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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北省是中国南方荆楚文化的代表，物质旅游文化可以农神、丝神、荣神、医圣为代表进行 

强省定位 }精神旅游文化可 楚辞、楚歌、楚舞为代表、以致演变为汉派文化的深厚底蕴；最典型的 

是司马相如的t于虚赋≥．从对其所设计的子虚园、乌有园、无是公园三种旅游主题公园的研究，认 

为湖北省有条件建成为旅游文化的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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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北物质旅游文化的定位 

我国的旅游文化分区．笔者以为首先有东西之 

分．即东部的本土旅游文化和西部受外来旅游文化 

影响这两大类型．东部地区又有南北之分．秦岭一 

淮河以北，以儒教文化为主．又可分为儒教发源地 

的齐鲁文化；受其影响的燕赵文化、中原文化和秦 

晋文化．秦岭 淮河以南，以道教文化为主 ．包括道 

教文化发详地的荆楚文化 ．以及受其影响的吴越文 

化、南越文化和巴蜀文化．西部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可分为佛教(喇嘛)文化和伊斯兰教(回教)文化两 

个亚 区．几千年来 ．我 国文化 的发展 ．以懦 、道两种 

本土文化为主，相互兼容．又吸纳外来文化，除佛、 

回文化外．又吸纳了基督教文化，这些文化相互渗 

透．彼此融洽．形成开放的、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 

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典型地 区．是东部南方文化 

的代表．湖北的历史悠久．从考古发现看．湖北是人 

类最早的发详地之一，建始猿人遗址、郧阳人遗址 、 

郧西人遗址和长阳人遗址等．便可证明；又是人类 

早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屈家岭文化遗址证明人工 

稻谷的种植早在 4 000年前便 已开始 ，标志农业先 

进和象征父权崇拜的陶祖(彩陶)在此出现；大冶铜 

绿山古矿冶遗址是全球年代最A的古铜矿采冶基 

地，是人类青铜器时代的代表；南漳县抱璞岩是卞 

和得璞琢玉之地．这是石器时代晚期玉器时代的体 

现．和氏壁后来成为历代王朝的传国玉玺；稻文化、 

青铜文化和玉文化是中华文明三大组成部分． 

从历史文献来看．湖北有神农 、嫘祖、陆羽、李 

时珍四人值得特别重视．《湖北通志》写道：“厉 炎 

帝潜邦，夸随县之北厉乡、耪乡也 ．有厉山．神农是 

生．-F 《辞海》：“神农氏，传说中农业 和医药的发 明 

者．相传远古人民过采集渔猎生活．他用木制作末、 

耜．教民农业生产．反映中国原始时代由采集渔猎 

进步到农业 的情况．又传他曾尝百草 ．发现药材 ，教 

人治病．一说神农即炎帝 ：．其意义有三：一是湖 

北随州市厉山镇出生的神农氏一 炎帝，是中华民 

族的两个始祖之首 ．是炎黄子孙 的共同祖先 ；二是 

他开创 了农业 ，使人类 由采集的 自然经济时代进化 

到农业经济时代．是人类文明的开创者 ；三是他是 

人类健康的保护者．是药物学的开创者．留下了《神 

农本草经≥这一科学著作． 

《湖北通志》写道：“西陵黄帝元妃嫘姓国．今江 

夏、安陆问．故吴以安陆为西陵．” 《辞海》 “螺祖 
一 作累祖．传为西陵氏之女．黄帝之妻 神话传说中 

把她说成养蚕治丝方法的创造者．北周以后被祀为 

先蚕(蚕神)-F ．其意义：一是湖北西陵姑娘为黄帝 

之妻，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嫘祖便是中华民族 

的始母，炎帝、黄帝时正是母系时代向父系时代过 

渡的时期，在当时嫘祖的地位起码与炎、黄相当；二 

是嫘祖是蚕丝之神，中国被称为蚕丝之国．其发明 

者便是她 ．神农解决的是吃饭问题 ．而嫘祖解决 的 

是穿衣问题，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无与论比；三是中 

国是丝国．这是古今中外从无异议的历史事实 ．但 

中国是一个地大人多的 国家．究竟发源地 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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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从来未有厦定 ，而西陵女螺祖是发明者 ．嫘祖的 

