游效益，懂得文人身上所携带的文化资本会给

风景带来风景之外的附加值。地方的风景的发现有赖于作家的足迹和眼睛，就像

当年徐霞客游记所起的历史性作用一样。当年浙江风景得以向全体国民展示，就

有郁达夫不可埋没的贡献。30 年代的郁达夫自称把两浙山水走遍了十分之六七，

并出版了一册游记总集，这就是 1934年 6月现代书局出版的《屐痕处处》一书，

反映的是风景游记散文的“生产”与资本以及政府的新关系。作家游记与政府行

为、旅游产业以及出版触媒一起催生了中国现代“风景的发现”。 

郁达夫作为“游记作家”介入中国现代风景的发现的过程，一方面说明风景

游记的生产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旅游业对于作家与文学所起到的功效的依赖。在

中外旅游史上，经常会出现对于风景的叙述造就了风景的发现和旅游的盛况的先

例。柄谷行人曾提到卢梭与阿尔卑斯山的风景的发现的关系：“卢梭在《忏悔录》

中描写了自己在 1728 年与阿尔卑斯的大自然合一的体验。此前的阿尔卑斯不过

是讨厌的障碍物，可是，人们为了观赏卢梭所看到的大自然纷纷来到瑞士。

Alpinist（登山家）如字义所示乃诞生于‘文学’。而日本的‘阿尔卑斯’亦是由

外国人发现的，并从此开始了登山运动。”13日本也有一个与欧洲同名的阿尔卑

斯山，不仅名字是从欧洲的阿尔卑斯借来的，而且也是由外国登山者最早“发现”

的。而柄谷行人所谓“Alpinist（登山家）如字义所示乃诞生于‘文学’”，也证

明了山水旅游与文学的关系。 

在西方文学史上讨论风景与民族性的关系，人们经常谈及的是司各特的例

子。司各特以对苏格兰的风景描写著称，可以说一时间把苏格兰稍微有名一点的

地方都写光了，没有给他人留下可写的余地，引起了其他作家的不满和抱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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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诗人穆尔当年就有诗挖苦司各特： 

 

如果你有了一点要写上几行的诗兴， 

我们这里有一条妙计献上——你可得抓紧， 

要知道司各特先生已经离开英格兰—苏格兰边境，为了寻求新的声名， 

正拿着四开本的画纸向镇上走近； 

从克罗比开始（这活儿肯定会有一笔好进账） 

他想要把路上所有的绅士庄园一一描写，在它们身上“大做文章”—— 

我们的妙计就是（虽然我们的任何一匹马都赶不上他） 

赶紧捧出一位新诗人穿过大道去和他对抗， 

迅速写出点东西印成校样——千万别修改——还要把文章拉长， 

抢先描写它几家别墅，趁司各特还没有到来的时光。14 

 

正因为司各特对苏格兰风景的集中描写，使司各特成为苏格兰民族风景的重要发

现者，甚至成为苏格兰民族性的塑造者。有研究者分析过司各特创作中的苏格兰

风景描写，试图从中辨认和分析风景是如何体现出苏格兰的民族性，以及司各特

如何把浪漫主义的自然之热爱转译成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表达。按以赛·伯林的

表述，苏格兰人是“根据风景来理解他们自己并获得他们作为苏格兰人的认同”。

在这个意义上，司各特创造了一种新的风景神话，给苏格兰人提供了“一种深厚

的情感和文化连接”15。苏格兰高地也成为今天英伦三岛上最有代表性的风光，

而在司各特之前，那里以荒凉崎岖贫瘠悲惨著称，英格兰人也总是把苏格兰的荒

原景色同犯罪联系起来，对苏格兰高地充满偏见和恐惧，连当时英格兰最有名的

文人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旅行到苏格兰高地时，也会拉下马车的窗帘，“因为那

里的山景使他感到不安”16，这与后来人们趋之若鹜地到苏格兰高地旅游，恰成

对照。 

苏格兰高地从当年人们唯恐避之不及，到后来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风景名胜

之一，这一历史过程经常被当作旅游策划的最成功的案例。但究其缘起，苏格兰

高地与作家的文学书写有直接的关系。1935 年郁达夫作了一首题为《咏西子湖》

的诗： 

 

楼外楼头雨似酥， 

淡妆西子比西湖。 

江山也要文人捧， 

堤柳而今尚姓苏。 

 

诗歌道出了西湖的苏堤、白堤都是以文人命名的史实。而“江山也要文人捧”一

句，则揭示了风景与文人两者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不仅仅是文人墨客需要寄情山

水，同时山水也需要文人的题咏和赞颂。 

郁达夫的意义在于他正处在现代中国文学中的风景的发现的现场。一方面在

郁达夫五四初期的《沉沦》等小说中创生了中国现代小说中最早的风景描写，另

一方面，郁达夫的山水游记也是现代作家所创作的最具典型性的风景散文，最有

文人化特征，沿袭的也是山水文人化的中国游记传统，在散文中多征用古代名人

的笔记和游记，并援引大量诗词联语入文，也常常从地方志中取材，在行文中则

经常以现实中所见之风景去比附山水画。从文学艺术对风景的描绘与建构这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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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说，山水画与风景的发现之间的关联性当然更为直接，山水画在宣纸上处理

