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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春运：慢悠悠的路途 ，
沉甸甸的乡愁
春节 ，
是中国人仪式感
最强的时间 。这种仪式感 ，
作为一种文化基因 ，
深藏于
血脉中 ，
如此顽强 ，
很难更
替 。或许其形成的过程 ，
正
是在许多许多年前 ，
那些在
缓慢的旅程中一点点靠近
家乡的古人心中积淀下来 。
因为回家如此艰难 ，
团聚如
此难得 ，
春节 ，
才如此珍贵 ，
年味 ，
才如此浓烈
 一 辆 东 周 时 期 的 高 等 级 马 车(2018 年
11 月 2 日摄) 。经过对车辆遗存的测量 ，初步
确认这辆马车拥有两个直径达 140 厘米的较
大型车轮 ，每个车轮拥有辐条 38 根 。车厢横
宽 142 . 5 厘米 ，纵长 106 厘米 ，车厢残高达
50 余厘米 ，一条残长近 280 厘米的车轴横亘
于 车 厢 底 部 。 专 家 表 示 ，在 以 往 的 考 古 发 现
中 ，先秦时期出土如此体量的马车遗存十分罕
见。
新华社发资料片(刘勇摄)

关山远

又是一年的“春运”
时间。掐着日子，选择火
车、
飞机还是自驾……归心似箭。
箭脱弦而出的速度，大约在每秒 50 米，折合
在今天中国的高铁中，复兴号时
为时速 180 公里，
和谐号 300 公里，已远远超过了箭的
速 350 公里，
速度。
如果还原古人的“春运”
，我们会发现，正是在
古人慢悠悠的回乡路途中，沉甸甸的乡愁积攒而
成的年味，
才如此刻骨铭心。

一
从北京到江苏宜兴，1100 多公里，在今天，自
驾的话，大约 12 小时，乘高铁，只需 5 个半小时，
最快是坐飞机，北京飞南京，不到两小时，出机场
再坐大巴，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但是 520 年前，一个宜兴人从京城回乡过年，
足足走了差不多一个月：1498 年，大明王朝弘治
十一年，
这年腊月，
成功请辞告老还乡的一代贤相
徐溥，终于踏上了回乡之路。从腊月初启程，腊月
二十七，才回到家里。后来他给同僚李东阳写信感
叹说：这一路折腾得啊，我这把老骨头都要散架
了。
这一年，
徐溥已经 71 岁了。
在徐溥那个年代，
从北京到宜兴，最佳路线是
乘船走京杭大运河。徐溥当过“四朝宰相”
，回乡路
上享受的待遇不一样，仍然累成这个样子，可见其
他归乡人在漫漫长路上遭遇的劳苦了。
“抢
或许，今天春运路上还有朋友对“堵车”
票”
发慨叹，但是放在古代，那才真叫难。一部古今
春运史，
背后是中国交通变迁史。
可以说，古代交通状况，
决定了古代春运的半
径、规模与质量。
中国古代交通的大发展，
是从秦朝开始的，到
汉朝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秦朝对中国交通的意
义，在于秦始皇推出的“车同轨”
。著名学者白寿彝
在《中国交通史》
一书中写道：
“‘
车同轨’
，实在充分
表现了秦汉交通之大一统的新精神。它在字面上，
虽只是要各处车辙的度数相等，各轮间的距离划
一；实际上，也告诉了我们：这时的车辆已可畅行
中国各处，这时的交通情形已需要车辙和车轮度
数的划一了；
如果车辙和车轮的度数不能划一，一
辆车子便不能畅行各处，便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
需要了。
”
秦汉之前，交通是很落后的。遥想当年，孔子
坐在缓慢前行的牛车上，
奔波于各个诸侯国之间，
在今人眼里，是典型的慢镜头，辘辘的木车声中，
时间似乎停滞。这是老子喜欢的境界：
“鸡犬之声
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但秦始皇不喜欢，统一六国
之后，他将发展交通作为国家行政的主要任务之
一，
陆路交通得以快速发展，
除了在全国范围内推
行“车同轨”
制度外，他还修建了以咸阳为中心，东
至燕齐，
南至吴楚，
西达临洮，
北达河塞，
全程共八
千九百多公里的“驰道”
。
《中国交通
“驰道”
，算是当时的高速公路了。
史》上说，驰道所采的路线，都是按最近的距离规
定的，没有什么迂回曲折的地方，所以又叫“道”
。
驰道的建设，是“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
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
驰道路线之长，宽度之
“真是一个前古无
阔，取道之近，建筑之坚实侈丽，
匹的大工程”
。试想想，如果在孔子的时代有了驰

