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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吴宏富

“浙江之东县新昌，乃在千岩万壑之中

央。”这是明朝文学家，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李

东阳在其所作的《题丁御史同年墨竹走笔长

句》中的诗句，一语道出了浙东古邑———新昌

县的地理位置和独特风貌，足见诗歌之独具魅

力。

据《古今图书集成》卷九八三《绍兴府建置

沿革考》：“新昌县：后五代梁析剡置新昌县，属

吴越国。宋新昌县属越州，后属绍兴府。元新昌

县属绍兴路。明新昌县属绍兴府。皇清因之。”

新昌，这个创设于五代梁开平二年（908
年）的“浙东唐诗之路”精华地，境内群山竞秀，

碧水潺潺，历来为文人墨客所倾慕，竞相悠游

栖止，踏歌而行，留下众多名篇佳作。这里，既

有中国山水诗鼻祖南朝宋谢灵运的吟唱，又有

以唐代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

唐诗精粹，更有宋元明清群贤毕至，诗脉相传

的重墨华章。据笔者编著《新昌县名入诗选注》

的初步统计，宋至近代有 97 位诗人创作了

164 首“新昌”诗，为“新昌”高歌，扬名立万。

宋诗

“唐诗宋诗，世所称我国古代诗歌并峙之

双峰也。”（《全宋诗·钱仲联序》）宋诗别开天

地，自有特色。如果说唐诗主情韵，开朗俊健，

以境取胜；宋诗则主理致，深幽曲折，以意胜。

本书收录了宋代 31 位诗人创作的三十七

题 39首“新昌”诗。

新昌设县之后，是谁率先将“新昌”县名写

入诗中的呢？

据已知材料显示，是宋诗的开山祖师，北

宋诗人梅尧臣，他于庆历二年（1042 年）在湖

州任盐税时，朋友余令到会稽新昌，他赋《余令

之会稽新昌》诗相送。新昌自 908年建县，经过

134 年之后，“新昌”这个县名，终于首次写入

诗中。其实，北宋时新昌属越州，会稽为旧称。

北宋曾有两位文学家曾知越州（今绍兴），

一位是平时以一琴一鹤自随，时称“铁面御史”

