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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体现人类的爱美之心。在中
国，亭台楼阁除了实用的功能之外，其实
就是艺术的作品。中国古建筑的魅力在
于它的民族韵味，是与中国古典的诗词
书画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
美学趣向。

中国的建筑体系形成于公元前15
世纪，至汉代已趋成熟，所谓“秦砖汉瓦”
都有美学价值，唐宋达到高潮。林徽因
说，中国的建筑特点是木结构，包括梁
柱、斗拱和屋顶，这种建筑思想后来被

“翻译”到石建筑上去了。墙壁只起分隔
内外的作用，而不必承重，这种构架法符
合现代的钢架或钢筋水泥构架原则。更
可贵的是，中国古人对美的不断创新与
追求，这种古典美可以称之为“国风”。
在中式建筑中，厅堂、门楼、廊庑以及其
围绕的庭院，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屋顶
出檐的深远，瓦坡轮廓的优美，给人庄重
清丽之感。相比西欧早期“砌拱制”的垒
石建筑，中国古建筑要灵动得多。

中国建筑思想的三个原则是适用、
坚固、美观。美学趣味追求自然、实用、
简明，绝不滥用色彩。根据《易》的理念，
中国古建筑有均衡对称的特点，体现阴
阳调和，中庸之道。

最能体现中国建筑文化特色的是
“亭台楼阁”。亭，原是古人供旅人暂歇
的小型建筑，后被引入园林山水之中。
李白《菩萨蛮》词云：“何处是归程，长亭
连短亭。”庾信《哀江南赋》云：“十里五
里，长亭短亭。”但即使如此简单的建筑
物，也承载过如“兰亭”“醉翁亭”一类的
千古佳话。亭后来也发展至多层。辛弃
疾：“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的
感慨，就发自镇江北固山上的北固亭上，
而北固亭又称“北固楼”。台一般都是宏
伟的建筑，曾是供帝王登临游宴的地方，
周文王有灵台，曹操有铜雀台，都十分有
名。而陈子昂的名句：“前不见古人，后
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
下。”写于幽州台上。楼是最常见的中国

古建筑，凡城市皆有楼，但名楼气象也自不相同。鹳雀楼给人“白日
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王之涣）的辽阔，大观楼给人“五百里滇池奔
来眼底”（孙髯翁）的壮观，岳阳楼除了洞庭胜状，还寄人以“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开阔胸怀。阁，也是楼的一
种，通常四周设隔窗或栏杆回廊，供人眺望，如可以看“落霞与孤鹜
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的滕王阁。还有的藏书楼称为“阁”，
著名的如北京“文渊阁”、宁波“天一阁”等。

中国地域辽阔，又有极深的历史积淀，各地文化特色鲜明。明
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周、宋、齐、鲁、晋、卫自古
为中原之地，是圣贤明德之乡，故皆有古昔之遗风焉。”如，齐地原是
姜太公的封地，周公曾问：“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这以
后形成了当地的文化遗风。而鲁地则是周公的封地，太公曾问：“何
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鲁也是孔子久居之地，形成了以儒
家为主的文化气象。会稽是禹的封地，大禹治水的精神，仍然影响
着浙江一带的文化风尚。贤人微子封于宋，周文王、周武王的先师
鬻熊之后生活于荆楚一带，这些古圣贤对当地文化都有根深蒂固的
影响，并各有其特色。地方的文化特色和差异，在一省之内，甚至一
县之内都可以细分。

来到一座城市，看不到能体现当地文化特色的当代建筑，是一
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建筑是文化的体现，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一个
新的时代，各个城市理应有与这个时代相称的标志性建筑，使我们
每到一个城市，都可以留下很深的不同印象。除了保存好建筑的文
化遗产，我们还应该为后人留下属于自己时代的建筑精品。世界级
建筑大师贝聿铭许多杰出的作品，都注入了文化的符号，在有限的
空间里，引导人们穿越历史和未来，如他为巴黎卢浮宫扩建工程设
计的玻璃金字塔。他的作品如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香山饭店、苏州

博物馆等，即在现代建筑中体现了华夏文明的风采。戴
复东先生对当代建筑提出“现代骨、传统魂、自然衣”的标
准，由他带领团队设计的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建筑群、上
海中国残疾人体育艺术培训基地——诺宝中心、安徽无
为县“农民文化广场”等作品，很好体现了这一理念。我

们期待祖国的现代化城市中，能出现更多精美
的建筑，展现中华大地的国魂、国风。

建筑与人类活动联系在一起，必将留存人
文印记。现代的建筑，在后人眼里就是历史的

遗存。我们曾感叹古人的智慧和
审美情趣，那么，今天我们理应留

下一些让后人叹为观止
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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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渚城里村立村于明正统年
间，此前，置属于海门卫管辖的千户
所，位于中旧城。正统八年（1443），
户部侍郎焦宏巡历海道，以“处非
其地”，遂将所城迁徙到现在的桃
渚，成为浙江沿海为抗倭而建的41
个卫、所城之一。

