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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齐鲁登山活动是极具地方特色的传统民俗事项和历史文化遗产，研究通过文献资

料法、逻辑分析法探究齐鲁登山活动的历史发展脉络和蕴含的齐鲁文化特色，并结合当前

山东登山行业发展，分析齐鲁登山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研究认为，古代齐鲁登山活动孕

育于“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儒家审美观念中，汉末魏晋时期，社会环境的变迁和山水审美

哲学的积累催生出山水游览，在唐宋获得进一步发展，使得登山活动开始逐步拥有了独立

的价值。明清时代随着崇山文化的下移，齐鲁登山活动更趋娱乐化、世俗化和专门化，出现

了围绕登山进行的各种商业经营和文化创作。研究认为，齐鲁登山活动的世俗化取向、刚

健奋发的攀登精神与重民贵生、求新进取的齐鲁文化传统息息相关。齐鲁登山文化遗产的

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其传承提倡的“仁智之乐”，为当代山岳旅游与登山户外运动的开展，

提供了良好的价值导向，同时齐鲁登山活动在历史发展中已然将山岳营造成为承载康养休

闲、文旅观光、节庆赛会等多重文化意象的空间，这将为新时期登山业实现转型发展提供良

好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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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ilu Mountaineering is a traditional folk custom a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e research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Qilu Mountain‐

eering activities and the Qilu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literature and logic analysis,

and it analyz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Shandong mountaineering industry to figure out the

value of mountaineering cultural heritage.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ancient Qilu mountaineer‐

ing activities were conceived in the Confucian aesthetic conception of“the wise find pleasure in

water and the virtuous find pleasure in hills”. During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period, the

changes of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landscape aesthetic philosophy made the

landscape tour appear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the moun‐

taineering gradually had unique valu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ith the downward

movement of the mountain-worship culture, the Qilu mountaineering activities became more

and more entertaining, secular and specialized, and various commercial operations and cultural

creations around mountaineering emerged.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secular orientation of the

Qilu mountaineering activities, the spirit of vigorous and vigorous climbing, and the Qilu cul‐

ture tradition of seeking new and enterprising spirits are closely related. The contemporary val‐

ue of Qilu Mountain’s cultural heritag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its inheritance of“being the joy of

the benevolent”to provide a good value orient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moun‐

tain tourism and mountaineering outdoor sports. At the same time, the Qilu mountaineering ac‐

tivity has already built the mountain into a bearing i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space of multi‐

cultural images such as resort, landscape and festival which provide a good support for the tran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untaineering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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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是一项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民俗事项。

山东作为文化大省、体育大省和旅游大省，蕴含丰富的齐

鲁登山历史文化资源。古代齐鲁登山活动孕育于“仁者

乐山，智者乐水”的观点，根植于民众休闲与文化生活之

中，形成了以人伦道德、情感共鸣为基点的登临山岳的传

统，历经时代发展变迁，最终成为颇具齐鲁地域特色的社

会文化现象。

古代齐鲁登山活动诞生并成长于海岱文化的土壤之

中，其趋向世俗休闲的特征、刚健奋发的攀登精神与求新

进取的齐鲁人格追求相互呼应。时至今日，许多与齐鲁

登山活动相关联的观念、思想与传统仍然对域内各类形

式的登山活动产生着或显或隐的影响。“比德于山”“仁者

乐山”的道德哲悟、审美价值与精神追求，为山岳旅游与

登山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价值导向和文化资源；齐鲁众多

山岳作为容纳古代隐逸练养文化、山水艺术文化的多元

空间，为当代登山业者提供了可供发掘的传统康养、休

闲、文旅资源。本研究梳理了齐鲁登山历史，剖析了齐鲁

登山文化，结合齐鲁登山活动的继承与发展方向，探索契

合新时代的传统登山业文化特色，以及顺应行业趋势的

发展战略。

1 古代齐鲁登山活动的历史发展

1.1 发轫于“仁智之乐”中的古代齐鲁登山活动

登山最早是以充满神秘色彩的祭祀活动出现于人类

生活之中，这种形式的登山活动往往与加强统治秩序，宣

扬君主威仪相联系，如《周礼》将祭山对象与政治等级严

格对应起来，以示地位高低有别：“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

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然而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