出生地西陵，便是发源地 ．这个发源地便是今天的 

大洪山脉和大别山脉南麓一带，荆州博物馆馆藏从 

楚墓 出土的丝绸织品 ．精美绝伦的实物，可以证明 

湖北是世界上养蚕织丝的发源地． 

陆羽 ．这是史之凿凿的历史人物 ．《辞海》上写 

道 ：“陆羽(733 804)，唐复州竟陵 (今湖北天门)人 

⋯ ⋯ 以嗜茶著名．并对茶道很有研究．旧时视他为 

‘茶神’．撰有《茶经≥．” 荼的原产地在中国．是中 

国人不可或缺的饮料．中国又是世界茶叶出口的大 

国．茶文化是东方 文化的重要 组成 部分 ．陆羽《荼 

经》是东方茶文化的集中体现．湖北是全国茶叶生 

产大省，又是泡荼泉水最著名的地区，努力培育荼 

文化，是旅游发展的重要方 向之一． 

李时珍被称为医圣和伟大的药物学家．《辞海》 

中写道： 李时珍 (1 518 l593)，明代杰 出医药学 

家．字东壁 ．号濒湖 ，蕲州(治今湖北蕲 春)人．经二 

十七年艰苦劳动，著成《本草纲目》，总结了十六世 

纪 以前我国劳动人民丰富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 

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为祖国医药学的一份宝贵 

遗产”l2 ．在今天中医药风靡全球的情况下．中医药 

文化作为旅游的一种资源，很有开发价值．值得认 

真探讨 

2 湖北精神旅游文化的定位 

文化指文学、艺术 ，这是狭指：还包括宗教、风 

俗、习惯、信仰、道蒋等．这是泛指．就湖北而言，无 

论狭指，还是泛指．都是强省素质．从历史上的记载 

看．中国文学虽有《诗经》面世．但并非记名作品．据 

《史记》等书记载，认为孔子所删定，近人多疑其说． 

由屈原开创的《楚辞》则是 中国文学的开山之作． 

《楚辞》一书，以屈原的作品为主．其余如宋玉、景差 

等人的作品也都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的 

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风土物产等．具有浓 

郁的地方色彩．至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剂 

向等也称为《楚辞》作家．汉代最富盛名的设赋也是 

吸收《楚辞》的体制词藻、纵横铺张的手法而形成． 

此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无不源于《楚辞≥． 

楚文化，除《楚辞》开中国文学之先外，于艺术， 

更可以 兑是开源之创 ，影响至今没有泯灭．《楚辞》 

中的《宋玉对楚王问》n]：“先生名气很大，为什么人 

民大众中的口碑并不好?”宋玉以郢中(今钟祥)的 

群众音乐的现实，来说明曲高和寡的道理．客观真 

实地揭示了2 0oo多年前．楚国别都郢中作为古代 

音乐之都的现实．《唐乐书志》：“奠愁者 ．出石城(钟 

样)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古诃Ll石城 