迄今为止，桃渚城还保存着全
部城墙和城门，城高4.5米，为不规
则方形，条石砌筑，周长1366米，
东、西、南三座城门内都设有瓮城；
环城有12座敌台，是国内保存最为
完好的明抗倭古城。

城内后所山有“眺远”“镇海”等
明代摩崖石刻，城西北有立于明嘉
靖四十年（1561）的《新建敌台碑记》
石碑，记载了戚继光抗倭功绩。城
北有校场、将台遗址，相传为戚继光
点兵之处。城内还有建于清乾隆十
五年（1750）的鹤峤书院、衙门遗址、
黄衙井（古称沧浪州）、郎德丰、郎家
里、金家里、旗杆里、明石经幢等胜
景。

2001年6月25日，桃渚城和台
州府城墙同时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桃渚，是与戚继光休戚相关的，
在这里，戚继光将军取得了首战台
州的胜利，掀开了在台州“九战九
捷”的序幕，此后，台州不再有倭寇
之乱，在当地留下了许多故事。

2009年6月，“戚继光抗倭传
说”被浙江省政府列为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明嘉靖年间，倭寇频繁出没
我国东南沿海，专门抢劫财物、掳
掠人口，临海沿海深受其害。仅
《民国临海县志》有明确时间记载
的倭患就有13次之多，其中明确
记载在桃渚的有4次，每次“杀人如
刈草”，“男则导行，战则令先驱”，妇
女“昼则缫丝，夜则聚而淫之”，老百
姓“谈倭色变”。

1559年4月，距户部右侍郎焦
宏亲自督造桃渚城才16年，小城便
迎来了历史上一次最大的倭患——
数千名倭寇疯狂地围攻桃渚城，从
东、南、西三门同时发疯似的分批进
攻，不给城内军民一刻休息的时
间。显然，敌人是想攻下小城作为
自己进攻陆上的据点。千户翟铨看
出了对方的意图，他一边组织城内
军民有秩序地昼夜浴血奋战，一边
派出飞骑向戚继光将军求救。

此时，31岁的戚继光于4年前
由山东登州署都指挥佥事调任浙
江，两年前任宁、绍、台参将。此时，
他驻军宁波，接到急报后，经紧急研
究，他决定先扫除进军路上的倭寇，
然后再解桃渚之围。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戚将军
的决策是正确的。正如砍一棵大
树，先去其枝叶，剩下的也就不费
多大力气了。戚将军带领部下立
马起程，途中也不埋锅做饭，饿了
就吃随身携带的柿枣饼干充饥，
星夜赶赴至目的地。

离桃渚较远的涌泉、章安、薛
岭一带的倭寇，做梦也想不到前
天还远在300里外的戚家军星夜
从天而降，许多士兵还没有醒过来，
就直接到阎王那领报到证。

斩净了枝叶，戚继光开始部署

战略。
4月16日，是个雨天，被围困了

七天七夜的桃渚城在老天爷的帮助
下，终于有了个缓和的时刻，戚继
光命令都司戴冲霄挑选了手下最
精锐的一批几十人组成的鸟铳
手，乔装成普通老百姓，轻易地越
过倭寇的包围圈，顺利地进入了
桃渚城里。与翟铨会合后，说明
了戚将军的破敌之计。

第二天，天放晴，倭寇分成几
支小分队重新开始攻城。倭寇刚
刚架起云梯，就听得城楼上一阵
炮响，宁静的城墙上忽然间旌旗
蔽日，“戚”字大旗迎风飘展。攻
城的倭寇倍感困惑之时，城墙上
鸟铳弓箭齐发，枪林弹雨之下，倭寇
死伤无数，一时失去了阵脚，放缓了
攻城的速度。

负责攻城的倭寇头目看到这
种情形，不得不怀疑明军的主力已
进城，于是吹响退兵的海螺号。退
兵不数里，却被埋伏在山中的戚继
光主力逮了个正着。而此时，城内
的将士在翟铨与戴冲霄的组织下，
重振军威，从后面把倭寇包了“饺
子”，扎扎实实地打了一个大胜仗。

这是戚继光将军入台的第一
战，打出了戚家军对倭的威风，打出
了对倭的作战经验，打出了士兵的
勇气和信心，拯救了当地千万百姓，
打消了当地人民“谈倭色变”的通
病。同时，也为戚家军今后在台州
九战九捷做了很好的铺垫。

两年后的1561年，刑部郎中、
临海人何宠撰写《新建敌台碑
记》，点出了此战的功绩：“桃渚前
岁被围七昼夜，城几岌岌……公
（威继光）统大兵压境，长驱以破
巢穴，城赖以全，活者数万。”全文
勒石立于西北角的敌台上，向人
们展示了昔日桃渚的地理险要及
其重要性，时时向人昭示在这弹丸
之地曾经经历的风风雨雨。

