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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de Mountains and Cinnabar Pools: The History of Travel 

Literature in Imperial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8, 280 pages.  

ISBN 9780295744476 

本書作者何瞻（James M. Hargett）教授為研究中國古典旅行文學的漢

學名家。他於 1989 年出版的 On the Road in Twelfth Century China: The 

Travel Diaries of Fan Chengda (1126-1193)已指出一日遊記（daytrip 

essays）、出使行記、水路日記三足鼎立為宋代旅行文學的重要特質，這番

討論建立了我腦海中宋代旅行書寫的重要輪廓，也啓發了我對於長程旅行

及其書寫的關切。
1 
之後，何瞻陸續完成《吳船錄》、《桂海虞衡志》、《梅

譜》等范成大著作英譯本，
2 
並以范著的旅行日記為核心材料，出版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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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mes M. Hargett, On the Road in Twelfth Century China: The Travel Diaries of Fan  

Chengda (1126-1193)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89). 

2   James M. Hargett, Riding the River Home: A Complete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Fan  

Chengda’s (1126-1193) Diary of a Boat Trip to Wu (Wuchuan lu) (Hong Kong: Chinese  



320  漢學研究第 38 卷第 4 期 

 

部「峨嵋山」文化史的專著。
3 
亦發表了關於蘇軾、徐霞客旅行寫作的討

論。基於如此長年積累又豐碩的成果，何瞻以其對中國古典文學中旅行作

品的研究心得，撰成 Jade Mountains and Cinnabar Pools: The History of1   

Travel Literature in Imperial China 一書。這是西文學界首部中國古典旅行

文學通史之作，以西方中國文學領域的師生為主要讀者。主標題“Jade 

Mountains and Cinnabar Pools”出自元代李孝光〈大龍湫記〉所描述的山水

景色：「緣南『山』趾，稍北，回視如樹『圭』」與「水落『潭』上窪石，

石被激射，反紅如『丹』砂」兩句。
4
 

全書依時序安排，起於六朝，論至晚明，除序、導論、跋，分為 

五章。何瞻於〈序〉中談到了他起念構思之時的斟酌與抉擇：兼及文體 

與時代—追索 4 世紀到 17 世紀晚期「散文」旅行書寫的發展；既聚焦

於經典作家，亦深入歷史文化脈絡了解作品、作者與時代三者的互動； 

即以「旅行文學」（travel literature）為獨立的文學樣式，觀察其於時代間

的發展。（頁 x） 

回溯「中國旅行文學」的學術發展後，何瞻認為基本上傳統中國並未

有一個穩定具共識名為「遊記」（travel literature）的寫作類別，但也因此

可見中國古典遊記的多樣性、開放性，以及顯而易見的延續性。本書細緻

轉譯、解析文本，以具彈性的態度尋找遊記文本的原型（prototype）。為

了方便讀者掌握其中涵蓋的大量資料與時間跨度，何瞻特別先點出他所提

煉的四個視角，以見其論遊記為文體的類別性：一、旅行文學具有延續性，

                                                                          

University Press, 2008); Treatises of the Supervisor and Guardian of the Cinnamon Sea:  

The Natural World and Material Culture of 12th Century South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0); “Fan Chengda’s (1126-1193) Meipu: A Twelfth Century  

Treatise on Mei-Flowers,” Monumenta Serica 58.1(2010.3): 109-152. 
3   James M. Hargett, Stairway to Heaven: A Journey to the Summit of Mount Emei (Albany:  

SUNY Press, 2006). 
4   元．李孝光，《李孝光集校注》（上海：上海社會科技院出版社，2005），卷 1〈大龍 

湫記〉，頁 20-21。見本書頁 127-128〈大龍湫記〉譯文。大龍湫位於浙江雁蕩山， 
至今仍為雁蕩山名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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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清代發生了變化，故本書以晚明為下限；
5 
二、因「作者—讀者」間、