道，他老人家周游列国的时间，也不会有 14 年之
漫长了。
汉代交通又达到一个新高度，褒斜道连通了
长安与巴蜀，夜郎道延伸到云贵高原的莽莽群山
之中。最有名的，当属连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的开
拓。这条路，让汉朝时代中国人的世界观焕然一
新。
交通就
从中国历史的规律来看，
大一统时代，
能获得长足进步：隋唐时，运河建设卓有成效，形
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运网，唐代还修建了石门道，
将
川滇和中原连接起来；宋元明清时期，
交通建设也
越来越多样化，
陆海交通均获得长足发展，比如有
，到了清朝，丝绸之路上
堪称伟大的“郑和下西洋”
的茶叶贸易，
也依托当时先进的交通，鼎盛一时。
但是，从一个大的时间跨度来观察中国古代
的交通，
人在路上，始终是艰难的。
到了晚清，错过
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中国，
在引进铁路、
轮船和汽
车之前，道路状况与交通方式，
千年来并无质的飞
跃。
“行路难”
，始终是不变的主题，当时漂在外地
的人，要想回乡过年，往往需要提前一两个月动
身，才能赶得上在迎接新岁的爆竹声中，回到温暖
的家。
1053 年 7 月，
时任颍州(今安徽阜阳)太守的
欧阳修，护送母亲灵柩南下祖籍地吉州永丰(今江
西省吉安市永丰县 ) 归葬，这年冬天，再返回颍州
过春节。在今天，从阜阳到永丰，不到 1000 公里，
开车也就 9 小时，但当年欧阳修在路上就来回花
了两个多月时间，他感叹说：
“水往陆还，奔驰劳
苦”
。

二
“奔驰劳苦”
，确实是古代“春运”
的主题词。
明朝有个叫王锡爵的大臣，有一年雇船回老
家松江(当时属江苏)过年，经漫长的旅程，老家在
望了，开心啊，但马上心情又变差了：靠岸时码头
上乌麻麻全是船，
挤了两个时辰才挤进去……
在铁路、轮船、汽车出现之前，
舟车牛马，是中
国人千年不变的交通工具。
1793 年，
英国人马戛尔尼率领使团以给乾隆
皇帝祝寿为名抵达中国，其实是想通过谈判打开
中国市场。当时马戛尔尼带了一堆代表英国工业
革命成就的产品来中国推销，
其中包括两辆马车。
马戛尔尼对英国马车打开中国市场充满信心，因
体验过中国的马车，
沉重，
缓慢，
为他抵达中国后，
而且特别颠簸。他还近距离观摩过乾隆皇帝的“御
驾”
，同样是式样笨重。他带来的英国四轮马车可
不一样，带着浮悬弹簧，可以有效减震，乘坐舒适
度很高。
但是，马戛尔尼失望了，他无功而返，带来的
各种产品被束之高阁。不是英国的产品不好，而是
中国的皇帝太守旧，
认为自己的东西已经很好了，
比如马车，
上千年都这么颠簸着过来了，
难道还不
好吗？
是的，
千年不变，
中国古人就乘坐着笨重的马
无论是上任，
赶考，
还
车或牛车，
在路上颠簸往返，
是旅行，
或者，
回家过年。
古代没有相机，
当时的交通工具究竟如何？
好
在，还有古画流传于世。以宋朝为例，从传世的宋
画看，如《清明上河图》
《溪山行旅图》
《盘车图》
《雪
有人研
溪行旅图》
等，大多是牛车，也有少量驴车。
究过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全卷共有八百一十

