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師範大學大學歷史系教授林正秋為杭州乃至浙江地方史學與經濟建設做了許多
工作，把自己研究的學科與現代建設聯繫起來，並使之成為從事社會公眾服務的工具，
而受到各界的關注。他究竟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為此，我們訪問了林正秋教授。
他說，我的第一篇論文《南宋杭州的城市經濟》（1978）發表在杭州大學學報上，一直
到今天，在漫長的 30 多年執教與寫作生涯中，我已經撰寫了 10 餘部專著，130 多篇論
文，培養了成千萬個學生。
   大致上來說，除了教學以外，學術成果可分為四大部分，一是對於地方史的研究；
二是對南宋都城的研究；三是對旅遊文化的研究；四是以史學研究成果為基礎，進而為
現代建設服務。
青少年時代
   1936 年仲秋，林正秋出生在浙江溫州花柳塘一個小店員的家庭，他的長輩給他取名
“正秋”初衷，或許，正是表達了這樣的意思。
   他說，我父親叫林錫華，1913 年出生，八歲開始，父親讀了五、六年私塾，後到譚
德華檸麻店當學徒，又到龐源順檸麻店打工。
   一九五零年，檸麻店歇業，父親失業在家，從五一年到五八年，父親靠做水產流動
小販謀生，生活相當艱辛。
    小時，我就讀于溫州第六小學（今城南小學），初中畢業後，考入溫州師範專科學
校。師範生的去向多是小學教師。在畢業那年，適逢周總理提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
初級師範畢業生竟然被允許報考師範大學。我自小喜歡歷史，在“溫師”讀書時，就被
推舉為班級的歷史課代表，順其自然，報考大學時，“歷史學”成了我的第一志願。
1956 年，我考上了杭州大學歷史系。正當他準備上大學之時，家中卻發生了一件意外
的事，父親失業在家。全家七個孩子中我當大，有分擔養家糊口之責。長輩希望我能如
同溫師同學一樣，畢業後當小學教師，掙錢養家幫助弟妹。
   幸好，有位鄰居碰巧遇到父親，說道：“在我們這個大雜院裡，好不容易才出了個
大學生，你怎麼能將他叫回來呢？從前人家討飯也供兒讀書考狀元，你總不至於到討飯
吧。再說只要考上了大學，生活費、學雜費國家全包了，你擔心什麼？”他的一席話，
令父親醒悟：家裡再艱難，不能苦了孩子，自己熬熬省省，也不能讓孩子受委屈，終於
讓他繼續求學。
    林老師的大學夢，來之不易，所以學校時特別優秀，各門功課均名列前茅。大二時，
我對浙江鄉土歷史產生了興趣，寫了篇短文《越王勾踐與奮發圖強》，刊載在歷史系刊
物《歷史學習》上。雖沒有稿費，編輯部給的獎勵只是本小冊子《中國科技發明與科技
人物論集》。不過，此舉對我來說，已經是一個不小的鼓勵了，以至於一直到今天，這
本小冊子依然珍藏在他的書櫥中。
   1960 年大學畢業後，留校在歷史系當助教，那時政治運動不斷，所學的專業也被組
織“調整”，改去進修俄語；學成後，安排在歷史系教俄文。
“師院附中”當教師（文革逃過一劫）
   上世紀的六十年代初期，寶石路幹部子弟小學升格為杭州第十四初級中學，其實，
只是一所小學“戴帽”初中班，師資力量非常薄弱。
    未久，“十三初”更名為杭師院附中（今學軍中學），上級為了加強附中師資力量，
由師院正式接管，從歷史系抽調了幾名青年教師去充實，我（林正秋）名列其中。說到
將近 18 年的中學教師生涯，林老師感觸良多，不無感慨地說道：“那時，每週的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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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達 16 節，哪有時間去從事歷史學研究？不過，我倒是有個辦法，我與排課的領導商