的正是风景。而在创作风景散文之际，郁达夫感受风景的方式和书写风景的文字

更是难免受到传统山水画的影响，何况中国的山水画中本来就氤氲着丰沛的文人

化传统。 

中国山水的这种文人化传统丰沛到一定程度，就会累积成风景的一种“人文

化”特征。所谓的“山水的人文化”或许正是由山水中这些从帝王将相到庶民百

姓的历史印记所构成，意味着人的主体曾经如此深刻地嵌入自然风景中，继而成

为风景的重要的一部分。 

郁达夫的山水游记也最典型地体现出风景的人文化底蕴。《钓台的春昼》之

所以成为郁达夫最著名的散文之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钓台本身所蕴含的人文背

景： 

 

从钓台下来，回到严先生的祠堂─—记得这是洪杨以后严州知府戴槃重

建的祠堂─—西院里饱啖了一顿酒肉，我觉得有点酩酊微醉了。手拿着以火

柴柄制成的牙签，走到东面供着严先生神像的龛前，向四面的破壁上一看，

翠墨淋漓，题在那里的，竟多是些俗而不雅的过路高官的手笔。最后到了南

面的一块白墙头上，在离屋檐不远的一角高处，却看到了我们的一位新近去

世的同乡夏灵峰先生的四句似邵尧夫而又略带感慨的诗句。夏灵峰先生虽则

只知祟古，不善处今，但是五十年来，象他那样的顽固自尊的亡清遗老，也

的确是没有第二个人。比较起现在的那些官迷财迷的南满尚书和东洋宦婢

来，他的经术言行，姑且不必去论它，就是以骨头来称称，我想也要比什么

罗三郎郑太郎辈，重到好几百倍。 

 

从上述“点名簿”中可以知道，钓台在中国山水中最能体现人文化特征，也正因

如此，《富春江游览志》花了两章的篇幅重点推出严老先生：“七里泷严先生钓

台名闻天下，本书特详述之，沿江古迹名胜皆由钓台顺流下数。”正如黄裳在给

郁达夫的《忏余集》写的书评中所做的精彩总结：“严子陵的钓台确是一个好题

目，历代文人（特别是清人）的集子里，总免不了有一篇‘过钓台’之类的诗，

其实早在明代中叶就有人编过一本《钓台集》了。说到钓台，好玩的故事真的足

足有一箩筐，什么‘客星犯帝座’；‘买菜求益’；‘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

仲淹《严先生祠堂记》）；谢皋羽祭文天祥的遗址西台；以及严子陵当日在山顶

台上垂钓，要准备多长的钓丝„„真是目不暇接。在有的作者看来，真是眼花缭

乱，来不及抄撮，背上了这一捆重载，结果弄得自己也爬走不动。弄不好还会弄

出一些小小蹉跌，摔个鼻青脸肿，惹人笑乐。”17郁达夫的《钓台的春昼》也同

样“背上了”这一捆由文人墨客名号构成的“重载”，尽管郁达夫在负重行走之

际尚能游刃有余，驾轻就熟，但人文化的负载如果过重，山水中的历史沉疴难免

会使风景丧失掉风景的本意。 

 

                                三 

 

格外有意味的是，郁达夫笔下的诸多风景在东方文化底蕴外，其实也经过了

西方文化的洗礼。早在日本期间写作的小说《沉沦》中，日本的风景即与西方文

化视野的参照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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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住的山顶向南方看去，眼下看得出一大平原。平原里的稻田都尚未

收割起。金黄的谷色，以绀碧的天空作了背景，反映着一天太阳的晨光，那

风景正同看密来(Millet）的田园清画一般。 

 

所见风景的意义其实是从密来 (即米勒)的“田园清画”那里转借来的，或者说

是借助于米勒的风景绘画才能为自己看到的实景赋予深度。风景的景深处是一种

借来的深度和意义，渗透着来自异域的人文性和意识形态的特征。 

    这种喜欢把东方风景与西方景观进行类比的倾向，在郁达夫后来的散文游记

中得到更充分的体现。比如形容福建的闽江“扬子江没有她的绿，富春江不及她

的曲，珠江比不上她的静”，进而则“譬作中国的莱茵”（《闽游滴沥之二》）；见

到南国的海港以及“海港外山上孤立着的灯塔与洋楼”，则“心里倒想起了波兰

显克微支的那一篇写守灯塔者的小说，与挪威伊孛生的那出有名剧本《海洋夫人》

里的人物与剧情”（《闽游滴沥之一》）；看到江西境内“一排疏疏落落的杂树林”，

就与“外国古宫旧堡的画上所有的那样的那排大树”相比较；而玉山城里“沿城

河的一排住宅，窗明几净，倒影溪中，远看好象是威尼斯市里的通衢”；游程结

束则念着戴叔伦的一句“冰为溪水玉为山”，“觉得这一次旅行的煞尾，倒很有点

儿象德国浪漫派诗人的小说”（《浙东景物纪略》）。 

似乎不能把郁达夫这种与外国景观的比附完全看成是炫耀知识，而是其中透

露出一种不自觉的心理：只有与西方风景和文化攀上关系，才能增加本土风景的

分量。或许当年远涉重洋的“海归们”都有类似的习惯，郁达夫的《屐痕处处》

中《出昱岭关记》一篇写一行人到了安徽绩溪歙县： 

 