山岳的审美、娱乐、怡情价值逐步被人们所认识，以文人

雅士登山赏水、游山饮宴和入山隐逸为代表的休闲活动

开始在齐鲁地域中出现。这一转变来源于孔子“仁者乐

山，智者乐水”的观点影响，即《论语》中所言的“知者乐

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杨天

才，2018）。这一观点与上古将山作为至上神明来祭祀朝

拜的心态不同，它不再将山水作为与人相区别、相分离的

他者，而是倡导在人与山川、与自然的相融中，将仁者与

自然山水相连，以山水特性确证君子品格。山岳巍峨稳

固，稳重踏实，滋养物产无私供给人类，正是仁者爱人、安

于义理、宽厚持重的仁人特征的体现。这种“比德于山”

的观念（吴林桦 等，2013）将山岳这一自然物正面积极的形

态特征与人的精神特征相联系，在观山赏水、登高望岳中

融入移情式的审美体验，仁人君子可在山水中映照自身，

联想到自己如山般坚韧厚重，稳健沉着，宽仁好施，产生

建立在精神共鸣基础上的愉悦快乐。

“仁者乐山”，将山岳这一自然物的外在形态同人的

内在品格进行感应交流，以人伦道德的视角观照高山，又

将山川作为君子精神品质的象征比附自我，产生基于情

感共鸣和审美体验的“山水之乐”“仁智之乐”，这种思想

不仅使得登山被赋予了独立的价值，还使得后世的齐鲁

登山活动更加重视文化内涵，在登山赏景的同时注重“玄

思哲悟”。

1.2 汉末唐前齐鲁士人的游山活动

从汉末至魏晋南北朝，即公元 2 世纪晚期至公元 6 世

纪晚期的 400年间，齐鲁地区一直是汉末三国军阀战争和

魏晋南北朝各政权冲突的前线。许多齐鲁名士则为避乱

迁入南方，东晋江左州郡的许多北来移民多来自山东（葛

剑雄，1997）。由齐鲁之地南迁的世家大族包括琅邪临沂

王氏、颜氏，琅琊阳都诸葛氏、泰山南城羊氏、济阴冤句卞

氏、高平金乡郗氏、长广掖县苏氏、兰陵萧氏、东莞莒县刘

氏、高平檀氏等世家大族（丁鼎，2005）。在战火动乱中九

死一生，安顿于南方的齐鲁士人，经历文化衰退、人命消

逝、经济破坏和故国离乱，渐渐厌倦了现世生活，转而在

玄学清谈、出游宴饮中寻求慰藉。这些“北方来的移民”

此时已然依恋于“南方山清水秀的景色”（崔瑞德，1990）。

在南方安居繁衍的齐鲁士人同当时的南朝士人一样，养

成了秋日出游的民俗，社会上文人官宦的山水畅游活动

愈加频繁。如出身琅琊王氏的王羲之即与友人在会稽郡

的兰亭进行“修禊”活动，众人在山岭竹林间饮酒赋诗，王

氏在序文《兰亭集序》中记述了兰亭的山水之美与众人的

欢愉之情。

尽管齐鲁之地在汉末三国到唐代前这一段时期战乱

频仍，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但是由于其自身的经济文

化积累，一些游览和登临抒怀性质的登山活动仍能见诸

于历史记载，如北齐齐州刺史魏收曾登临舜山“徘徊顾

眺”，赞叹称“至于山川沃壤，衿带形胜，天下名州，不能过

此”。郦道元曾以山川河流的广泛游历和考察完成了地

学著作《水经注》，其间对历城的山水景色也多有记述，如

历城“城南对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谓之舜井”。

还有对城郊华不注山景色的记载：“济水又东北，华不注

山。单椒秀泽，不连丘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峰特拔以

刺天。青崖翠发，望同点黛”。《水经注》还引述《述征记》

中三国时期文学家曹植被封为东阿王后游览当地鱼山的

一些情况：“鱼山，临清河，旧属东阿。东阿王曹植每升此

山，有终焉之志。植之所游，池沼沟渠悉存。既葬于山

西，有二石木犹存也”。

1.3 唐宋齐鲁登山活动继承与发展

至唐宋时期，在统一王朝的地缘格局中，齐鲁之地成

为沟通河洛、江淮、燕赵地区的重镇，社会经济文化得到

了恢复和发展，登山活动获得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物质

基础，注重个人体验的登山游赏活动获得了长足发展，文

人士子的登高抒怀成为齐鲁登山活动在这一时期的典型

形态。如唐代诗人李白一生中曾多次壮游东鲁之地，他

在唐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创作了组诗作品《游泰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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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李白在阳春时节沿着皇帝曾经登临泰山的御道攀