四人，
九十余匹动物，
十三辆车，二十九艘船，八顶
轿子。车、船、轿子，就是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值
得一提的是，宋朝人骑马或者乘坐马车的不多，主
要原因是：
“儿皇帝”
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
和
西夏崛起后，中原失去了战马的主要来源，因此严
重缺马，
需要耗费巨资向周边买马，有钱人才养得
起马，普通人家，一般骑驴，当时京师开封还有专
门出租驴子的商铺，相当于今天的出租车公司。能
够出租马的，就等同于今天的豪华专车服务了。
在宋朝，春节已经是非常重要的节日了，著名
的《东京梦华录》一书，就记载过当时春节前开封
城外拥堵不堪的情景。当时的车，有“太平车”
“平
头车”
“串车”
，太平车是大车，连成一排，用二十多
头驴或骡子来拉，也有用六七头牛来拉的，堪称古
代的大型平板货车了。
名画《雪溪行旅图》
中，还出
了三辆三牛厢车，以三牛牵引，双层车厢，上层低
而宽，
是卧铺，
下层高而窄，是车厢，整个车子呈拱
形。
从画中可以看出，
最前边的那辆车有人正从下
层向上层爬去，
第二辆车门大开，车上层有人裹被
而卧，下层一人闲坐。最后边的车上下层皆闭门，
可能是行李车。
这幅画描述的是雪中赶路，可以称
之为“大宋春运图”
了。
从古人记载来看，除官员有公家配给外，民间
无论租赁车还是轿子，都有明码标价，如果没钱，
就只能靠两条腿了。
当然，古代等级森严，对于乘坐什么规格的
车、
几人抬的轿子，
都有明确规定，一旦超标，就可
，土豪们再有钱，明里也不敢
能给弄个“僭越之罪”
乱来。历史记载的皇帝之外最奢华的一次出行，是
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 年 4 月)，首辅张居正离京
回湖北江陵老家。当时他乘坐的是前八后八左八
右八的 32 人抬巨无霸大轿子，这个轿子大到什么
程度，像个小阁楼，里面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僮
两名在内伺候。地方官员为了让这台巨无霸顺利
通行，增派民夫，拓展路面，动用工匠，加宽桥梁，
忙得不亦乐乎。
即使对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张居正来说，
这轿子无疑是严重超标了，更甚的是，还有精锐部
队护卫，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
中写道：这支回乡
队伍除了肃静回避的仪仗队，
“随从的侍卫中，引
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委派，
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
当时张居正权倾天下，这次回乡，拉风得很，
但无论是高调秀恩爱，
还是高调秀权势，都没好下
场。张居正死后，遭受清算，这顶巨无霸大轿子，成
了一大罪状。

三
南宋诗人陆游写有中国古代第一本长篇游记
《入蜀记》，当时他由山阴 ( 今浙江绍兴 ) 赴任夔州
( 今重庆奉节一带 ) 当通判 ( 知州的佐理官 ) ，乘船
由大运河转长江水路前往，经今浙、苏、皖、赣、鄂、
渝六省市，
历时 160 天才到。
如果走陆路，要花更长时间，毕竟是“蜀道难，
难于上青天”
，在陆游那个时代的交通条件下，行
速相当缓慢。史载，当时“马日行七十里，驴及步人
日行五十里，车三十里”
。以北宋为背景的《水浒
传》
，林冲被打了一顿棍子、脸上刺上字，给发配沧
州，书上写道：
“第一日走了‘
三十里多路’
”
，再走了
三两日，投宿村中小店，被董超、薛霸两个坏蛋蓄
意用开水给他洗脚，
脚底起了大血泡，翌日更走不