第一个到眼来的盆样的村子，就是三阳坑。四面都是一层一层的山，中

间是一条东流的水。人家三五百，集处在溪的旁边，山的腰际，与前面的弯

曲的公路上下。溪上远处山间的白墙数点，和在山坡食草的羊群，又将这一

幅中国的古画添上了些洋气，语堂说：“瑞士的山村，简直和这里一样，不

过人家稍为整齐一点，山上的杂草树木要多一点而已。” 

 

一般的游客可能感觉不到这一幅“中国的古画”上的“洋气”从何而来，郁达夫

大概是为了要引出林语堂与“瑞士的山村”的类比。可见这种以本土景致比附域

外风景的习气不惟郁达夫所独有。 

郁达夫动用阅读资源所类比的往往都是西方书本和图片中的“拟像的风景”，

而不是亲眼所见的景观。所谓“拟像的风景”就是媒介上所再现的风景，往往经

过了他人的观照，是风景的人工化。诸如郁达夫屡屡提及的米勒的风景，伦勃朗

的风景，还有西方明信片上的风景，都是风景的再造，是第二自然，是本雅明所

谓机械复制的产品。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认为：“世界已经被拍摄。”发

达资本主义社会已进入影像物品生产与物品影像消费为主的景观社会，景观已成

为一种“已经物化了的世界观”，而景观本质上不过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

间的社会关系。”18当景观成为“物化了的世界观”之后，人们的风景意识也被

重新编码。尤其进入后现代，人们经历风景也通常是先看图片和影视作品，然后

才有可能在旅游的时候看到真实的景观。所以往往是想像在先，实景在后。拟像

的风景早已先在地对我们的风景意识进行了渗透甚至重塑。 

郁达夫所展示的风景中即有这种拟像的风景因素，尤其对风景意蕴进行阐释

之时更借助于拟像的方式，是米勒的画，是外国古宫旧堡的画，是显克微支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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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与伊孛生的话剧，都不是与真实的风景进行比照。在某种意义上说，真实的风

景本身并没有“意义”，意义是人为赋予的，是阐释出来的。恰如郁达夫《屐痕

处处》中的名篇《钓台的春昼》： 

 

我虽则没有到过瑞士，但到了西台，朝西一看，立时就想起了曾在照片

上看见过的威廉退儿的祠堂。这四山的幽静，这江水的青蓝，简直同在画片

上的珂罗版色彩，一色也没有两样，所不同的，就是在这儿的变化更多一点，

周围的环境更芜杂不整齐一点而已，但这却是好处，这正是足以代表东方民

族性的颓废荒凉的美。 

 

值得关注的是郁达夫把严子陵钓台的西台风景与“照片”上的威廉·退儿的祠堂

和“画片”上的“珂罗版色彩”进行对比。四森林洲湖是欧洲著名的风景区，湖

边有中世纪瑞士的民族英雄威廉·退尔的纪念祠堂。“珂罗版”（collotype）是

19世纪由德国人发明的印刷技术，用这种技术印刷出来的图片与绘画效果逼真，

是 19 世纪印刷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标志之一，也顺应了机械复制技术时代的发

展。风景图片在郁达夫时代的普及恐怕正依赖于这种高仿真的印刷技术，当西方

的风景图片借助于这种技术在全世界传播，同时传播的或许还有一种西方式的

“现代性”。 

郁达夫与西方图片的这种比照隐含着某种他自己或许也无法意识到的悖论：

这种“东方民族性的颓废荒凉的美”正是借助于他者的眼光透视出来的19。风景

由此也成为西方的他者的眼睛所见的风景，而多少丧失了东方自己的自足性。这

里便显示出一种风景与权力的一种更内在的相关性。一方面，是郁达夫只有借助

于西方知识和资源，才能在眼前的东方风景中看出米勒和颓废之美，另一方面，

东方的风景也只有经过西方的印证才似乎得到命名和表达，进而获得文化和美学

的附加值。其背后因此关涉着东西方之间固有的权力关系，而这一点，在郁达夫

炫耀知识的同时大概是没有意识到的。 

郁达夫在把中国风景与西方进行比对的同时，多少印证了西方现代性在郁达

夫留学和写作时代的强势影响。而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风景问题还涉及了人们

如何观照自然、山水甚至人造景观的问题，以及这些所观照的风景如何反作用于

人类自身的情感、审美、心灵甚至主体结构，最终则涉及人类如何认知和感受自

己的生活世界问题。 

因此，当深入追究风景背后的意识和主体层面，郁达夫的创作便呈现出一种

矛盾的风景观。在郁达夫笔下既有自己曾经近观的身临其境的风景，也有只是明

信片上看过的拟像的风景。郁达夫风景意识的复杂性甚至悖论性也正体现在这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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