乐”．李白诗 ：“郢客吟白雪 ．遗响飞青天；徒劳歌此 

曲．举世谁为传．试为巴人唱．和者乃数千．吞声何 

足道．叹息空凄然．”不仅钟祥可称音乐之都．古代 

襄阳也绝不逊色．刘禹锡许：“江南江北望烟波．入 

夜行人相应歌．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 

多．”李贺诗：“妾家经横塘．红纱满桂香．青云新绾 

头 上髻，明月 与作耳边挡；风起 江畔春．堤上 留北 

人．郎食鲤鱼尾．妾食猩猩唇；奠指襄阳道．绿浦归 

帆少．今 日菖蒲花．明朝枫树老．”这样 的歌词凄惋 

哀伤，与楚词的格调浑然 一体． 

楚国音乐有歌也有舞．《汉书 ·张良传≯ 为我 

楚舞．吾为若楚歌．”楚舞的专业工作者被称为巫． 

巫 的形象很严格．有所谓“丰肉微骨”和“小腰秀 

预”，这是形体．《韩非子 ·二柄》中说。楚灵王好细 

腰．而国中多饿人”．因此．后称细腰女子为楚腰 ，配 

上长袖飘逸的服装，将身体弯出各种姿势．仰弯称 

“偃蹇”．俯弯称“连蜷”．配以眼波流盼，眉目传情． 

达 到”娱 光眇视 ．目曾渡些”的效果．使观众“观耆 

儋兮忘归”．碍 到乐以忘归的快乐．楚舞的形体、服 

装和姿态设计 。都十分超前，即便在 2 000多年后 

的今天，如健身、健美、服装、化妆等时下的潮流，其 

实祖先的楚人早已流行． 

楚国乐器很 多．钟、鼓 、磬是主乐器 ．适 于野外 

露天演奏 楚国的著名音乐舞蹈演出场所是广场舞 

台，如章华台、兰台等．未见宫庭舞台的记载．这就 

要求高亢激昂的气势．恢宏广阔的效果；但楚人是 

南人的代表．浪漫细腻．所以又发展丝竹类的乐器． 

如琴、瑟、竽、麓、萧、笛等，大多为酒楼、茶馆、勾栏 

画院等场所的娱乐性演出．所以楚国打击、吹奏、管 

弦乐器已一应俱全．艺术达到高度发达的水平．随 

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震憾了世界．然曾国 

是楚国的一个很小的附属国．了不起相当于今天县 

级文工团的规模．楚国真正的国家乐团的乐器还有 

待今后考古发现． 

楚国的音乐艺术发展．对后世的影响巨大深 

远．比如在戏曲的发展上．湖北便是全国主要的发 

源地，花鼓戏直接源于楚歌楚舞，楚汉相争时．汉剂 

邦采取“四面楚歌”的策略．全面瓦解项羽楚营将士 

的军心，取得了对项羽的决定性胜利．因此．楚歌楚 

舞后来演变成汉代歌舞，成为中国艺术的源头．湖 

北是汉江流域的主要地区．汉江人江处的武汉叉成 

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在汉代以后的近 

2 000年问．湖北文化的汉派传统，实际上就是楚 

文化传统的发扬光大．产生于湖北 的剧种包括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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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楚戏 、黄梅戏、荆州花鼓戏等 ．受这些剧 目影响 