量，將課時集中在幾天內上掉，每週留下一至二天‘泡’圖書館。”
    說著，話題不由自主地談到了文革時期的遭遇。
   他說道：“文革前，我翻譯過一本俄語書，名叫《莫爾和他的烏托邦》，講的是一
群年青人在孤島上建立了一個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國家，以及他們遭遇到的種種經歷。
有一次，學校工宣隊長就將我找去談話了。”
    工宣隊長說：“你說的‘理想社會主義’在一個島上，這不是暗指臺灣嗎？”
    我說：“烏托邦社會在一個島上，與臺灣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從小在党的培育下長
大，怎麼會同情國民黨？”
   工宣隊長見辯不過林老師，又說：“你不是同情國民黨，至少也是執行劉、鄧司令
部修正主義路線的人。”
    我說：“我從小只知道聽黨的話，不知道黨內有二個司令部。”
    工宣隊長被他說得啞口無言，只得說：“不來跟你們這些修正主義分子談了。”不
過，工宣隊政委倒是個好人，他對我說：“別去理那個人，專門扣帽子，嚇唬別人。”
聽了他的話，我才如釋重負：“文革時，總算逃到一劫。”
初露頭角
   1976 年，林正秋寫了篇《古代杭州》的論文，肯定了南宋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
對於南宋軍民抗金、抗元鬥爭，提出了正面觀點。稿子完成後，自己也感到，此文在理
念上仍難於把握，於是，便將初稿呈交給杭州大學歷史系的徐規教授過目。
    徐教授審閱了稿子後，不僅在文字上作了潤色，還鼓勵地說：“這篇論文內容不錯，
有新意、有價值。”未久，此文《杭州大學學報》上刊載，反響不錯，地理系主任嚴德
一教授在一次會議上，對大家說：“這是一篇研究城市經濟的好文章，對於這類論文，
應當多多加以鼓勵。”還委託徐教授轉達了對作者敬意。編輯委員會主任王駕吾教授對
文中的獨到見解饒有興趣。一次會上，向徐規教授打聽，說道：“你知不知道林正秋是
誰？”徐規向他推薦了林正秋。
調回杭師院歷史系
   1980 年初，杭師院有意將林正秋調回歷史系，可形勢卻變了，“師院附中”已更名
為杭州學軍中學了，直屬市教育局領導。
    學校歸屬脫離了師院，如果想再調人，就不那麼容易了。恰巧，正值省科學院重組，
將“自然科學院”與“社會科學院”分開。
    林老師說：我見到報上社科院招聘啟事後，馬上就去報名。
    到了社科院，負責招聘領導第一句話就問：有介紹信嗎？
    我說：沒有，不過，我來試試水，如你們要，我回去打介紹信。
    到學校開介紹信時，領導果然不放人。不過，那位社科院的領導仍對他說：你只管
來吧，如果他們真的不肯放，我們也要你。此時，杭師院頻頻向林正秋拋出橄欖枝了，
也釋出調他調到師院的意向。那麼，究竟到杭師院呢？還是去社科院？
    在舉棋不定之際，我找到了導師徐規、毛昭晰。
    他們替林老師出主意，說道：我看你這個人像書蟲，在社科院裡，不定什麼時候搞
‘四清’啊、‘整風’之類的事，還不如去師院，安安呆呆教書好。
    在他們的建議下，林老師拿定主意：回師範學院教書。他與學軍中學領導講了，領
導也清楚，“留人”是留不住了，便提出條件，杭師院必須分配二名應屆生來交換。
學期結束時，師院果然如約，在應屆畢業生中選派了二名優秀學生到學軍中學任教，總
算將林老師調了回來。
   進入杭師院歷史系時，適逢國家改革開放之初，經濟建設突飛猛進，成就了他學術
上的豐產期。
    多年來，在學校的教學任務之餘，筆耕不輟，連續不斷地寫出了《杭州史話》、《南
宋故都杭州》、《南宋都城臨安》、《浙江旅遊文化大全》、《宋代菜點概述》、《浙
江經濟文化史研究》、《南宋皇城風情與典故》、《中國地方誌名家傳》、《中國旅遊
與民俗文化》、《古刹靈隱》、《西溪的歷史與文化》、《南宋都城研究》以及《杭州



道教史稿》等一系列著述。
冷饅頭、熱開水、開特照