的北宋名臣赵抃，熙宁八年（1075 年）知越州，

巡视过新昌。他谒新昌大佛，赋诗《登越州新昌

石佛阁》赞：“南明石像世称奇。”登天姥山，云：

“吾子沿江千里来，我车不惮陟崔嵬。”(《过天

姥岭示男》）另一位是邹浩，曾出知江宁府，改

杭、越二州。知越州时，他曾巡视新昌，游南明，

谒大佛，作有《送石师稷还新昌》诗。

南宋爱国名臣王十朋是贡献于剡中最多

的历史文化名人之一。他追随晋唐先贤之风，

寻觅刘阮遇仙踪迹，拜谒江南第一大佛，在《西

征》诗尤其在《会稽风俗赋》中赞颂新昌美景和

槖以孝悌称于世的宋代新昌县令陈 ，留下了

《过新昌》《观石佛》《关岭遇雪》《答新昌李县丞

（结）》等 10 余首（篇）佳诗美文。

与王十朋同为爱国诗人的陆游，与新昌有

姻亲，他的第四个儿子子坦的媳妇就是新昌许

家人。陆游本人曾多次深入沃洲、天姥揽胜、采

药，多有题咏。寒冷冬日，“子坦以新昌木炭二

百斤来”，大诗人用新昌木炭烤火取暖围炉读

书，亦不乐乎？

两宋时期，新昌人才辈出，尤其是石氏一

族，“籍甚新昌族，真成万石家”（楼钥《石通直

（庄问、纯度之父）挽词》）。北宋诗人郑獬善诗

文，为官正直，他与曾任太常丞、太子中允的新

昌人石象之交厚，依依不舍，赋诗《送石中允

（象之）致仕归新昌》。南宋诗人刘黻也与曾任

监察御史的新昌人俞季渊为同僚，有诗唱和，

并为俞母作有挽诗一首（《挽新昌俞夫人（俞季

渊母）》）。

能诗善文的北宋诗人吴处厚在中进士之

初，曾任职绍兴府诸暨县尉之职，时偶衹役于

新昌，其所作长序长诗《游沃洲山真封院》，将

风雪天游沃洲，途中宿梅林山旅舍，及沃洲之

冷落衰败之境，写得极其生动，富有史料和文

献价值。

北宋文学家华镇所作的《会稽览古诗》均

为描写会稽境内古迹名胜的七言绝句，诗题下

注本事，诗咏与注文结为一体，表现了会稽一

地的历史胜迹及人情风物。其中就有新昌的

《放马涧》，据诗可知华镇游历过新昌沃洲山。

北宋画家晁说之，除将剡中美景入画外，

尚赋诗《送周秀实知新昌》。

综观两宋诗人，有这么一个现象，凡写吟

佛诗，必拉新昌大佛作比较。如南宋文学家吴

宗旦作的《九顶大像阁》诗：“嘉州石佛名天下，

回视新昌可子孙。”宋末诗人黄庚的《新昌大石

佛》诗：“莫与嘉州争大小，法身充满本无边。”

