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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益庸新著《梦回钱塘的孙权》

讲述鲜为人知的
孙权与杭州的故事
该书列入首批发行的“讲好杭州故事”之优秀传统文化丛书

记者 骆晓飞

一代风云人物孙权与杭州有着怎样的紧密联系？近日“讲好杭州故事”之优秀传统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工程首批发行20本图书与大
家见面，音频图书也同时上线。而富阳作者王益庸所著的《梦回钱塘的孙权》在首批20本之列。

“讲的是孙权与杭州鲜为人知的故事，是正史里有记载的三国历史人物和事件，用现代写作手法重新加以讲述，让《三国演义》之外
的孙权形象走到我们眼前。”作者王益庸说，这本书是他研究孙权研究三国历史文化25年积累的大总结，与以往的研究成果相比又有了
一种新的呈现方式。《梦回钱塘的孙权》一书涉及的三国人物有一百多人，作者成功塑造了生动感人的英雄形象，特别是作为东吴大帝
的孙权，是作者花费笔墨最多的，写出了他的雄才大略和不凡气度。

日前，由杭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2020书香杭州“七进”活动《梦回钱塘的孙权》新书品读会在杭州举行，与会专家学者给予了高度评
价，认为该书填补了孙权在杭州区域范围所发生故事的空白，是一本值得大力推广的好书，更是进行爱祖国爱家乡教育的好教材。

15个章节20余万字串联起孙权与杭州的“牵连”

1800 年前，出生在富春的孙权踏入东
汉末年动荡不安风云变幻的时代，上演了
在赤壁之战中打败曹操、在荆州之战中打
败关羽、在夷陵之战中打败刘备等一幕幕
精彩纷呈的大戏，成就了孙权波澜壮阔的
神奇一生。历史上的孙权是鼎立三国的主
角，是入主江南的第一位皇帝，也是杭州历
史的开篇人物。

《梦回钱塘的孙权》从孙权“出生在富
春”“成长于钱塘”“新建新都郡”……到最
后“梦回凤凰山”，15个章节20余万字，将孙
权从出生到最后“驾崩”，将他传奇又豪迈
的一生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而这些故事又
与杭州，特别是与他的故里富春有着丝丝
缕缕的关联。

“这次写作手法与以往完全不一样，在
内容上也有很多以前没有提到的。”王益庸
说，这些年，他先后出版过《孙权大帝》《孙
权文选》《孙权故里富阳》《孙权故里品三
国》《孙权研究文稿》等30余部作品，也写过
长篇小说《赤壁之战》。但是这次的内容可
以说是全新的角度，因为无论是小说《三国
演义》还是正史《三国志》等，孙权的主要功
绩都在外地，关于孙权在杭州的历史线索

少，正史记载少，原来的历史研究也少，所
以这次写孙权与杭州也是首开先河。

“这本书的写作结合了正史、地方志，
以及民间传说，有历史线索、历史源头，就
是故事来源于历史，不虚构，但演化成具体
生动的故事。”因为按照此套丛书要以“讲
故事、轻阅读、易传播”为宗旨，着眼于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杭州优秀传
统文化故事的要求，王益庸在不虚构历史
的基础上，结合多年来的研究，把原来的线
索梳理串联成线，然后按照时间将孙权从
出生写到离世，且写的都是发生在杭州区
域内的故事。

说到如何会接受这个任务，王益庸说，
还是在去年7月，他参加了关于“讲好杭州
故事”编辑部在龙门举办的一次座谈会，因
为当时这套丛书计划里就有要写孙权与杭
州的故事的计划，来富阳征集线索，王益庸
当时提供了30条线索。当时并没有确定谁
来主笔写这本书，“过了半个月，编辑部让
我试写一章，并将大纲、目录发给他们，到
今年3月底定下由我来写。”王益庸说，4月
1日签合同到7月1日交稿，其实给他写作
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3个月。

因为时间紧、要求高，王益庸几乎放弃
了其他所有的工作，并利用晚上的时间，
查阅资料，着手撰写。《三国志》《资治通
鉴》以及与杭州有关的 13 个区（县、市）的
县志，还有各地有关的宗谱族谱……他手
头查阅的资料堆成山。所幸他在这个领域
有多年研究，他想要的线索在哪本书哪个
位置，他都了然于胸。“我希望这本书写出
来，有历史的厚度，又有可读性，大家会喜
欢读它。”王益庸说，这样的写作对他的历
史人文研究也是新的挑战，是将文化研究成
果通过通俗易懂的故事形式来呈现，更易
于传播，也能够更好地推介杭州、富阳的山
水人文。