   1980 年秋，正式調進杭師院歷史系後，林老師向系領導提出了一個請求，開設地方
史課程。
    我問林老師：學校裡沒有這門課，你怎麼會有這個念頭？
   他說：在歷史系中開設《地方史教程》，此想法由來已久，一是基於個人的鑽研與
愛好，另一個原因，則是‘地方史’是個冷門，如果是中國史，或者，世界史，作為地
方院校的‘杭師院’，那有條件與北京大學、復旦大學這些全國知名學府拚高低？惟有
地方史，杭州資料多，一個不可多得的強項；
    另一個考慮是，杭州作為六大古都之一，對於故都文化研究，在全國起到領先作用。
他又說：這個主張提出來後，師院領導相當支持，成立了‘浙江地方史研究室’，在歷
史系內開設了‘地方史’課程，安排我擔任地方史研究所所長，主講本省地方史。
   自此以後，林正秋有了機會，全神貫注地投入到自己所鍾愛的地方史學當中去，潛
心地研究起杭州的歷史了。
   當時這門課是新設的，尚屬前無古人的狀態，因而，在教學上並沒有現成教材可以
利用。於是，便四處尋找，收集了大量的地方史資料。這些資料的積累，使他對宋史的
研究工作又上了一個層次。
   當我們談到當時情形時，說道：那時，我常常一個人整天呆在浙江圖書館孤山古籍
部內，做了許多筆記，寫了成千上萬個條目。
   按制度，讀者在圖書館看書，對於借閱珍貴的古籍資料，中午必須交回，下午開館
再續借。孤山圖書館周圍沒有廉價食堂，中午必須趕到杭州大學，回家吃飯，會浪費許
多時間。管理員見林老師來回跑，很辛苦，同情地說：要麼這樣好了，中午閉館時，你
借的書就不用還了，我們給你泡瓶熱水，你帶點乾糧來，在館中吃飯吧。
   上世紀八十年代，工資不高，林老師只是一名講師，常常自己帶上二個饅頭，用熱
開水泡壺茶，簡單地解決了午飯。
    林老師說，沒有什麼課題費，一切費用全要自掏腰包。
   古籍部的複印是要收費的，每頁二元。對於一名青年教師，也是一項不小的負擔。
一般的情況，多是自己手抄，實在不得已才去複印。
   後來，管理員見他複印數量較多，又是自費，起了惻隱之心，說道：我們開個特例
照顧你，每頁只收一元。
   時間就這樣泡在故紙堆裡悄然地消逝了，林老師終於整理出一套系統的浙江地方史
講義，供學生、教師研究與教學之用。
出席武漢地方誌編撰大會
   1981 年仲夏，中央在武漢召開第一屆“中國地方誌編撰大會”，由曾生主持，大會
點名，杭州指派林正秋出席。
    此時，林老師正在批閱高考試卷。如果坐火車趕去，肯定趕不及了。大會電報過來，
立即乘飛機出發。
    林正秋買了張機票，當天飛赴武漢。
   未料，回到學校報銷機票成了問題，根據財務制度規定，只有副教授以上職稱的教
師才有權坐飛機，而林老師只是名講師，財務科依例不予報銷。
    會計說：其他住宿、會議費均可以報，只有機票，你必須自理。
   百般無奈之下，林老師只得找到了校長，校長思想倒很開通，說道：大會指定林老
師出席，這是杭大的光榮，怎麼能不給報銷呢？
    當即，特例簽字，給予批准報銷。
南宋，成為杭州人最驕傲的歷史篇章
   改革開放最初的那幾年，杭州人對於家鄉的淵源產生了興趣，湊巧的是，1983 年冬
季，《杭州日報》烏鵬廷編輯邀請林正秋為該報“南宋故都”欄目撰文，此舉與林老師
的想法不謀而合。
    他接受這個任務後，一氣寫了 40 多篇短文，在杭州日報上逐周刊載，《南宋定都
杭州始末》、《鳳凰山東麓的皇宮》、《望仙橋東的德壽宮》、《六部橋與中央官署》



   

一篇接著一篇。這些文章從不同的角度介紹了南宋時期杭州的宮殿建築、朝廷政治、商
業經濟、文化娛樂，以及歲節風俗等等，充分肯定了南宋定都臨安，對於杭州城市發展
的促進作用。這是林正秋第一次為報刊寫專欄，也許對他後來南宋的研究是一次鼓勵。
他的文章不僅通俗、流暢、易懂，而且，具有豐富的城市歷史文化知識，獲得了眾多讀
者好評，也成了市民們飯後茶餘的閒談資料。
    有位讀者撰文《喜讀富有特色的“南宋故都”》寫道：“這組文章寫得好，富有特
色”。他的系列文章受到各方關注，也令南宋時期成為杭州歷史文脈中最值得驕傲的那