其实，不论佛大佛小，皆佛光普照，岁岁平安。

更为甚者，南宋诗僧释大观，诗人明明在江西

的凌霄峰行走，却联想化身如同走在了绍兴新

昌的石城山，“直得新昌石佛额头汗出”（《芝岩

禅师赞》）。

诗歌和地方志不同，所写到的山川景物，不

能要求与事实相符，作者往往移花接木、借景抒

情，这种情形在诗歌中是常见的。正如清代袁枚

在《随园诗话》中所说“考据家不可与论诗”。除

上述释大观诗外，晁说之《送周秀实知新昌》也

属这种情形。作者写浙江新昌大佛时，联想到了

唐时长安新昌的“西明寺”，拿来作类比。

佛家弟子到新昌，必到大佛寺，谒石佛弥

勒。如北宋高僧赞宁弟子显忠，探源大佛寺开

山祖师昙光的遗踪，发出“不见昔贤踪，空遗此

岩腹”的感喟；南宋诗僧释元肇在天台、天姥之

间行走的脚步很频繁，犹难忘记的是冬天的景

色，皑皑白雪笼罩住了包括采药径在内的许多

美好风景———清猿的啼鸣早已随之销声匿迹，

赋诗《新昌石像》以纪。南宋诗僧释文珦也一

样，他游历过剡中，登佛教名山南明山，作有

《新昌南岩》诗。

新昌历来为重教兴学之地。南宋学者、“永

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陈傅良，人称止斋先

生，曾被新昌袁氏梅庄书院聘为教席，又先后

两次任黄度家庭教师。当时新昌名门世家黄、

石、吕子弟多从其学。如吕氏家族中吕大享（字

声之）、吕冲之兄弟，黄度之子黄章都是他的高

足。陈傅良所作《落叶一首别诸友客新昌》《新

昌咏归》等诗，记述了这一史实。

新昌还拥有藏书之家。两宋时期，新昌石

氏家族成为江南文化教育世家，石公弼及其从

子石邦哲，筑博古堂，藏书二万卷，为越州三大

藏书家之一。其《越州石氏帖》，石邦哲刻藏，收

录汉蔡邕、魏钟繇、晋二王、唐颜欧褚柳诸书法

大家作品，刻石拓印，为稀世珍品。宋元间诗

人、诗论家方回的《淳熙戊申丘寿隽新昌石氏

本》诗记载了这一盛况。

被誉为“南宋文章三大家”的楼钥，与新昌

密切。一是与新昌人石宗昭不仅是同僚，还是

亲戚。二是曾数次往来台州剡中间。其孙子曾

任新昌主簿，作有《送孙子祥赴新昌主簿》。游

历南明山，作拜《新昌石佛》诗。

新昌是文人的隐居地。宋元间诗文家宁海

人阆风先生舒岳祥因为避难两次来到新昌雪

溪，“贱子久客鄞，移家入新昌”，“冒暑去雪村，

故里隔一冈。”（《次韵袁伯长寄赠之长》）诗人

将在新昌雪溪的临时新居取名为“剡溪舟”，以

此纪念飘泊之行。南宋爱国诗人谢翱，在“避地

浙东”期间，曾游历新昌，一连作有《飞仙引游

沃洲水帘谷作》《夜宿南明县斋》《九日禺中登

沃洲放鹤峰南望天台诸山》《九日黎明发新昌

望天姥峰》等五首吟新昌诗。谢翱为什么要游

新昌呢？可能与南宋宰相新昌人王爚有关。王

爚故去，朝廷派文天祥至墓前主祭。凡是与文

天祥有关的地方，谢翱都要实地游历和考察。

只要途经新昌，必留诗吟咏，如南宋名臣

王十朋和宋元间诗人赵与仁，两人皆作有同题

诗《过新昌》，俱引“刘阮遇仙”典故入诗，各有

千秋。南宋文学家许及之与新昌知县鲍清卿友

善，有诗唱和《因振之之行过新昌怀鲍清卿》。

新昌地处台越两州要道，自古为交通要

道。从诗人的诗中可以反映出来。如南宋学者

郑伯英就有《自新昌入天台》。

无论是新昌道上，还是新昌道中，皆风景

迷人。北宋诗人杨养晦行走在新昌县东三十里

的“寒云千叠山”中，为阵阵松竹清风所陶醉，

竟然“归梦不知山水长”；南宋诗人林表民、林

尚仁、葛绍体、林景熙等，直接用作诗题。南宋

诗人项安世任绍兴府教授时，曾游历剡中，两

度在新昌道中赏月，览剡溪美景，《中秋新昌道

中有怀》《又中秋沿檄新昌道中有怀二首》记述

了这一情景。

“兹山秀盘古，亿载青崔嵬。”（无名氏《题

司马悔桥》），这位不知姓名的宋代诗人，不经

意间给新昌美景作了一个总结。

元诗

“元代文学的特点之一，是诗歌、散文、小

说、戏曲四种主要文体初次齐聚文坛。诗仍然

是元代影响广泛的文学体裁，存世作品众多，

内容深入到社会的不同领域。”（《全元诗·前

言）

本书收录了元代 7 位诗人所作的 14 首

“新昌”诗。

元代文学家张翥，曾多次游历剡中，登临

天姥山，“忆昔往寻剡中山，四明天姥相萦盘。”