「文學—文化」間的交互作用，此一發展過程應作動態處理；三、文體 

之得以成形，緣於前後時代作品間既各有其個性又彼此相關聯；四、文 

本作者描説空間（space）、地方（place）展現的視覺性乃至五感性，既表 

現了旅行的移動感，也讓讀者（我們）認識了作者的價值觀、世界觀。 

（〈導論〉頁 15-17） 

正文五章依循六朝、唐、宋、金元至明中期、晚明為序，挑選具代表

性或發展意義的作品析論，綴連出跨越 1500 年的中國旅行文學史。第 
一章〈先驅：六朝〉，何瞻視此時為遊記（旅行文學）6 真正問世前的先

遊記時期，雖然文體尚未形成，旅行文學的要素卻已可在其他文體作品 

中窺見。貫通於賦、書信、序、記等不同文體之間的，是景物（landscape）

描寫的越來越細緻，顯現出一種欣賞風景的新美學意識。它如書寫趨向 

散文化；使用豐富的動詞表現物理空間序列性的移動；明確地表明情景 

的（旅行）脈絡、地理環境；甚至引用典籍，皆為遊記的關鍵要素。其中，

慧遠〈廬山諸道人游石門詩序〉描述了一趟真實旅行的諸般細節如旅伴、

時間與旅行緣由，是最早符合「遊記」定義的文本。另外，日後長程水路

遊記的書寫樣態則繼承自《水經注》。就何瞻看來，〈廬山諸道人游石門 

詩序〉可説是遊記此一文類的原型（prototype），其他作品則可視為「元 

遊記」（proto-youji），它們所持有的遊記元素都將為往後的「原型」作者

們所吸納。 

第二章〈承先啓後：唐〉首先指出旅行文學在唐代的兩步重要進展：

一、「記」成為獨立的散文文體。其次、元結和柳宗元將「記」推展為書 

寫地方的新型態。（頁 58）柳宗元在「記」轉型成散文形式的發展過程中

尤為重要，他熱衷遊覽，且文中明確描寫「遊覽」（sightseeing）的情境，

並兼及寫景與抒情，創造了中國旅行文學的基本原型（ essential 

                                                                          

5   何瞻於此説明，清代以後由於帝國擴張以及晚清局勢，使得旅行寫作的對象轉移至邊 
境與域外等非傳統之地。（頁 15） 

6   基本上書中將 youji 與 travel literary 並稱，因此本文亦如此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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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type），成為宋以降遊記的典範。何瞻藉宋初官方主導編輯的《文苑

英華》鳥瞰唐代的寫作，玄奘、李白、元結、柳宗元及李翱的作品則是本

章分析的對象。為討論元結與柳宗元，何瞻將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討論柳宗元時所用的「三層結構」調整闡釋為「序言」（介紹客觀環境、

條件）、「細節」（描述景物）、「作者回應」（表述個人感受或關切）、「結語」 

（往往是解釋當地的命名由來）的「四層結構」。這「四層結構」成為本書

此後一再使用的分析工具，元結的作品則因此成為具有社會性質的風景散

文。本章的討論結束於中國首部旅行日記—李翱《來南錄》。以日繫事

這種呈現長程行旅方便且有效率的方式，亦為宋代書寫者們所繼承。 

第三章進入宋代，以「成熟」為標題。本章首先梳理唐宋變革與宋 

代旅行活動得以盛行的關聯。科舉社會促成了更頻繁的「宦遊」，而由此

產生的作品則成為宋代旅行文學史的主體。何瞻承襲過往的看法：以短程

休閒遊記（sightseeing accounts）、水路日記（river diaries）、出使行記 

（embassy accounts）三項為宋代旅行文學的重大成果。
7 
隨後分而論之。

短程休閒遊記方面，選擇張岷、晁補之、蘇軾為討論對象。在這三位的 

作品中，遊覽成了社交性的活動，既有帶著熱情的訪古，也有難忘的山 

行恐怖經驗、或是以輕鬆的語調詠嘆當下時光。陸游和范成大的水路日 

記則是南宋旅行文學的代表。日記以日繫事可綴連起多個場景，也特別 

適合展現長程旅行的旅行感。且陸、范二人常將關注置於具文、史意義的

遺跡（historical-literary heritage sites），並由此論及關聯的前人之作。 

這種含括地理、歷史、文學多層次的旅行書寫，讓臥遊的讀者宛如親歷 

般地分享旅行經驗。宋帝國與北境鄰國外交往來的出使行記主要是藉 

范成大《攬轡錄》和樓鑰《北行日錄》展開論述。儘管充滿了各種敵國情

報式的訊息，卻是流散至南方的士大夫們（diasporic literati）對於金人治

下華北僅有的親身見聞記錄。若與出使行程中的詩作對讀，則更生動且 

飽含情緒。但必須留意這些出使行記其實帶著中國傳統史學的眼光，以 

                                                                          

7   1989 年 On the Road in Twelfth Century China 的一日遊記於本書調整為短程休閒遊 
記，但指涉對象基本一致。 



吳雅婷∕評 James M. Hargett, Jade Mountains and Cinnabar Pools 323 

 
 