一頁而深入人心。
讀在心裡吃在嘴裡
   1984 年，杭州的幾家酒店，諸如，夢梁樓、八卦樓等開始研創仿宋菜肴，餐館經理
徐榮海、廚師葉杭生登門拜訪，他們向林先生請教關於宋菜的製作方法，以及它的文化
內涵，如何才能做出地道的南宋菜。林老師不僅詳盡地介紹了南宋時期的餐飲特色、製
作方法，以及它的文化背景，耐心地回答了他們提出的各種問題。最後他特地從書架上
拿出自己在《中國烹飪》上寫的“南宋臨安府飲食”一文，提供給他們參考。
    他寫的文章為杭州餐飲業挖掘南宋飲食文化提供了最初的依據。
   林正秋在閱讀了大量的資料後發現，南宋時期，由於大批黃河流域的人民因戰亂而
流落到臨安，他們的飲食習慣與杭州居民不盡相同，因而，當時臨安的烹調以麵食為主，
時稱“南料北烹”，爾後，才逐漸發展到“南料南烹”。
    他與樓外樓、夢梁樓等餐館一起研製仿宋菜肴多達 30 餘款。
   爾後，樓外樓餐館的“仿乾隆船菜”，也是林老師與廚師共同開發研製的。乾隆南
巡到了杭州，林老師與廚師一起創制了龍鳳呈祥、五子登科、脯雪黃魚、八寶鴨羹、一
品豆腐、西湖蓴菜羹、芸豆太極糕等乾隆南巡時吃的菜肴點心多達二十餘種。
   這些菜在湖上的遊船供應，深受中外賓客的喜愛。貴賓們乘坐在龍舟上，一邊觀賞
風光秀麗的西湖景色，一邊品嘗清代“西湖禦宴”，此舉一直延續至今，幾乎成了遊覽
湖上的極品之旅了。
   為了考證乾隆是否吃過番薯，林正秋特地翻閱了清宮皇帝起居檔案，從中終於找到
了乾隆吃番薯的記錄，他用各種論據證明，番薯是明代從東南亞引進福建的；清初才傳
到北京；乾隆時，番薯仍然是一種西洋傳來的時鮮貨。
   1985 年，中國國際宋史研討會在杭州舉行，十多個國家的八十多位宋史專家齊聚杭
州，在林先生的引薦下，他們一同來到八卦樓餐館品味南宋風味。在餐館裡，大家一邊
品嘗風味獨特的南宋菜肴，我一邊向眾多宋史專家介紹了南宋菜的特色與典故。
   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鄧廣銘教授在品嘗了宋菜後，大喜過望，當場賦詩一首，曰：
我讀南宋史，不知南宋味；今晚八卦樓，方知宋菜美。
   由於宋菜得到專家好評，也引起了各方的關注，《人民日報》、《經濟參考報》、
《文匯報》、《光明日報》、《浙江日報》以及中央電視臺、浙江電視臺等紛紛作了報
導，由於媒體的傳播，不僅引起了市民以及遊客的興趣，也驚動了日本、新加坡、美國
等餐飲業的朋友，他們紛紛組團來杭觀摩品嘗。林先生不僅為杭菜的文化內涵挖掘做了
貢獻，也為杭菜的創新，提高杭菜的聲譽做了努力，為杭州的旅遊業開發及拓展盡了他
的一份力量。
參與創辦浙江首屆旅遊文化專業
   1995 年，杭州師範學院創辦浙江省首個旅遊文化專業，林老師被安排擔任了旅遊教
研室的首個主任，並承擔《中國旅遊文化》與《浙江旅遊文化》二門基礎課的教學任務。
同時，他還為北京語言學院、南開大學、復旦大學等多所高等院校的留學生、進修生開
設了中國文化課程，不僅傳播中國的旅遊文化，而且為旅遊事業的發展培養了大批中外
優秀人才。
    領導作這種安排，對於正秋來說，可謂正中下懷，因為他可以在歷史教學的基礎上，
對於旅遊文化，以及浙江地方史的研究上更上一層樓。
擔任浙江省導遊資格證考評委員
   上世紀九十年代，針對旅遊市場導遊的混亂現象，省旅遊局決定對導遊實行上崗資
格證書的考試，由於林正秋在省內旅遊業卓有聲望，順理成章地擔任導遊資格考評委員



會委員。
    這樣的工作安排，林老師有了更多機會接觸到杭州旅遊業各式各樣的從業人員，使
他對於西湖旅遊業有了更全面的瞭解，也使他長久以來沉澱於心中的抱負，即，將歷史
知識應用于現實社會服務，提供了又一次機會。他想，美麗的西湖山水，只有與它悠久
而又迷人的文化歷史相融合，比翼雙飛，才會展現出更大的魅力，才能吸引到更多的遊
客到杭州來旅遊。動人的西湖故事與美麗的典故，它的文脈傳承，融會貫通，才能令西
湖旅遊如虎添翼，才能使西湖旅遊業更上一個臺階，其經濟含量則是難於估算的。