（《范宽山水》）当他迈步在新昌县的《关岭》之

上，依然有“青林抱涧阿，直上更嵯峨。田凿云

根种，人盘鸟道过”的惊喜，成为元代诗人吟唱

新昌的领头人。

元诗人金元素官江浙时，曾巡视新昌，下

榻南明驿，赋诗《新昌》一首，予以记述。

元末学者、诗人宋僖师从杨维桢，其诗清

和婉转，独以自然为宗，颇出入香山（白居易）

剑南（陆游）之间。他与新昌人周铭德、吕德升、

任丛义等交善，作有《采烟山长歌寄赠新昌周

铭德》《为周铭德题春草图》《吕山人养父歌》

恵《任从义寄 新昌石鼎以诗谢之》诗。而新昌人

吕升，字德升，少以孝称。顾性介当元世将乱，

奉父母避地居沃洲山。民国《新昌县志》卷十二

有传。明成化《新昌县志》收录其所作的四首新

昌诗，即《新昌中秋》《新昌写怀》《送莫旦新昌

训导》《送莫景周先生赴新昌》。诗中的“莫旦”，

博学工诗文，曾任新昌训导，后来著有成化《新

昌县志》十六卷。

元代诗人陈高曾游新昌，“朝远剡溪水，俄

入新昌山。”（《发嵊县》）其诗明丽俊爽。

“剡中东南奇，若人缁侣胜。”（《题五龙山

房图》）元末诗僧释宗泐曾到过新昌彩烟（今回

山），探望新昌梁氏。

元代新昌人章廷瑞，一名廷献，字信臣，任

新昌县学训导，他留下了难得的一首古词《新

昌对雪词·用吕德升韵》。明成化《新昌县志》卷

二收录了此词，得以流传。

明诗

“在我国历史上，明代与汉、唐相比较，并

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代。但作为研究对象，

它却具有与汉、唐同样的价值。……在明代诗

歌里包含着很多具体的史料，这对于明代研究

也是颇有价值的。”（《全明诗·前言》）

本书收录了明代 28 位诗人所作的三十九

题 50首“新昌”诗。

被称为明初“吴中四杰”之一的杨基，诗风

清俊纤巧，他所作的《送张教谕》诗：“他年大比

登髦俊，应报新昌县里多”，拉开了明代吟新昌

的序幕。

明朝贤相胡俨，与新昌人王质中有交往，

作有《抗云楼记》。诗人可能是读了李白的《梦

游天姥吟留别》，用了“新昌纸”，对新昌天姥山

产生了神往：“商人得利不知止，满船又载新昌

纸。”（《二翁叹》）

官至户部郎中的明文学家、书画家卞荣，

作有《送王道新昌教谕》，明成化、万历《新昌县

志》收录了此诗。

书生共吟“新昌”，这是难能可贵的一幕。

为师的赵宽，曾官浙江提学副使时，多次途经

剡中赴海宁等地，作有《剡溪》《宿剡溪》等诗，

并赋《新昌山中晚行》，赞美新昌美景。作为学

生的吴宽，与避乱新昌沃洲山的吕德升友善，

称颂吕德升之“孝行”，作《次韵题元新昌吕孝

子德升诗墨后》诗赞之：“百年纯孝出儒门。”

明代四谏士之一的庄昶，是新昌人巡抚何

鉴于弘治七年（1494 年）亲自入山劝其回朝廷

任南京吏部郎中的。他是明代中期性气诗派的

代表作家，所著的《定山集》中有与新昌相关诗

文多篇，其中《梅溪草亭为新昌胡处士赋东川

舅也》诗，记述了新昌明代藏书家胡祯，建有梅

溪草亭，藏书数千卷。

与新昌人何鉴交厚的还有明学者林光，历

任浙江平湖教谕、浙江严州府学教授、国子博

士，他作有《书堂十咏奉和少司寇新昌何世光先

生韵》诗，吟颂新昌的竹、柏、荷、菊等十种物产。

明朝中叶重臣、文学家、书法家，茶陵诗派

的核心人物李东阳，与新昌回山大园人，时为

都察院签都御史兼顺天府尹的丁川为同年同

僚，相交甚厚。据《题丁御史同年墨竹走笔长

句》诗的描述细节情形可知，李东阳曾游历过

新昌彩烟（今回山）。

明代诗人途经新昌，同样被新昌的优美风

景所吸引，纷纷作诗称颂，如明诗文家王洪，

“步入南明境，溪山望转多。云边驰五马，鸟外

没双驼”（《新昌道中》）。杨旦的《新昌道中》诗：

“岧苕关岭上，极目万山低。”陆深的《嵊县早发

沿涉新昌道中》：“地僻稀闻行客早，日高初见

远山青。”曾官浙江提学副使的明代状元赵宽，

暮色中在《新昌山中晚行》，又有别样的诗意：

“寒山向晚无穷意，衰草疏林落照间。”天台人

陈川则诗笔新颖，记录他行走在《新昌道上风

雨》的形象：“黄茅夹道雨如倾，行李苍茫暮独

行”，其“落汤鸡”形象宛在眼前。瑞丰兆丰年。

僧人圆珂则祝福新昌“玉积新昌几万家”（《秀

峰庵阻雪》）。

明诗人郑善夫诗学杜甫，风格清秀，他的

《新昌县晓行》诗记述深秋时节途经新昌情景。

暝发新昌城中（连夜赶路），晨至桃源赤土（村

名）地界，可见是沿着天姥山方向去天台县，是

当时官道所在，途中所见一群伐木工人，一路

踏歌而行，增添了他的游兴。

明诗文家田汝成盘桓湖山之间，遍访浙江

名胜。诗人谒新昌大佛（《南明寺览佛崖月峡仙

局诸胜及梁时三层宝阁废址》），览天姥美景

（《登天姥山绝顶瞰杭城若盂浙江若带》），晓发

新昌、嵊县赴天台国清寺（《晓发新昌入天台路

寄怀何明府》《晓发嵊县将往天台别林朱二少

府》）。

以诗风清真朗润闻名的明诗文家皇甫汸

作有二首与新昌有关的诗。一是《新昌吕生见

访》诗：“朝探禹穴因怀古，夕泛娥江解辩文。”

二是《寄吕光禄》诗：“闻买山庄天姥连，千峰紫

翠一窗前。”