动，然后在野猪林动手。可见当时林冲带枷而
行，身上又有伤，也只能每天走 30 多里路。
遥想当年，一个四川人在京城(无论是开封
还是北京 ) 为官，要想回乡过年，是何等漫长的
旅程！
名山大川，是旅游好去处，却是回家的最大
阻碍。在今天，从湖南衡阳到武汉，高铁一个多
小时可达，但就在三百多年前，晚明衡阳的王船
山 到 武 汉 参 加 乡 试 ，回 家 途 中 ，差 点 葬 身 鱼
腹——
— 当时湖南到湖北，需过洞庭湖，王船山乘
坐的船，过城陵矶港时，忽然狂风大作，帆船撞
上礁石，散了架。
清朝雍正以前，湖南还是湖广省的一部分，
省会在武昌，考举人的考场即“闱场”
设在武昌，
湖南的秀才要赶考，必须渡过八百里洞庭湖。毛
泽东的岳父、湖南著名学者杨昌济曾回忆，他的
外祖父向肇昆，就是因为陪伴两个弟弟去武昌
赴考，途中过洞庭时遇大风浪惊吓得心脏病发
作而去世的……可以说，一湖洞庭水，断了无数
学子“闱场”
梦。一直到雍正元年，南北分闱，在
长沙设立考场，从此湖南进入人才辈出的时代。
这就是地理对地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方位
影响。
试想想，王船山时代要想有“湘鄂情”
，何等
艰难，湖北女婿春节要陪夫人回湘过个年，是要
冒生命危险的。
当然，除了路途艰险，古人春节回家，忌惮
的还有路上的强盗劫匪。
《徐霞客游记》中记载
有，这位古代最牛“背包客”
曾经在路上三次遇
到强盗。其中在湘江上的一次最为惊险，差点丢
了性命：当时强盗先以一男孩哭泣诱骗，徐霞客
同伴不忍心，上岸去察看，回船时，强盗趁跳板
还没撤，从河滩草丛里冲出来，点燃火把扑上客
船，闯进舱室挥舞刀枪向客人乱戳乱砍。船客们
在狭窄的空间里躲无躲处、逃无逃处，为保命只
得掀开船篷、赤身裸体往冰冷的江里跳。徐霞客
最后一个跳江，倒栽下水，耳朵和鼻腔都灌了
水。好在他个子高 ( 一米八 ) ，水深只齐腰，挣扎
出头后刨着水爬到相邻的运谷船上，
“身无寸
丝”
，有位好心的船客脱了自己身上一套单衣单
裤给他遮羞御寒。
在路上，还有比强盗更可怕的。
今天，欢度春节的人们，或许会到动物园看
看老虎什么的，当年，那可是老虎等在路上看
人。历史上有太多虎患的记载，尤其是明清时
代，人口繁盛，四处拓展，老虎们开始走出深山，
惨烈的人虎大战开始了。公然游荡在路上甚至
村庄的老虎，成了时人挥之不去的噩梦。
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也不是想象中的那
么美好。一次告别，可能就是永别了。唐代诗人
陈陶有一句诗催人泪下：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
是春闺梦里人。”
试想想，新春佳节之际，一个妙
龄女子在爆竹声中沉沉睡去，梦见了自己的心
上人，而这个人，早已经是万里之外的一堆枯骨
了，他再也不能回家过年了。

四
明朝有个大臣叫杨廷和，四川人，很有名，
他的儿子杨慎更有名，后来中了状元，写下了著
名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杨廷和
曾在京城国子监求学多年，有一年春节归乡省