為杭州的旅遊文化獻劃策
   1994 年冬，黃巧靈（杭州宋城公園的創辦人）從海南跑到杭州，有意在杭州搞一個
《清明上河圖》公園。時任省人大副主任毛昭晰便將林正秋推薦給了黃巧靈。
    黃巧靈問林老師：“教課書上說的，南宋‘偏安杭州’，是個投降派典型，宣揚投
降主義的南宋文化，我們在杭州做個南宋公園，能行嗎？”林正秋詳細介紹了南宋時杭
州的政經文化各個方面。
    由於毛教授的介紹，黃巧靈的誠懇態度，還有林正秋多年來渴望將歷史知識用於社
會服務的理念，兩人一拍即合。他想，難道這不是一次將自己的歷史知識與實踐相結合
的良機嗎？便一口答應了下來，協助宋城景區的開發。
   1995 年，杭州的旅遊業進入了轉折時期，林正秋應黃巧靈邀請，擔任景區顧問以及
宋城文化研究所所長，開始了為宋城景區創立出謀劃策。
在電臺系列上播講南宋文化
   宋城景區開放後，遊客如潮，令市民與遊客對於鄉土文化產生了濃厚興趣，浙江電
臺舉辦了一個“宋城與宋文化”系列講座。
    在電臺節目中，林正秋在這個系列講座中擔任了主持人，每週一次，每次三十分鐘，
一連播講了三十多次。
   廣播的前半段由林老師在電臺上講，後半段則由聽眾打電話提問，由林老師當場解
答。演講氣氛活躍，節目深受市民喜愛。
   林老師分別介紹了南宋時期，杭州人的衣、食、住、行、娛、風俗、習慣、歲時節
慶等的方方面面，內容詳實，豐富多彩，形式活潑，令聽眾興趣昂然。此舉不僅對宋城
景區擴大影響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也在杭州人中普及了南宋文化，“愛我鄉土、愛我
杭州”之風，在市民心中悄然形成。
   林正秋擔任了宋城景區顧問，不僅為員工上課，講解南宋的文化歷史知識，還特地
為景區編撰了一本五十多萬字的書《南宋生活風俗研究》，全書二十多章，分門別類地
論述了宋代生活風俗的各個方面，諸如，宋時的主食、麵點、菜肴、飲茶、喝酒、節日、
婚嫁、取名、服飾、建築、園林、花卉、交通、旅遊、商貿、店鋪、娛樂、雜技、體育、
養生以及宮廷的衣食住行、文化生活等等。
   此書內容詳實，史料豐富，不僅為宋城影響與發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據，而且，也為
宋史的研究填補了一項空白。
    出版後，被評為杭州市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由於宋文化的傳播，也帶動了宋城的旅遊熱，令“宋城”一舉成為杭州的十大熱門
景區之一，直到今天仍方興未艾，成為人們旅杭的必到之地。
為南宋歷史題材的影視劇提供確鑿史料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影視界拍攝以南宋為題材的電影、電視片日益增多，編劇、主
創人員、導演或演員對於宋代知識瞭解有限。
   林正秋受聘擔任顧問或指導，為他們提供可靠的史料。不僅向他們介紹許多宋代的
習慣風俗、歷史背景以及其它文化知識，而且，不厭其煩地解答他們的各種問題。
人們常常用現代人的目光來觀察數百年前的古人，因而，影視中的每一個細小環節、每
一句對白，他都沒有放過。否則等到播映出來就有可能鬧成笑話。
    1980 年，導演孫道臨拍攝南宋詩人陸游的影片，在杭州召開了一個南宋文化座談
會，林先生受邀與會。
   在會上，他詳盡介紹了陸遊三次來杭考試的經過。
   當談到南宋的科舉制度時，他講了這麼一個史實，陸游被主考官陳阜卿列為第一名，



   

秦檜的孫子秦塤名列第二。
   當朝宰相秦檜授意將他的孫子改列為第一名時，主考陳阜卿不畏強權，堅持已見，
沒有順從秦檜的命令，後來，遭致秦檜的迫害，當時在杭州街頭坊間頗多議論。
一個小插曲
    會議結束後，《電影介紹》雜誌記者要大家一起攝影留念，以便刊載在那份雜誌上，
林正秋當時只是一名青年教師。
   他知道，多數與會者都是沖著大導演孫道臨的名氣而來的，自己只不過是個無名小