援而上，途中峭壁飞瀑，群峰奇艳，松柏相映，在山顶李白

目及日观峰，上观白云近在咫尺，下看黄河逶迤绵延，山

间险峰林立。在李白记述的这一段旅程中，可以发现登

山者的登山条件比较完备，如有前代开凿的山路可供行

走，在南天门可投宿，山间一些被发现的山泉可供饮用等

等，一些景点也开始被命名和关注。诗人杜甫曾于青年、

中年和暮年分别作咏泰山、华山、衡山的《望岳》诗三首。

咏泰山的《望岳》，使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青年杜甫远望

泰山到一步步近观岱岳，最终被泰山的雄姿和气势所震

撼感染，决心“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宋代文学家苏

辙曾于宋熙宁六年（公元 1073 年）出任齐州掌书记，曾经

东游泰山并留下《游太山四首》。苏辙游历了山下禅寺和

帝王封禅古迹，于山中观景抒怀：“回瞻最高峰，远谢徂徕

对。欲将有限力，一放目所迨”。但是因为体力和交通条

件的限制最终还是没能到达山顶，作诗：“天门四十里，预

恐双足废。三宿遂徘徊，归来欲谁怼”。除了巍峨奇秀的

泰山，一些秀美的近郊山丘也成为人们游山玩水的去处，

如李白、杜甫曾在天宝年间同游齐鲁，两人最后在鲁郡东

石门山分别，石门山风景秀丽，幽深隐逸，二人把酒话别，

留下了《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一诗（彭定求，2018）。

在这一传统的基础上，唐宋的齐鲁登山活动又有一

定的创新发扬，主要是将传统的游览进一步发展为入山

隐逸、居山修行，进一步扩大了登山活动的表现形式和文

化意涵。唐宋时期山东沿海地区道教获得了长足发展，

泰山、崂山、昆嵛山、圣经山等山岳逐渐成为山东道教文

化的中心。根据《旧唐书》记载，唐代道士王希夷在先师

黄颐去世后，“更居兖州徂来山中，与道士刘玄博为栖遁

之友。好《易》及《老子》，尝饵松柏叶及杂花散”（刘昫，

1975）。宋金之际的名道丘处机曾在金泰和八年（公元

1208 年）和金大安元年（公元 1209 年）两次游历登临崂山

一带，在一些诗文中他还表达了登山求道的虔诚心态，

“牢山本即是鳌山，大海心中不可攀。上帝欲令修道果，

故移仙迹近人间”，“修真恰似上山劳，脚脚难移步步高。

若不志心生退怠，直趋天上摘蟠桃”。将登山和修真相类

比，将百转千回的登山过程视作趋近“上天”、接近“仙迹”