累官至光禄大夫兼太子太傅的余姚人吕

本，同为浙江人，自然对新昌的情愫不一样，从

其所《赴新昌宿上虞舟中便怀家园》《赴新昌访

大司马沃洲弟曹娥舟中言情二首》《仲春对明

弟自新昌来闻昨有玉兰之赏即投我以诗次韵》

中可见一斑。

毗邻新昌的宁波人范钦，明代著名收藏

家，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的主

人，其至交吕中甫在新昌有亲戚，且常有来往，

他频频作诗《送吕中甫访族新昌》：“问尔何方

去，苍茫天姥西”；《中甫至自新昌》：“裳浮剡溪

色，赋擅禊亭才”。

说到游览新昌，还在新昌留过宿的明代诗

人，首先要数“明代三才子”之一的徐文长徐

渭，他与新昌侠客式人物吕光午兄弟间交谊不

浅，作有《赠吕正宾长篇》，欢送同学吕正宾（即

吕光午）投笔从戎，参加抗倭；嘉靖三十六年

(1557 年)二月，徐渭逢三十七岁生日。时同学

吕光午杀敌屡立战功，归来以日本刀赠徐渭为

寿，徐渭赋诗《正宾以日本刀见赠歌以答之》。

从该诗首句“昨者吕君兄弟留余饮，旬日尽是

陈遵解投辖”来看，徐渭这次被邀到新昌做客，

在流连新昌的十来天中，游历了宝相寺（今大

佛寺）、石城山等新昌名胜，作有《南明篇（为翰

撰诸君）》《对明篇》诗，赞赏新昌山水风光。徐

文长还与时任兵部尚书的新昌人吕光洵、礼部

尚书的新昌人潘晟有交往，文长对吕、潘二人

非常尊敬，推潘晟书法为“江南独步”，潘晟告

老还乡时作《送新昌潘公》诗相赠外，还作《送

潘礼部归新昌诗答》。《徐渭集》中涉及新昌人

与事的诗十三首，文七篇。其中诗七首、文二篇

是为吕光洵从弟吕光升、吕光午而作的。

第二位便是明代戏曲家汤显祖，曾于明万

历二十四年（1596 年）八月至新昌。其诗《未抵

嵊数里阻雨仙岩诘朝留新昌作》《新昌阻雨夜

宴朱明府署中时度四十七》两首，描写了雨天

早晨从嵊县仙岩到嵊城到新昌再到天台的经

过，记述生动，有传世价值。

明诗人到新昌，依然参谒新昌大佛。如杭

淮的《新昌公馆见梅》诗：“石佛山中归卧迟，疏

灯寒蕊恰相宜。”朱国祚的《新昌石佛寺》：“石

佛何年寺，空山丽相存。”

新昌人自古好客，有诗可证。如明诗人赵

禧的《新昌田家留饮诗》和李元昭的《新昌莲峰

吕山人夜携鱼酒过访丘中因有此作》诗。散文

家茅坤，则以散文笔触作有《俞文学自新昌过

访席间赋赠》诗：“有客自于越，翩然过草堂。”