異族的不義為前提。因此宋代遊記可説是在風景見聞的記述中洋溢著 

「作者投射」（author reaction）的旅行文學。本章末，何瞻亦特別對社會經

濟史層面的旅遊史議題有所回應。他認為：現代概念的「旅遊產業」並未

為宋人所意識。宋代行旅所需的物質條件，仍然是為了讓官僚體系順暢運

作而由國家體制所提供。所謂的「旅遊產業」要到晚明才出現。 

第四章，何瞻以「轉變與革新」説明金元到明中葉這段時期。宋、 

元之際的政治社會雖然產生了劇變，但漢人和非漢人作家皆持續書寫著 

旅行。在元好問、耶律楚材……等人筆下能看到延襲前代作品的元素。 

不過，此時遊記的篇幅與細節都超過之前，內容則偏離旅行脈絡，闡述 

著自身相關的事態情狀。長篇幅成為明代短程休閒遊記的氣象之一，且 

更著重文史遺蹟和地理環境的考察，風景欣賞退居至第二線。個別作者 

集結所寫遊記出版專輯且圖文並具（album youji），則是明中期值得注目 

的新寫作樣式。且樣態更多樣化。與此同時，地方總志、山志、單篇遊 

記、名山記、路程書也多了。繁榮的寫作出版活動背後隱含著旅行活動 

（特別是遊覽）的增加與興趣的提升，既有為遊人提供旅行所需資訊的 

實用功能，也存在著一定的市場。何瞻在藝術史相關討論的基礎上，進 

一步闡論圖像的出現與角色：遊記作者們既已完成以詞語將山、水、 

石、樹等地景視覺化的努力，進而轉以更豐富的語彙及視覺細節描述旅 

行中冒險的過程，那麼再加上插圖也就不意外了。 

本書最後一章討論以「旅行書寫的黃金時代」名之的晚明。何瞻 

認為一般以袁宏道、徐弘祖二人來理解晚明旅行文學的論述過於簡化。 

遂重新調整以「休閒旅遊」（recreational-sightseeing youji）、「學術評註」

／「學人遊記」（scholarly-commentar ial  youji）、
8  
「地理調查」 

（geographical-investigative youji）三類遊記為認識晚明旅行文學的基礎。

但他也聲明，並非所有此時的旅行文學文本皆能完美地嵌合進此分類。同

                                                                          

8   “Scholarly-commentarial youji”一節開始，何瞻以拼音標示“scholarly-commentarial  

youji”為「學人遊記」。這個用詞當是取自梅新林、俞樟華合著的《中國遊記文學史》， 

第 10 章〈清代遊記文學的新舊轉型〉，第 2 節「『學人遊記』創作的崛起」（上海： 
學林出版社，2004），頁 33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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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他也注意到此時旅行文學豐碩的成果實與明帝國治下一連串的社會、經

濟、學術發展關聯密切。經濟、交通的提升使得社會較此前任何時代更具

流動性，也促進了觀光活動的精緻化（高價化）和商業化。難以計數的遊

記因此出現，且又回頭刺激讀者們旅遊的意願。結果產生了眾多的遊記選

輯（youji anthology）。 

「休閒旅遊遊記」的討論集中於張岱和袁宏道。這類短小精練的遊 

記不太敘述實際旅行（艱難）的過程，而是聚焦於自身與風景中的某些重

點，甚至帶著些自嘲的幽默，體現出旅遊已成為士大夫自我教養 

（self-cultivation）與自我展現（self-representation）的途徑。而透過曹學佺

的〈遊武夷記〉，何瞻論述「學人遊記」的寫作乃是基於閱讀所得之豐厚

知識，旅行本身則是文獻與實地的對照考察，亦是晚明文人自我認同 

（self-identity）和自我表達（self-expression）的另一種表現。延續至清代，

這類遊記的「考證」風格更為顯著，黃宗羲、王夫之即為其例。第三類「地

理調查遊記」的討論主要落在徐弘祖的《徐霞客遊記》以及王士性。兩位

的行跡皆遍及名山勝景，所寫遊記除了描寫景觀，還都將重點放在敘述旅

程，強調旅行的身體經驗。王士性基於實地考察的人文地理寫作，著眼於

地理結構如何影響人們與社會各種機制，如習俗、宗教、方言的關係。這

種新取向，不同於作為儒家式行政管理工具的傳統方志，且同樣可見於徐

弘祖筆下。在討論《徐霞客遊記時》時，何瞻認為，除了「實地科學調查」

精確的成果、精彩的寫作技巧，值得注意的還有徐弘祖的旅行及書寫乃有

意為之，為的是建立新知識，並傳之後世。本章結語處，扼要點出傳統中

國 旅 行 文 學 於 清 代 延 續 的 系 譜 ， 學 人 遊 記 的 推 展 最 是 明 

顯，晚清知識份子的旅行書寫甚至擴及讀者們一無所知的海外異國。 

最後，何瞻在〈跋〉中為傳統中國旅行文學歸納出幾項特質。一是 

「遊記」的「記」已從原來《史記》之「記」記要事（notable events）的

本質擴充至具移動力的時代與物質世界互動的經驗，故中國旅行文學的 

基礎乃是直接的、真實的體驗。而其中兩個潛在意識的向度，則是以柳 

宗元、張岱為代表的「以我觀物」；以及范成大、徐弘祖為代表的「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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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我」。旅行書寫樣式則是多樣的，既有高度文學性的，亦有報導性的， 