“孙权从杭州大地上走出去，在开疆拓
土的过程中，对家乡有别样的情怀，在书里
尽量体现家乡的一草一木对他的影响。”王
益庸说，写作中他也结合了很多杭州地区
特别是富阳的山水人文和乡风民俗、特产
等，书中不仅仅是在写三国故事，其实主要
是孙权与杭州的故事，让古与今结合，如写
到钱塘茶、余杭茶、富春茶、富春佳酿，“尽
可能通过生活和战争的故事，去推介杭州
名品，因为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小说中的孙权和历史中真实的孙权又有什么区别

在富阳，至今还有许多与孙权家族有
关的宗谱、遗迹和传说。富阳龙门古镇成
为孙氏后裔的最大聚居地，富阳人一直为
拥有孙权这样的历史英雄人物而自豪。

《三国演义》在世界文化宝库中是一颗
璀璨的明珠，这让孙权、曹操、刘备等成了
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但作为小说，书中
出现了尊刘蜀、贬曹魏、抑孙吴的缺憾。而
王益庸作为一名富阳人，一直以来都在为

“孙权正名”的路上努力着。
25年来，王益庸一直致力于孙权等乡

邦文史研究，他是一位三国迷，初中时得知
孙权是富阳人，觉得非常自豪，所以他与孙
权研究结下不解之缘，甚至辞掉了教师工
作。

这些年来，他研究孙权的头衔越来越
多、越来越大，他是浙江省孙权研究会会
长，并担任了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副会长。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向国内三国研究
专家的学习，他认为孙权在三国时期扮演
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鼎立三国主角、政
治谋略一流、外交最出色、军事不逊色、开
发夷洲（今台湾）影响最久远。如他很早就
提出了孔明借东风、草船借箭，其实都是东
吴战将的功劳。

在这套书中，王益庸依然坚持自己的
观点，通过一个个故事为孙权“正名”。如
体现孙权善于识人，举贤用能，更善于与手
下的文官和武将打成一片，这样以情动人
的故事就写了多个。

如“忠心多一点”一章，主要写凌统在
余杭的故事：东吴名将凌统的家乡在余杭，
与父亲凌操一起追随孙权，立下汗马功
劳。凌统出生入死，英勇无畏，屡建战功，
功名赫赫，成为孙权十分器重的一员猛

将。特别是那场逍遥津战斗中，他为掩护
孙权脱险，身负二十多处伤，成了主公的救
命恩人。这一年，凌统病重，油尽灯枯，他
自知命不久矣。孙权来到他的病榻前，君
臣二人相顾而泣。孙权请了好多名医，还
是没能留住凌统。此后，他亲自主持了凌
统的丧葬仪式，将他葬在村北凌操墓的左
侧，墓碑由孙权含泪书写。丧事完毕之后，
孙权在凌统老宅设丧宴，感谢凌氏族人与
乡民代表。

“希望能以新的解读方式，让此书走进
千家万户，我感觉很有意义。”王益庸说，因
为《三国演义》的影响，经典文学作品魅力
是无穷的，在后世的印象中孙权的形象不
是那么高大，但是，希望通过新时代的还原
或者尽可能走近那一段三国历史，让真实
的历史可以家喻户晓。

对于这一点，此次参与这套丛书音频
录制的浙江之声主播飞扬深有感触。飞
扬正是《梦回钱塘的孙权》的主播人，可以
说除了编辑部，他是完全通读这本书的第
一人，录制了 15 个章节，有声时长 600 分
钟。

“小时候的概念是，曹操就是一个坏
人，孙权就是一个跑龙套的，读了这本书之
后发现有许许多多三国时期的将领在《三
国演义》里是没有出现的，这本书给我们拓
展了很多三国正史的诸多细节，这是一个
功德无量的事儿。”飞扬说，作为一位“80
后”，对于三国时代的历史认知一般都来自
于《三国演义》。在读了这本书之后，才深
切地感受到，一直以来坊间所流传的崇刘
贬曹抑孙意味着什么，“三国演义经典需要
流传，但是这个民族要接续发展，我们真正
的文化根与魂该怎么回到正道上来传播，

雅和俗怎么来协调，我们可以提供这些俗
的解读，可以给大家提供一点茶余饭后的
谈资。”飞扬举例说，草船借箭，真正的主人
是谁，书中虽然没有提起，但却有了很好的
提醒，在三国历史舞台上，每个角色有什么
样的风云际会，最根本、最真实的东西在哪
儿。”