诗史可以互证。明文学家梁有誉与卓尔，

同为嘉靖二十九（1550 年）进士，其所作《寄同

年卓见可时卓宰新昌》诗，记录了卓见可（即卓

尔）任新昌知县的史实。民国《新昌县志》卷十

《人物·循吏》有卓尔小传。明诗人、地理学家张

燮常往来于杭州、绍兴、天台国清寺等地，其所

作《夜入新昌郑明府凌曙见访情礼甚洽报以短

章》，同样具有史料价值。明代诗人区越所作的

《寄甥曾远宰邑新昌》，据其后代区小健校注

《乡贤区西屏集》考证，曾远，即曾惟明，嘉靖戊

子科（1528 年）举人，曾宰邑浙江绍兴市新昌，

另作有《送曾鹤林之新昌》诗。曾鹤林是区越妹

夫，曾远之父。

清诗（含近代诗）

清代诗歌不仅数量巨大，作家众多，流派

纷呈，风格多样，而且题材广泛，几乎涉及了社

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已经走向衰微的古代诗

歌又呈现出“中兴”的局面，其中尤以沈德潜为

代表的格调派、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而这

两位诗坛领袖皆曾莅临新昌游历名胜。

本书收录了清代 31 位诗人所作的四十四

题 61 首“新昌”诗。

位列“清初六家”、在清初文学史上享有盛

名的施闰章，与顺治十三年（1656 年）时任新

昌知县的胡悉宁为同年好友，共游南明山，拜

新昌大佛，留下《寄胡新昌海若时见招游南明

山》《南明山大石佛》二首诗，首开清代诗人写

新昌的先河。

清文学家毛奇龄不仅为新昌人吕不用、俞

志虞、吕升等撰写传略，而且还深入新昌彩烟

（今回山），祭拜杨居这位培养出名宦甄完、杨

信民的老师，写下《奉谒通政杨公林居感赠一

十四韵》。

论诗主“格调”说，提倡“温柔敦厚”之诗教

的著名学者沈德潜，徜徉在《新昌道中》，犹如

“稳坐蓝舆似御风，秋山看遍瘦玲珑。此身自兮

真无事，尽日白云红树中”，是何等地享受。

善指画的清诗人朱伦瀚，以画家独有的手

法，赋《早发新昌》，写途径新昌的情景，犹似一

幅满目秋意、目不暇接的深秋行进图。

同样写晚景，清诗人林纲走在《新昌道

中》，感到“石城山似赤城移，雷鼓阴阴入剡溪。

蓦地野亭银竹里，夕阳红烧万峰西”，剡中的晚

景是如此优美。而“西泠八家”之一的书画家陈

鸿寿，则《新昌道中喜晴》：“正是人间重晚晴，

乱云飞散笋舆轻。”他为好友张之白未能就任

新昌令深感惋惜，发出“闻君来作宰，刚泛剡溪

船。闻字我初罢，开缄各粲然”（《送张之白若采

之官镇番之白初选新昌令旋调》）的叹息。

出入必经天姥山的天台诗人齐召南，累擢

至礼部右侍郎，后骑马跌伤腿致残乞归，在家

著述达二十余年。其作诗以地理学家的手法予

以写实，作有《会墅岭上望沃洲山》《新昌道中·

刘门山/天姥寺》等诗存世。他走在《新昌道

中》，记录下了“刘门道是刘郎宅，风物真疑汉

代余”的史实。诗人游览到此，看到道上风景如

画，如同仙境，自然联想到刘、阮天台山上遇仙

女的故事，从而把整个刘门山当成了刘郎宅。

宁波人闻性道尝与兄性善（字与同）搜集

唐诗人贺知章的遗文轶事及唱酬题咏之词，集

成《贺监纪略》被收入四库全书，著有新昌地方

志书《东岇志略》，他称“此日新昌，依然古邑。”

诗风清新，受人赞誉的秀水派代表诗人王

又曾到过新昌，他从县城《新昌晓发》，登上天

姥山，写下《天姥枣树歌》：“我闻天台山高一万

八千丈，独有天姥之峰与之亚。”

江湜行走在《新昌道中》，赞叹“沃洲山自

好，晴处用岩阿。”郭昆焘行走在《新昌道中》，

感喟新昌的山山相连：“箯舆竟日山中行,后山

如送前山迎。”杭州人翁远业行走在《新昌道

中》，有“石矼危欲动，近郭下蓝舆”的冲动。嵊

县人商宝慈《到新昌县同惠乡雪蕉作》则有“篮

舆危坐稳于马，一路看山到沃洲”的喜悦。

吴尊莱自新昌往天台山，作有《自新昌至

天台行百里许峰交岭接幽翠扑人作诗一首》，

登临天姥寺，作有《天姥寺》诗：“连天天姥下，

古诗昼冥冥。”一派盎然兴趣。山光水色，云雾

濛濛，溪声松风，以白描手法，描绘出一幅诗中

有画的山水长卷名胜图。

“毗陵七子”之一洪亮吉，这位清代文学家

一生好游名山大川，足迹遍及吴、越、楚、黔、

秦、晋、齐、豫等地，所以他的山水诗特多，有不

少佳构。他游历过剡中，且常有往来，有《欲抵

新昌先柬应学博澧一首》《剡溪舟中》等诗为

证。他曾至新昌清凉寺，作有《清凉寺方丈际云

以万年藤杖见赠书此报谢》《送借月僧回清凉

寺（本约同至华顶以雨不果）》，并在《关岭望天

姥峰》：“天姥山连华顶峰，濛濛百里时飞雨。峰

从关岭千回曲，只觉山光异常绿。”