卒，於是，便知趣地離開座位，在後面找了張凳子坐下。未料，孫導演發現了，走過來，
對他說：“你不能走開，今天您是老師，應該坐在我的旁邊，一起照相。”
    說著，孫導演一手便將林先生拉到自己的身旁坐下。
    作為普通教師的正秋雖然坐下了，仍然感到幾分窘迫。
   孫導演看了出來，笑道：“不要拘束，自然點。”親自給林老師倒了一杯熱茶，並
對站在一旁的記者說道：“只有這個樣子，照片拍出來，才會有生活氣息。”大家合影
後，孫導演特別囑咐記者，說道：“等雜誌出來，務必給林老師寄上一本。”
在舞臺上追尋宋代歷史
   上世紀八十年代，作家趙遵生撰寫話劇《西湖太守》，排演時，林正秋受邀為大家
講蘇東坡在杭為官時的情形，宋代的民風民俗。
   上演時，觀眾們見到舞臺上的人物與佈景等等，彷彿還原了一個真實的“宋代西
湖”，真正感受到了歷史文化脈搏的跳動。
   九十年代以後，趙先生又在《西湖太守》的基礎上創作為連續劇《蘇東坡》，導演
王扶林邀請林正秋一起追尋蘇東坡在杭的遺址遺跡，他們去了一趟臨安玲瓏山，考察了
王朝雲古墓，為電視劇提供了相關重要資料。
   二十一世紀初期，浙江電影製片廠拍攝以嶽飛為主題的電視劇《滿江紅》，林先生
還特別為攝製組成員講解了與嶽飛相關的宋代生活風習與朝廷禮儀。
對南宋皇城的研究工作
   南宋時杭州是都城，在鳳凰山下建有壯觀雄偉的宮苑樓臺。只是千百年以來，滄海
桑田，早就成為一片廢墟與民居所在了，如何才能恢復南宋王宮的現代功能，多年以來，
一直是林正秋的未了心願。
   林先生對於鳳凰山南宋皇城的考證與研究，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不僅鑽研古籍
中關於皇城的記載，而且，自己多次跑到南宋皇宮遺址地點的杭州鳳凰山作實地考察與
探訪。在大量史料與現狀的基礎上，洋洋灑灑，寫出了九十餘萬字的論文《南宋皇城探
索，兼補訂〈宋史〉》，此文刊載在《中國地方史》雜誌上。
   他的這些研究成果，也是歷史上第一次對方圓九裡的南宋皇城中的數十個宮殿分別
作了詳實的考述，提供了確鑿的史料，此文引起了有關部門的注意。
   2000 年初，市園文局鳳凰山管理處的王玉寶主任尋到杭師院，找到了林先生，他們
談到如何保護鳳凰山南宋皇宮遺址問題。
   王玉寶先生希望林老師能夠為鳳凰山南宋皇宮遺址的開發利用出些主意，並為怎樣
才能保護好南宋皇城做一個課題研究報告。
   林正秋想，做這個課題，難道不是又一次歷史學為社會服務的途徑嗎？於是，欣然
接受了這個課題。
   經過半年多的努力，終於寫成了數萬字的《南宋皇城遺址保護利用》一文，這個課
題以杭州師範學院歷史文化研究所與杭州園文局鳳凰山管理處的共同名義，上報給市
委。
   報告送到了當時杭州市委領導的手中，獲得了好評，市委書記王國平先生作了批示，
他們寫道：建議與設想很好，建議南宋皇城遺址公園應列入我市十五計畫……。
   市長仇保興先生也做了肯定性的批示：此建議很好…..。
   可惜的是，後來由於種種原因，這件事被擱置了起來。
   到了 2002 年初，上城區政府成立了鳳凰山南宋皇城遺址公園籌備辦公室，辦公室陳
浩然主任邀請林先生擔任這個“皇城遺址保護利用辦公室”的顧問，當時辦公室只有三
人，開始了這項皇城遺址建設的籌備工作。後來，陳浩然主任調到區體改委擔任主任，



南宋皇城遺址辦公室也移到了區商貿旅遊局辦公。上城區邀請了浙江大學亞歐旅遊規劃
設計研究院、浙江省旅遊科學研究所、杭州市規劃設計院三家單位，對南宋皇城遺址公
園專案進行了科研性考察，並提出了規劃建設的思路與建議。規劃初稿做成以來，他們
邀請了各方專家對這三家做的規劃設想提出評議與修改。但是，籌備工作由於種種的原
因，被擱置了，只是斷斷續續地進行著。
   2004 年 4 月，在省文物局吳志強處長主持下，召開專題研討會，邀請了中國社會科
學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杭州市考古研究所三家單位一起商討，做出了由