“我从这本书里看到了孙权在治国理
政上，有很多值得今天的我们仍然可以推
崇和学习的地方，如他对于人才、教育的重
视，对于将领的爱护，爱惜人才，说的是历
史，其实与当今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书里
还有很多细节值得我们去探讨。”飞扬感慨
说，作为一个“80后”的新杭州人，虽然在杭
州也有多年，但还没有真正深入地走过看
过。

“读了这本书，让我对这座城市多了一
种敬畏。”他说，读了这本书后想到书里提
到的地方去看一看。他说，可能这些地界
已经模糊了甚至有些地方已经找不到了。
但只有当你真正走上这片土地，再回想到
书中的细节，再梦回到三国的风云舞台，你
才能真切感受到三国时代为何能如此璀璨
是有道理的。

飞扬对于本书最后的章节回味悠长：
“最后以‘皇帝驾崩了’戛然而止，那一刻忽
然就停止了……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往下
写，但是，魅力就在于此，作者拿捏得恰到
好处，皇帝驾崩了，功与过该怎么评说，让
读者自己去品。”

在座谈会上，飞扬还现场朗诵了一小
节《表彰钟离牧》一章中的片段：“孙权望着
钟离牧，七步七道，都用史镜鉴正面问题侧
回答，回味深长……”他那声情并茂的朗诵
让现场嘉宾也回味深长。

王益庸将继续下一个“梦”：《首营台湾的孙权》

王益庸说，自己小时候有
很多梦想，图书梦、书法家梦、
作家梦……而他就朝着自己
一个个梦想在前进。作为孙
权的忠实“粉丝”，25年的探究
让他对三国、对孙权有了割舍
不下的情感。他说，对于这一
课题的研究，只有过程没有终
点，每次出书也是研究的一个
阶段的成果。

这本《梦回钱塘的孙权》
让他离自己的“作家梦”更近
了一步。编辑部对此次“讲
好杭州故事”优秀传统文化
丛书有严格的审校程序，由
文艺、历史等专家评审组五
审五校才能通过。最后，他
们给《梦回钱塘的孙权》一书
的评语是故事大开大合，引
人入胜；故事短小精悍，扣人
心弦；杭州人文山水资源利

用结合得好。
王益庸说，孙权对家乡

是有情怀和梦想的，此次他
将孙权一生中的闪光点都说
出来了，他一生都以一统天
下为己任，最终将其对家乡
的眷恋用梦回钱塘的结局来
呈现。形成梦的回归，将孙
权的梦落到杭州大地上，契
合历史元素，形成自然而然
相对完整的故事。

“我还要不断做梦，这个
‘ 梦 ’做 完 后 ，继 续 下 一 个
‘梦’，三年以后还想写一本
有关孙权的书。”王益庸说要
不断写下去，计划下一本书
要 讲 一 讲“ 首 营 台 湾 的 孙
权”，就是讲孙权与台湾的故
事，“历史上，孙权是第一位
到达台湾，实行统治的封建
帝王。”

“杭州优秀传统文化丛
书”是一套旨在传承城市历史
文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普
及读物，坚持“讲故事、轻阅
读、易传播”，充分呈现时代特
色、全域特色、故事特色、开放
特色。

整套丛书包括一部专著
和十个系列一百余册图书，内
容涵盖城史文化、山水文化、
名人文化、遗迹文化、辞章文
化、艺术文化、工艺文化、起居
文化、风俗文化、思想文化等
方面，既有全面展示，又有亮
点凸显。

为了吸引更多读者尤其
是年轻受众，丛书一改以文史

专家为主要作者的习惯做法，
邀请省内外作家担任主创团
队，组织文史专家、文艺评论
家把关提升，以丰富的历史故
事承载优秀传统文化，以细腻
的对话和情节蕴含优秀文化
思想，让该丛书成为一套令人
开卷有益、爱不释手、喜欢推
介的好书。

收听平台：浙江之声、喜马
拉雅、蜻蜓FM、杭州网、云听、
杭州之声、中国之声等。浙江
之声播出间 9 月 25 日起每晚
22：30—23：00。购买渠道有杭
州出版社天猫旗舰店、当当网、
博库网新华书店、晓风书店、言
几又等各大书店。

“杭州优秀传统文化丛书”
可读可赏可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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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王益庸，1977 年生

于浙江杭州。浙江省作

家协会会员，现任中国三

国演义学会副会长、中国

水浒学会副会长、浙江省

孙权研究会会长、杭州市

三国水浒学会会长。主

要研究方向：孙权与三国

文化。著有《赤壁之战》

《孙权研究文稿》《四大名

著与杭州》《孙权故里富

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