又或是核實前人知識的，也有新樣態的科學調查式遊記。而筆尖流洩出 

作者們對於所處世界獨特的感受力，使得遊記具有歷史人物自述自身觀 

點的第一手價值。再者，遊記也是公眾獲取或傳播地方知識的載體。中國

旅行文學因此而具有兩面性：既為不願或無法出門的臥遊者提供記述， 

也刺激人們走出書房接觸並了解真實的世界。 

本書論述的時段跨幅長達一千五百年；結構龐大，涉及諸多文體。 

何瞻對於自己要完成的是一部「通史」甚有意識。這充分體現在〈序〉 

和〈導論〉提綱挈領的論述中。其中蘊含的考慮思量、思維概念、方法 

視野，以及對研究對象內涵的討論，體現了這部中國旅行文學史做為一 

部長時段中國專題文學史的視野、眼光與關切；不僅對於處理文學史、 

面對旅行書寫文本有所裨益，也促使我們反思「材料」在各種問題脈絡 

中的處置方式與其在長時段中的意義。而其構成主要是由文本的內在理 

路焠煉而成。作者們的字詞使用（例如移動動詞的豐富）、文章結構（如 

是否合乎「四層結構」）、書寫內容（風景描寫、歷史考證、作者回應……

等）、體例樣式（散文化的趨勢、日記體），都一再被察證、討論，組成 

了何瞻提供的旅行文學史風景。 

本書建立論述時亦相當留意既有的成果，除了篇章中適時回顧和 

引用，導論中也特別聲明，本書之有別於前人者，在於「作者如何運用語

言以達到所期待的效果或表達特定的關注」。（頁 11）這一點，正表現在

書中對於語彙、語法的細膩分析；而在選擇入「史」的作品大多與他作重

疊的情況下（這部分或許可視為文學史／評論家們的共識），仍可見幾乎

在每一個時代皆有新的選擇，如：北宋的張岷〈游玉華山記〉、晁補之〈新

城游北山記〉；明代的都穆《遊名山記》、王履《華山圖冊》。 

何瞻建構中國旅行文學史，是以個別作者的書寫文本為中心，再將 

文本透析過後所呈現的作者筆觸與作者個人的心聲綴連而成。對於「文 

體」於文學發展中所處位置的分析與洞見一直是何瞻研究最精彩的部分，

「文體」亦是本書立論的基礎之一。釐清「遊記」做為一種獨立文類（gen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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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逐步形成並且多樣化，是貫通本書的一條軸線。除了尋找遊記文本 

的原型，也留意作家們所使用的文體如何散文化，如何逐漸在對象、結構

上穩定，再發展出多元的出版樣式。文學史向來少被討論到的合集、選 

輯、圖冊等，因此納入了視野。然而，旅行書寫既基於「旅行」，若從 

「旅行」這個行為出發，回到歷史情境中，則對於我這樣以旅行書寫文本

處理歷史的人來説，便會浮現兩個沉吟再三的問題。一是該如何以如此 

由經典、佳作連綴而成的風貌理解歷史情境中的「旅行」整體樣貌；一是

諸多相異的情境與指涉該如何統攝於「旅行文學／遊記」此一領域之下。

換言之，在理解文學史的努力與前提下，旅行文學史與旅行／移動史的 

理解將如何接軌？ 

最後，我想提兩處稍覺薄弱但不影響結構強度的地方。一是宋代「出

使行記」，若納入外交使節制度的考慮，當能夠呈現出更豐富的書寫 

情境。二是晚明「學人遊記」，一開始便將曹學佺和錢謙益並列，然而 

進入文本時卻未舉出和分析錢謙益任何作品，應該是整部書唯一被列為 

一時代類型遊記重要作者卻沒有實例者。 

誠如何瞻所望，本書既向讀者介紹了跨越一千五百年的中國旅行文

學，也勾勒出中國遊記從無至有，然後開放發展的動態過程。文末則以滿

足臥遊者與刺激出遊，點明中國旅行文學的一體兩面。做為一個從事史學

工作的讀者，我受益於經緯宏闊的視野，細緻的文本分析，閱讀之後也不

住自問，支撐旅人與他們的筆，甚至在他們之間的，又是一張怎麼樣極具

彈力的社會文化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