亲，先是步行到今天的北京通州大运河，
然后乘
船，再转船，兜兜转转大半个月，才平安到家。
国子监是古代的最高学府，没有寒暑假、双
休日，但是春节放假，学生回家，国子监还提供
差旅费。令今天大学生羡慕的是，国子监学生可
以请“长假”
，长假可以长到一年，如果超过一年
而又不来国子监销假，就要除名。杨廷和回四川
过春节，应该是请了长假。
古代的春运人群，远不如今天规模之大。孔
子说过，
“父母在，不远游”
，当时占人口绝大多
数的农民，基本上都被禁锢在土地上，很少有远
游的机会，远游在外，然后春节有条件回家的，
基本上是这么几类人：官员、考生、商人、手工艺
人。
官员春节均放假，
《 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
史》一书写道：宋朝官员的休假，大致分为公假
和私假两大类，公假有节假、旬假、国忌假(本朝
先帝、先后逝世纪念日)、外官上任假、唱名后假
( 给考官放的 ) 、朝假，还有特殊情况给假等；私
假有婚嫁假、丧假、病假、探亲假、私忌假等。有
意思的是，宋代官员的婚嫁假，自身结婚有九天
假，亲人结婚也放假，视血缘亲近，假期不一，亲
兄弟结婚，有五天假，曾孙、玄孙等结婚，给一天
假，享受这个假期，应该是白发苍苍的年迈官员
了。
宋朝春节放假是这么规定的：
“假七日，休
务五日”
，这里的“假”
是指在京的官员免予朝
参，就是皇帝不上朝了，
“休务”
是指各级官署停
止办公。对于家乡远离京城的官员来说，这一点
点假期，无疑是回不了家了，官员回家，基本上
都上请探亲假，给假最多不超过一个月，当然，
除去路程。
其实古代官员能够请假回去过年的，并不
多，因为皇帝要请大臣们一起过年。
《辽宋西夏
金社会生活史》写道：宋朝的春节，朝廷准许京
( 主要是赌博 ) 三天。大家都穿上
城百姓“关朴”
新衣服，到街上去逛，
“其间开设舞场、歌馆，车
马交驰，热闹异常。傍晚，贵族妇女出游，入场观
看或进市店饮宴。”
朝廷则举行正旦(大年初一)
“大朝会”
，皇帝端坐大庆殿，四名魁伟武士站在
殿角，称“镇殿将军”
。殿庭列仪仗队，百官都穿
朝服冠冕，各州进奏官手持土特产，各路举人解
元也穿青边白袍、戴二梁冠立班，外国使臣，也
随班入殿祝贺。朝贺毕，皇帝赐宴。宫城外，已结
扎起山棚(灯山)，百官退朝时山棚灯火辉煌，金
碧相射……
如此看来，在古代，多数家在外地的官员，
是很难回家过年的：路途遥远、花费颇巨、难以
请假、皇帝要陪……
唐朝诗人戴叔伦有一首《除夜宿石头驿》，
写尽了不能回家过年的哀怨：
“旅馆谁相问，寒
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寥落悲前
事，支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
当
时戴诗人任抚州 ( 今属江西 ) 刺史，他家在金坛
( 今属江苏 ) 。抚州到金坛，哪有万里？但是对一
个春节不能回家的人来说，
“万里”
，指的是心理
距离。
古今悠悠数千年，无数人漂泊在外，春节思
家，在时间里留下过酸楚慨叹，只是除了官员、
士子之外，绝大多数平民百姓没有留下声音。还
好有音乐，云南哀牢山《赶马调》
，记录了当年茶
马古道上，那些“马帮”
春节思家的歌谣，今天听
起来，潸然泪下：
可怜可怜真可怜
赶马不在家过年
世上可怜赶马人
大年初一就出门
腊月赶马大寒节
遇着哀牢下大雪
三十晚上回不到
老娘挂儿孙挂爷
富豪过年在家中
马哥过年路边蹲
哀牢山中老虎叫
骡马不走就地跪
无量山中人熊笑
骡马逃鞍收不拢
赶马要给钢铃响
钢铃响着马壮胆
……

五
“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
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只鸡；二十
八，蒸枣花；二十九，去打酒；年三十儿，捏饺
子……”
遥想当年，经历十几天甚至数十天才回到
老家过年的游子，听到这些民谣，怎不热泪盈
眶？
春节，是中国人仪式感最强的时间。这种仪
式感，作为一种文化基因，深藏于血脉中，如此
顽强，很难更替。或许其形成的过程，正是在许
多许多年前，那些在缓慢的旅程中一点点靠近
家乡的古人心中积淀下来。因为回家如此艰难，
团聚如此难得，春节，才如此珍贵，年味，才如此
浓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