的过程。

1.4 明清时期臻于成熟的齐鲁登山活动

明清时期的齐鲁登山活动出现了专门化和娱乐化的

趋势，这使得齐鲁登山活动逐渐趋向更成熟、更独立发

展，形成一种带有地域文化特征的民俗活动。

齐鲁登山活动在明清时期的兴盛，一方面是由于明

前佛教、道教和各类民间信仰的不断发展，以及前代帝王

封禅、巡游泰山活动所带来的山神信仰的普及和下移。

例如，沂山镇山祭祀活动、岳阳山玉皇庙的进香朝拜活动

以及泰山碧霞元君朝拜活动等。这些活动往往呈现出

“圣俗交融”的特征，民间信仰塑造的山间神仙传说和各

类宗教庙宇道观成为将民众引向山岳的第一动力。

另一方面则是历代入山修行的僧道作为山岳开发的

先行者，经年累月地进行山路开辟、设施营建等活动，为

了扩大自身影响招徕更多香客，他们还致力于依托寺、

观、祠、坛为朝山进香者提供住宿饮食，这又为登山活动

在这一时期的广泛开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例如，《老残游

记·二编》记载老残一行人前往泰山，经山下道观的道士

介绍得知南天门中有香铺，香铺多有预备被褥供客人住

宿。老残一行人还在山脚下的“斗姥宫”中休息进餐（刘

鹗，2011）。这些变化为此后明清时期登山活动在齐鲁大

众化普及构建了物质基础，但明清时期齐鲁社会环境和

民间风气的演变，最终还是使得这种圣俗交融式的登山

活动趋向专门化和娱乐化发展。

在这一时期，登山游览活动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

登高揽胜逐渐成为社会上的一种令人趋之若鹜的高雅活

动，并出现了专门的文献来记述齐鲁各地的毓秀山川和

山间景色。随着人们游赏范围的扩大，一批带有文化意

涵的山岳景点也随之出现，例如，由清代文人登泰山时所

留诗文分析，白云洞、日观峰、斗母宫、王母池、丈人峰、百

丈崖、石峪红叶灯等自然和人文景观已经颇具名气（张

号，2011）。同时，人们围绕山岳进行的文化活动和经济

开发也不断推进。如明末清初的进士黄宗昌在《崂山志》

中著有“名胜”“别墅”“游观”等卷（孙克诚 等，2010）。崂

山地区的庙会山会，如清溪庵庙会、天后宫庙会、午山庙

会等，在保留宗教氛围之余也进行了更多开发，例如，招

徕香火、吃食摊贩，设置西洋景、傀儡戏表演等，使之具有

了更多的商业和文娱色彩（闫珂，2017）。

此外，专门化的游山工具和登山指南亦开始出现。

《老残游记·二编》中记载了载客上泰山的山轿形制规格，

“泰安的轿子像个圈椅一样，就是没有四条腿。底下一块

板子，用四根绳子吊着，当个脚踏子。短短的两根轿杠，

杠头上拴一根挺厚挺宽的皮条，比那轿车上驾骡子的皮

条稍为软和些。轿夫前后两名，后头的一名先趱到皮条

底下，将轿子抬起一头来，人好坐上去，然后前头的一个

轿夫再趱进皮条去，这轿子就抬起来了”。同时，齐鲁山

岳文化历史和登山观景的技法心得也出现了专门的著

作，如在明代文学家王世贞所作的《游泰山记》中，对泰山

十八盘的攀登进行了记述：“自是为十八盘者三，而穿中

窦曰天门……每十八盘竟，辄去一衣，至御帐岩，衣且去

尽”（班固，2012）。黄宗昌所作《崂山志》的“游记”卷亦收

录了《崂山九游记》等 7篇游记（山东省崂山县志编纂委员

会，1990）。明清时期的齐鲁登山活动一方面在民众节日

登高抒怀、踏青野游、观峰赏景等形式中找到了独立发展

的支点，另一方面又承载着民俗、宗教文化展示、娱乐休

闲、商业经营、交流沟通的多重经济文化功能，这两方面

的基因留存于齐鲁登山活动的文化内核之中，对现代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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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登山业、登山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2 登山活动与齐鲁文化

2.1 趋向世俗的登山活动与贵民重生的齐鲁民本观念

经世致用、贵民重生、注重现世是齐鲁文化的重要特

征。《史记》记载周初封建齐国的政治家姜尚认为，“政不

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司马迁，2011）。

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提出，“齐国百姓，公之本也”

“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提倡富民富国、爱惜民力，鼓励

发展多种经济，如“养桑麻六畜，则民富”“无夺民时，则百

姓富”（宋玉顺 等，2005）。孔子的仁学思想中也有体现务

实致用、重视民生的内容，如《论语·庸也》中记载，子贡

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

答：“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

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杨天才，2018）。

这样的文化土壤，使得齐鲁登山活动在历史发展中

遵循着世俗化的取向，秦皇汉武封禅泰山的恢弘典礼之

外，仍是文人墨客、商民士子、僧道隐士在登山时留下的

历史记载与文化遗迹最为繁多。齐鲁登山活动更多的是

服务于民众的文化娱乐生活，成为一种雅俗同乐的民俗

活动。同时，务实求富的民本之风也使得民众登山游乐

的需求被转化为商机，由专门的从业者提供各种相关服

务和商品，使其带动了地方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2.2 刚健有为的攀登精神与求新进取的齐鲁功业文化