上述三家考古單位繼續考古，並由浙江古韻公司負責後勤保障與財務管理。決定在考古
的基礎上，由中國文物研究所與東南大學等聯合組成規劃組，制定了《南宋皇城遺址的
保護規劃》。
    經過二年的努力，終於在 2007 年完成了保護規劃。在評功審會上，有來自各地的
專家代表數十人，林正秋也是評審組成員之一。此保護性規劃終於通過了專家們的嚴格
評審。
   林老師再次根據保護性規劃與市委、市政府的最新指示，又一次接受了杭州社科院
的委託，撰寫了《南宋皇城遺址保護與利用探索》一文（此文刊載在杭州社科院《2007
年杭州市藍皮書》文化卷）。
   這篇文章詳盡地論述了保護遺址的必要性，提出了如何正確保護與合理利用兩者辨
證關係，令南宋皇城遺址公園的建設進入了人們的議事日程。
林老師如釋重負似地對我們說：“二十多年來，我盼望的南宋皇城遺址開發，在沉睡了
數百年之後，終於有望再現了。”
任浙江大學亞歐旅遊規劃設計研究院的院長
    2002年，林老師正式從杭州師院退休，但是，他並沒有就此“告老還鄉”。相反地，
在他的職業生涯中，又開始了一個新的里程碑。
   他不教書了，但是，他受聘擔任浙江大學亞歐旅遊規劃設計研究院的院長。自此以
後，他已經不再是一名從事教學與鑽研古籍的學者，繼而，成為一個將自己的學識與才
華貢獻于社會，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公眾專家。他和同事們一起，足跡遍佈大江南北的
眾多地方。
   為這些地方的旅遊開發出謀劃策，並為眾多地方規劃了最新、最美的圖畫。他根據
那些地方現有的山水風貌、物產資源、經濟特色、地理交通，以及當地的人文歷史、區
域位置等等，為這些地方的開發提出了卓知灼見，令景區在開發後，迅速“一舉成名”，
成為中外遊客炙手可熱的旅遊目的地。
點石成金
   林正秋受聘擔任山東泰山景區顧問，有一次會議上，他對與會者說：“你們泰山的
一石一木都是人間至珍瑰寶，不可以隨便浪費了掉。”
    眾人不解，問道：何以見得？
    他說，泰山之石，神聖而不可褻瀆。
   唐宋以來，家家戶戶門上都立有“泰山石敢當”碑石，嵌砌牆體，以鎮鬼厭災、避
除不祥。宋人有：泰山“石敢當，鎮百鬼，厭災殃，官利福，民利康，風教盛，禮樂張。”
如果將泰山之石開發出來，在石上書寫“泰山石敢當”字樣出售，人們擺於書桌或家中，
不就成了全家的“保護神”嗎？此舉何等地吉祥與避邪！
大鵬展翅
   還有一次，他去深圳就大鵬島開發提供諮詢，人家請來了美國、歐洲等國的專家，
這些人侃侃而談，準備將大鵬島建成“中國的夏威夷”、建成“東方的巴賽羅那”…。
林老師走上講臺，說道，我們開發的是深圳大鵬島的東山灣，深圳，一個我國的開放之
門，需要向世界展示悠久的中國文化，莊子有“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為鳥，其
名曰大鵬。鵬之背，天知其幾千里也。大鵬島之意，不是需要向全世界展示中國文化之
大鵬魅力嗎？講到東山灣，他說，“東山”之名，源自成語“東山再起”。
   古代哲人老子非常講究養生之道，大鵬島需要的也正是東方的“養生智慧”，此舉
與大鵬島現今的“開發休閒旅遊”理念難道不是不謀而合嗎？他的一席話，令與會各國
旅遊學家個個佩服萬分。



   

九華山上許個願
   九華山，我國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可是，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它的旅遊業總是趕
不過同為“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普陀山。
    香客、遊客總體檔次不高，客源群體範圍較窄，原因何在？
    於是，他們請來了林正秋出謀劃策。
   林老師說，中國的四大佛教聖地，普陀、峨眉、五台、九華，各有特色，在佛教教