官至兵部尚书的清代诗人茹棻，一首《太

原考棚送思萱四兄还新昌》记录下了新昌县杨

世植参加乾隆五十四年（1789 年）科考的史

料。思萱即杨世植，字思萱，别号彩烟，南乡（今

新昌回山）人，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乡贡，

工诗善文，著有《云津诗钞》《云津文钞》等

（1994 年版《新昌县志》有传）。

土生土长的彩烟（今新昌回山）人陈聚奎

笔下的诗情画意又不同。他咏山：“一牒青山近

复遥，遮风障月立空霄。”（《咏翠屏山》）原题下

注：“在新昌西门外五里礼泉村。”他怀人：“少

年名士花城令，老手诗翁玉局仙。”（《怀前邑侯

涂菊人师（日燿）》）涂菊人即涂日燿，字菊人，

江西新吴(今奉新县)人，嘉庆十八年至二十年

（1813 年-1815 年）任新昌知县。时为少年名

士，在新昌刻有《一樽酒轩诗钞》。他送别：“九

重天上承符玉，万八峰头策马来。”（《遇送别》）

此句后作者原注：“烟山属新昌县与天台界。”

远在贵州、与莫友芝并称“西南巨儒”的晚

清诗人郑珍，曾得新昌人俞汝本的荐举。俞汝

本端谨朴学，久困科场。清道光十四年(1834
年)始中举，十六年（1836 年）成进士，以知县分

发贵州，授镇远县。历任贵定、婺川、天柱知县。

郑珍的《题新昌俞秋农汝本先生书声刀尺图》

作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时郑珍母亡故已

三年。郑珍借为俞汝本题图之机，抒发对母亲

的哀思、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其中母亲对自己

的爱护督促，都写得极为细腻生动，如见其人，

如闻其声，感人肺腑，催人泪下。郑珍长于文字

训诂之学，尤工诗。与郑珍齐名的莫友芝，也作

有一首有关新昌俞秋农汝本的诗《黔西州郭外

东山昔吴兰雪师知州时建阳明祠旋去经十年

丁未新昌俞秋农（汝本）知州以文成公生日率

州人士始举祀事赋四诗纪之寄示索和次韵》。

两首诗展示了新昌人俞秋农在外地为官的风

采。

至清代也一样，诗人写佛诗，依然拉新昌

大佛作比较。如辑浙人诗凡十二册，题曰《国旺

朝风雅》的诸锦，其所作的《隆兴寺大佛长歌》：

“凿山千尺信可诧，新昌吴越崇释迦。”

与明代徐文长一样，既游又住新昌的，清

代就要数“乾隆三大家”之一的随园先生袁枚

了。袁枚与新昌关系密切，他晚年游历浙东名

山，往来新昌，多有题咏，主要有《谢新昌明府

苏公》《新昌道中》《钱忠懿王墓》等。杭州人成

廷辑也曾作《宿新昌郭外晓起作》，发出“道林

此地曾高卧，赤水丹池知几重”的赞许。著名教

育家蔡元培先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

月三十日曾游新昌，他所作的《绍兴府八县诗》，

更是称赞“惟有新昌人物秀”。著名教育家黄炎

培先生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四月初从溪口

去天台，途中在新昌拔茅小住，观风赏俗，写下

《奉化至新昌道中九首》和《新昌》等诗。

诗人们到新昌，游历大佛寺是不必可少的

功课。清诗人杨嗣源的《游新昌南明寺》记述了

这一情形。原新昌中学孙正和老师的恩师施南

池，于 1981 年 5 月，应孙正和之邀游新昌的大

佛寺，作有《新昌大佛寺七绝二首》。曾任中国佛

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先生于 1987年、1989年两

次莅临新昌大佛寺，留有《十月二十二日，新昌

访大佛寺》《随日本天台宗访华团参拜新昌大佛

寺》诗。名画家陆俨少，曾任浙江画院院长，于

1949年游新昌大佛寺，作有《游新昌二首》，赞大

佛：“洞开石壁人工禄，宝相庄严万劫余”。

总之，一首首“新昌”诗，诗韵悠扬，不仅描

绘了新昌的美丽景色，还以史笔记录了历代新

昌人的风采，从而使新昌闻名遐迩，在灿烂的

中华文化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渊本文作者为叶新昌县名入诗选注曳主编冤

县名“新昌”入诗，源远流长

新昌设县之后，是谁率先将“新昌”县名写入诗中的呢？据已知材料显示，是宋诗的开山祖师，北宋诗

人梅尧臣，他于庆历二年（1042年）在湖州任盐税时，朋友余令到会稽新昌，他赋《余令之会稽新昌》诗相

送。新昌自908年建县，经过134年之后，“新昌”这个县名，终于首次写入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