的有徽剧 (汉剧和江南评弹的结合)、赣剧(由湖北 

黄梅、广济的文曲戏发源)、湘剧(湘江花鼓)、川剧 

(川江花鼓)．即便是广东的粤剧、广西的桂剧和海 

南的琼刚．皆采用当地语言与汉剧的形式和艺术而 

成．最有名的是汉剧派生了国剧京戏．武汉市直到 

解放时为止．全国戏曲用的铜制乐器如锣、钹等和 

戏曲服装．皆是垄断性的生产 

湖北的民间文艺底蕴深厚．俞伯牙与钟子期的 

知音传说，羊角哀与左伯桃的生死之交传说．花木 

兰代父从军传说，董永孝感七仙女的天仙配传说． 

六月雪反映的陈世美不认前妻传说等．都成为千古 

传颂的民间文学作品．楚文化与民间文学的深厚基 

础和良好的文化环境．使得许多旅鄂的外省地文学 

艺术家．如李白、苏轼、米芾等．旅鄂期间成为他们 

文艺创作的黄金时期．李白晟后成了入赘安陆的女 

婿 ，他一生飘泊天涯，只有安陆才是他唯一的家；苏 

轼被贬黄州只四年，却是他文学最辉煌的顶峰时 

期 因此他 以(黄州)东坡居士 自号 ，以致他的本名 

轼反而不显，而苏东坡一名却名显古今：宋代大书 

画家米芾，本是山西的晋人，旅鄂在樊城居住．他的 

作品署名几乎皆是“米襄阳”．旅鄂的诸葛亮是中国 

的智慧之神；旅鄂的荆秀、杨坚、朱厚炮分别成了汉 

光武帝、隋文帝和明世宗皇帝．明代著名小说家吴 

承恩则以湖北蕲州为写作地，《西游记》和《聊斋志 

异》两书最早都在湖北蕲州刻版印刷． 

3 旅游文化强省的定位 

《诗经》共有荆楚采摭的诗五首，即《汉广≥、《江 

有汜》、《定之方中》、《沔水》和《江汉》五首⋯，奇怪 

的是都是旅游诗．《汉广》和历来的游子、旅游是男 

子的专利不同，写的是“汉有游女”，而且有步游，还 

有骑游，旅游的范围很广 ，像汉江流域那样广阔．像 

长江那样距离遥远．人们很难理解，螺祖这样的南 

方女子何以会嫁一个北方汉子的黄帝?出身丛山峻 

岭中的王昭君，怎么会被选进宫，后来又怎么能在 

马背上的民族 一匈奴那里过着游牧生活?原来， 

“之女于归，言秣其驹”，汉地的楚女乘骑驰骋，是一 

点也不输与狄、羌的女子．而《江有汜≥则是妻子埋 

怨丈夫不让她陪作水上旅游，因此丈夫在旅游中会 

后悔、会发愁、会寂寞；《定之方中》是旅游团队项目 

的安排，包括楚宫、楚室 的参观 ．楚国风景观光，以 

及遇到偶然事件和天气 的预处理安排 ，运输道路和 

工具等．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昔 日楚国旅游业的繁荣 

情况 ；《沔水 》则是旅游者问的关系 ．告诫要安全回 

来．行止适度．如同兄弟一样互相帮扶．不要让父母 

挂念：《江汉》则是把旅游当成大事来办．很有一点 

将旅游当成主导支柱产业来办的味道．吸日『游客． 

安定国家 ．巩固边疆 ，宣扬 目威，收到经济效益 ．天 

子可以万寿无疆等． 

楚 国旅游业的发达 ，可 《诗经≥中的五首楚诗 

加 以反 映．而 司马相如(前 1 7 9 前 ll 7)写了一篇 

脍炙人 口的《子虚赋》 ．《史记≥：“相如以’子虚’ 

虚言也．为楚称 ：‘乌有先生’者 、乌有此事 也、为齐 

难 ； 无是公 ’者．无是 人也．明天子之 义．故空借 此 

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 

俭，困 讽谏，天子大悦．”一篇虚言．无此事和无此 

人的旅游 主题公同一 楚国子虚固 ．齐国乌有 固． 

首都无是公园。之所以会使汉武帝高兴，也使司马 

迁感兴趣 而全文照录 ，可见很重视 这一设计．鲁迅 

《汉文学史纲要》写道 ：“(司马相如)制作虽甚迟缓 ， 

而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后代”． 

赋中以云梦泽的纯 自然景观。进行生物多样性 

的观赏，由于原始状态下．云梦泽奇花异卉．争奇斗 

艳；占树稀木．皆有特色；珍禽异兽，各逞姿容，以致 

绚丽多彩有如天堂．打猎是帝王将相旅浒的重要形 

式和特点．既有野兽的迅急驰骋 ．又有凶相毕露的 

狰狞；而斗兽勇士的矫健勇猛，刀术箭技的高超，使 

^叹为观止．楚王与民同乐的盛大场面。反映的是 

国富民安的强盛．竭息时 ．观看歌舞节目，都是国内 

外著名的艺术家．其表演有如神仙一样精湛：用猎 

物制作的山珍水味食物。是那样的多滋多昧，让你 

大饱口福．楚国的国家公园是七泽．一般游览的是 

最小的云梦泽．方九百里，各种地形齐备．山水错落 

其间。景观复杂多样，适于野游；而王家人工园林， 

就更为好看 ，在此 自娱 自乐 ，令人陶醉．晚上楚王宿 

阳台行宫 ，在神歌仙乐中入睡 ，梦中有瑶姬相伴．讽 

刺齐王，你又怎能想像楚王游乐的神仙情景? 