義上，分別代表著不同的內涵：五臺山供奉文殊菩薩，以大慧著名；
    峨眉山供奉普賢菩薩，以“大行”著稱；
    普陀山供奉觀世音菩薩，以“大悲”聞名；
    而九華山供奉的是地藏菩薩，在釋迦佛法中，稱之為“大願”。
    換句話說，就是“心願”，九華山的開發上，可以在“願”字上做文章，農人，希
望來年有個豐收年；讀書郎，希望能夠考上大學；老人，盼望能夠長壽健康；姑娘，希
望有個好郎君；小夥子，希望找個好對象；當官的，盼望能更上一層樓；做生意的，哪
個不希望生意興旺發達等等。
    九華山的菩薩在佛法中的“大願”內蘊，為我們開發九華山，無論是在宗教意義上，
還是世俗含意上，都提供了無窮無盡的想像空間。
   人們來九華山，向佛祖許個願，人人都能心想事成，它的旅遊業總量何愁不超過其
它四座佛教名山呢？他的一番話，點到了九華山開發的穴位，令與會者無不佩服其學識
與實踐運用能力。
   2011 年，林正秋撰寫了《杭州道教史》，挖掘了杭州地區的道教文化，此本可說是
研究地方道教的第一本書。
愛情之都，沂源
    魯南的沂源是個鮮為人知的縣城，地處沂蒙山腹地的老區。
   那裡的人不知從哪裡聽說，林正秋對“旅遊文化之魂”有研究，於是乎，特地千里
迢迢趕來請教。他們說，我們那裡有條河，叫做沂河，千百年來，當地老百姓習慣稱它
為“銀河”，銀河兩岸有二個村莊遙相呼應，一個叫牛郎莊，另一個稱織女村，村莊至
今保留著千年不變的古廟，織女廟。
林正秋在山東沂源 /2013
    他們問老師，有沒有辦法替老區人民想想辦法，早點脫貧致富？
   林老師二話不說，風塵僕僕趕往沂源，仔細踏勘了沂河兩岸的山水風光，經過多方
考證，提出了中國傳統“牛郎織女故事”的原生地就在沂源。
   在他的帶動下，製作了一個“中國愛情之都，沂源”旅遊開發總體規劃。今天，由
於林正秋與其他人努力，沂源的“牛郎織女之鄉”，已被列為“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沂源“中國愛情之都”城市個性也正在緊鑼密鼓的打造之中。
挖掘杭州西溪文化
    2002年，林老師接受西溪濕地綜合指揮部的邀請，擔任了西溪歷史文化組的組長。
若干年來，他收集了大量西溪歷史文化資料，撰寫了20餘萬字的《西溪的歷史與文化》，
為西溪的歷史作了詳盡的考證。接著，他又編寫了《西溪名人錄》。
   同時，林正秋還為黃龍洞管理處撰寫了《慧開禪師小傳》碑文，碑文內容不僅受到
國內人士的好評，也受到旅杭日本學者的讚譽。
開發宋酒文化
   他在指導杭州宋酒研製工作中不遺餘力，從各方面考證了宋酒的製作過程，宋酒的
成份要素，以及宋代酒類的包裝等等，其中“中國宋酒”、“東坡蜜酒”二款，獲得全
國首屆食品博覽會獎牌。
成績與社會的鼓勵是分不開
   林正秋說，這些年來，我一路走來，取得的成績與社會的鼓勵是分不開的，教學上
的成果，新書的出版，論文的發表，都得到了社會的肯定。社會對我的表彰，實際上，
也是督促我在工作上更上一層樓的動力。
   多年以來，林老師將他的全都時間都獻給了西湖，貢獻給了杭州以及各個需要他的
地方。他將自己有限的精力集中在挖掘鄉土歷史文化上，給人們留下了珍貴的鄉土歷



史文化資料。他告訴我們，除了公開出版發表的書籍與論文以外，還珍藏著一件鮮為人
知的寶貝。那件寶物是什麼呢？他小心翼翼地拿了出來，那就是記錄了他一生足跡與成
績的剪輯冊，足足有厚厚的五大本之多，上面記錄與見證了自己一生走過的路，從最初
的報刊雜誌論文的發表，從報刊上各式各樣文字的摘錄，一直到現在的各種筆記。一本
本精細裝訂的冊子，裡面有許許多多報刊的剪輯，以及他所做的密密麻麻的文獻摘記等
等，這些都是林正秋勤奮治學的心跡與一生不懈奮鬥的見證。
                                                             ( 龔玉和 /杭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