刚健有为、求新进取亦是齐鲁文化的另一特色。古

时齐鲁之地环境恶劣，如《汉书》记载，“齐地负海泻卤，少

五谷而人民寡”（班固，2012）。齐鲁先民以勤劳睿智、刚

毅坚韧的精神改造自然环境、改善自身生活。先贤哲人

又因势利导，摒弃陈规，移风易俗，激励才德之士建功立

业。姜尚采取“尊贤而尚功”的用人原则，力行“尊贤智，

赏有功”。管仲则提出“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

化”，这使得齐鲁文化中“报国敬业”“图强有为”的信条源

远流长。

在这种功业文化的影响下，刚健有为、克服万难、一

览众山小的“攀登精神”逐渐形成。登山者们勇敢穿越崇

山峻岭、石阶关隘，克服险阻登上山巅；香客和修行者为

谒见高僧名道，朝拜寺庙祠堂跋山涉水，顶礼膜拜；观山

赏景的文人墨客亦持杖乘马踽踽独行，希求登临齐鲁山

岳之巅睥睨山河，留下传世诗文。在这过程中，人们还创

造性地在荒芜的山岳间开发膳宿商业，建立亭台庙宇，著

书立说，使齐鲁毓秀山川名满天下。

3 齐鲁登山历史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

3.1 徜徉“仁智之乐”的齐鲁登山理想——山岳旅游与登山

户外运动开展的良好价值导向

齐鲁登山活动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从政治、巫

术活动中脱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休闲活动和养生活

动，创造性地发展出了“比德于山”“仁者乐山”的道德哲

悟和审美价值，表达了人们通过登临山水实现对高雅生

活的追求、理想人生境界的向往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统一的努力。当代山岳旅游与登山户外运动的发展受到

现代社会体验经济的兴起和享受型消费支出扩大的影

响，体育生活化的趋势使得登山与其他休闲、娱乐、康养

活动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这一方面为“登山＋”式的跨

界融合提供了良好机遇，但另一方面又容易使山岳旅游

目的地或登山户外运动机构盲目开发、推出登山产品以

求迅速扩张，反使行业发展失去主线，甚至一些缺乏质量

与内涵的登山产品与服务让登山活动庸俗化，富有“玄思

哲悟”的齐鲁登山传统及其潜在的无形文化资产也将进

一步流失。因此，在新的背景和机遇中，应把握齐鲁登山

活动“仁智之乐”的文化遗产，以高层次的康乐体验和人

们对健康人生、愉悦心境和高尚生活的美好追求作为山

岳旅游和登山户外运动的品牌定位，实现古、今登山文化

的接续融合，为齐鲁登山业、登山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提供

内在动力。

3.2 承载多重文化意象的齐鲁登山空间——新时代登山业

转型发展的良好依托

历经千百年来无数登临游赏的齐鲁山岳，并不以纯

然地理空间的属性存在，而是在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之中

逐步构建成为一种承载多重文化意象的文化空间，包括

以入山修行、居山摄养、山水隐逸活动为代表的康养休闲

文化，以文人士子登临感怀、山水诗文、摩崖石刻、书画创

作为代表的山水艺术文化，此外，还有当代齐鲁登山节庆

活动、登山户外运动赛事带来的竞技运动文化。齐鲁山

岳这一文化空间的属性承继于今，在新时代全民健康与

全民健身深度融合、大众休闲和健康消费升级的背景下，

有助于齐鲁登山业以“康养度假”“文旅观光”“竞赛健身”

为核心，提升辨识度，重新定位品牌形象，以登山主题与

健康人生、愉悦心境和高尚生活的实现为核心，将入山摄

养、登临抒怀等传统元素及户外运动休闲、健康疗养等现

代元素活化提炼，推出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登山旅游产

品，丰富登山文化产品供给，提升登山客主观体验，使传

统登山业在新时代背景下探索出契合文化特色、顺应行

业趋势的发展战略。

4 结语

齐鲁登山活动孕育于“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儒家

审美观念中，在魏晋隋唐时期延伸出注重个人体验的登

临抒怀活动，深化了登山活动的审美、娱乐和情感价值，

最终在明清时期以崇山文化的下移、普及和山岳间道路

设施的改善为先导，使登山活动更加专业和成熟，形成了

以人伦道德、情感共鸣为核心价值的古代齐鲁登山文化。

在新时代全民健身与大众休闲消费深度融合的大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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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山岳资源得到迅速开发，但登山的无形文化资产正

面临流失的风险。未来应深入分析、探究齐鲁登山活动

的历史演进、发展脉络和文化特色，继续挖掘齐鲁登山文

化遗产的当代价值，为现代登山运动、文化旅游、养生度

假等新兴产业发展，以及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智力支

持；应鼓励齐鲁文化圈域内的登山业者更多地汲取齐鲁

登山历史文化价值，提供环境友好、体验优良的登山旅

游、登山赛事、文化节庆与度假、康养服务，打造具有辨识

度和吸引力的登山文化品牌，实现地方体育文化的良好

传承与体育文旅行业的升级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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