“子虚乌有”成为专有名词．一般人认为是没有 

客观性 ，但《子虚赋》中对云梦泽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 

观旅游 的描写 ，无一不 是真实有据 的．加上 司马相 

如妙笔生花的文学技艺，使得此赋成为千古绝唱 

他于旅游开发规划设计的理论和实践，有许多超越 

时代的创新．直至今天仍具先进意义．略述如下： 

旅游的实际意义是赏心悦目的享受，旅游出售 

的是特殊商品 ，即吃饱 口福 ．住得安逸，行得舒服 ， 

游得开心 ．购得满意，娱得快乐 ．口福、安逸 、舒服 、 

开心、满意和快乐都是感受享受．旅客用钱来购买 

的是服务．是享受．旅游业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将 

综合服务提高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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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主题公园设计的核心和生命是特色．最主 

要特色是综合 自然景观的独特性，司马相如将湖北 

旅游独特性 体现在泽中有山、山问有泽的地貌特 

征；将气候上纬度过渡性、与经度和高度过渡性结 

合下形成的独特生物多样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把楚 

国独有的现实浪漫主义与楚文化高度发达结合起 

来．处处表现一种起点高、文化底蕴深、旅游场面构 

思严密 、给人的享受是全面系统的理想与现实结台 

的独特性．没有必要去仿效齐国的半岛海陆交融特 

点 ；也不要像都城长安上林皇室主题公园那样 ．用 

举目的财力、物力 和人力，去营造人工的 自然 和 自 

然的人工景观．让人们去感受只确帝王将相才能享 

受的高贵、富丽、堂皇．使人产生不平的气忿和失落 

的 帐然 情感 ．若 如此 还 有何 心情 去感 受 享受 的 

快感? 

生态旅游的先驱．当今人们一提到生态旅游 ， 

都 为这是泊来品 ．其实生态旅游是 中国几千年的 

优秀传统 ．迄今我们见到的古代旅游作品．如《穆天 

子传》、《徐霞客游记》、《天下名山游记》等．无不是 

生态旅游；中国传统的旅游节，如清明为踏青节、重 

阳登LU节、端午龙舟节 、农历 f二月八 日的腊八节、 

以及春节 、中秋赏月节等．无不是强调旅游的生态 

性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则是先辈留给我们有关 

生态旅游的宝贵遗产．自然景观的生态旅游，目前 

人们认识是一致的．而人工景观的生态性却往往被 

忽视．我国古迹名胜旅游．有的历数千年不改，始终 

有巨大的磁力效应，吸引众多游客往游．究其实质 

便是融治了生态魅力．如黄冈市赤壁并非是真假赤 

壁的争论使其旅游价值降低．而是氏江河道变迁， 

使其丧失 r原来的生态环境． 

旅游之魂是文化．《子虚赋》迄今渎来 ．仍使人 

流连往返 ，不忍释手 ．就在于作者生花妙笔．崩源邃 

的文化底蕴 ．设计了一个人间天堂的旅游胜地． 

4 结论 

湖北有条件建设成为旅游强省．因为 2 000多 

年前的荆楚就是旅游的强 区：一是湖北旅游资源丰 

富无比；二是湖北的区位优越天下少有；三是湖-IE 

的文化名满古今．当今湖北 的旅游还是藏在深山无 

人识 ，开发有 欠力度 ．思 维尚缺开拓 ，建设还少深 

邃．此文 ，笔者故意不提宗教文化、三国文化等热门 

议题 ，那是因为浮泛不是文化，也不是旅游．而需要 

认真探索的是科学的旅游文化和区域的旅游文化， 

这是旅游强省和富省的必然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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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Hubei province’s tourism culture 

I IU Sheng一』j 

(College o1"Tourism ．Center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 

Abstract：Hubei province is the representatlve of Jin and Chu culture in Sout h China． 

The God of Agriculture，Silk and Tea and the Emperor of M edicine can represent mate— 

ria[tourism CUhure ；The Songs of the South and the Dance of the South can represent 

the spiritual tourism CU【lure which become the basis of Hagl cullure．The nlost represen 

tative one is“Rhapsody of Imaginary”written by S1M A Xiang ru—in which there are 

three theme parks named as Unreal Park．hnaginary Park and Fictitious Park．After a 

comparative study，a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that Hubei province has many advantages 

to he powerful tourist province． 

Key words： tourism CU[ture； Huhe 

tourism Cu[tU re；Jin and Chu CU[1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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