戚继光进驻桃渚城后，看到城
池破败，立刻发动军民大规模修复
城墙，他察看地形，分别在东北角和
西北角创造性地修筑了一座空心敌
台，使桃渚“城上有台，台上有楼，高
下深广，相地宜以曲全，悬瞭城外，
纤悉莫隐。”（明·何宠《桃渚新建敌
台碑记》）空心敌台的修建，大大增
强了桃渚城的防御能力，其后，戚继

光在台州府城修建城墙时也采用了
这种方法，为他晚年大规模建造北
方长城空心敌台开启了先河。不
得不说，这一军事建筑史上重大
突破的起源，正是在桃渚城。

至今，桃渚城里的许多古迹，
还与戚继光息息相关，城内有粮
仓、校场、军火库、大水池、40口古
井。即使被围几个月，小城内的供
需也能自给。

城内有大、小两个校场，是城内
驻军布阵排兵的地方。当年，戚家
军应该在此地练过兵。

戚继光无疑是我国古代史上
一员伟大的军事家，他一到临海，
马上意识到江南的作战方法与北
方的完全不同：北方的一马平川
与江南山水相间的地理特点，绝
不能照搬北方的那一套。

经过一番探索，戚继光发明
了“鸳鸯阵”：将12人编成一队，每
队设队长一、伙夫一，其余10名为
战士，作战时队长居中，前面两人
分别持大型长方盾牌和小型圆盾
牌掩护，为全队队员及队长阻挡
敌人的弓箭及长枪，并掩护后队
前进，同时两人带有标枪、腰刀，
以便与敌近战；队长后面4人左右
各一人手执狼筅；再后是4名手执
长枪的长枪手，左右各两人，分别
照应前面左右两边的盾牌手和狼
筅手；接着再跟进的是两个手持

“镗钯”的士兵担任警戒、支援等
工作。如敌人迂回攻击，短兵手
即持短刀冲上前去劈杀敌人；伙
夫则跟在队尾，随队前进。全队
各种兵器分工明确，每人只要精
熟自己那一种的操作，有效杀敌
关键在于整体配合，令行禁止。

值得一提的是狼筅这种“新
式武器”，它是戚继光进台州后才
发明的，利用南方生长的毛竹，选
其老而坚实者，将竹端斜削成尖
状，又留四周尖锐的枝枝丫，每支
狼筅长3米左右，完全符合冷兵器
时代的“一分长，一分强”的兵器
谚语。而长兵器的缺点在于近身
作战，只要敌人迂回避开接近狼
筅手，狼筅手便很难战胜对手。
戚将军显然考虑到了这个缺点，
其后的长枪手和“镗钯”手便迎面
而上，弥补了这一不足。

这种战术，左右对称，十二双

手十样兵器有如一个使用，而且长
短兵器配合得体，战斗时以一当十，
所向披靡。实战时，阵法又可以
根据情况和作战需要变纵队为横
队，以狼筅当先，两长枪各夹一
牌，短兵在后掩护，便成了“两仪
阵”。还可以变成“三才阵”“五行
阵”和“小三才阵”，灵活机动，正
好抑制住了倭寇优势的发挥。经
过“鸳鸯阵”法的演练后，戚家军
在与倭寇的作战中，每战皆捷，以
致今后数百年内东南沿海再无倭
患。这一历史，不正是开端于桃渚
大捷？不正是得益于“鸳鸯阵”？

历史是一台筛选机，通过时间
的隧道，那些不显眼的都被筛在了
半途，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中，剩下
的都是精华。历史又是一条长河，
历史上的人物，便是河流中的沙石，
在经过长距离的搬运后，那些经不
起考验的，都沉入了河底，成了淤
泥，而能够到达下游的，都是经过千
锤百炼后的结晶。

桃渚是不幸的，在一段很长的
时期内，一度遭受着外敌的蹂躏；桃
渚又是幸运的，它迎来了戚继光将
军，给历史留下了辉煌的一笔。当
地老百姓不会忘记，台州人民不会
忘记，中国人民不会忘记。

年轻的戚将军在台州并没有
长时间的留守，当然也不可能在
桃渚过长停留。桃渚大捷后的第
二年，戚继光改任台、金、严参将，
再一年，升都指挥使，职务不变。
第三年，他便离开了台州，转战福
建抗倭。

此后，桃渚再无倭患的记载，
或许，是倭寇慑于戚继光的大名，
再也不敢在这一带登陆了：人的
名声，其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有时
候，他能吓退百万雄兵。当年金
兵感叹“憾山易，憾岳家军难”，一
听说岳家军就吓得屁滚尿流。同
样，倭寇对于“戚继光”的名字，也
是闻风丧胆的。

历史是无情的，它吞噬着岁月
的变迁，容颜的易老；历史是多情
的，它将一个个英雄的名字深深地
刻在自己的年轮上。

桃渚，离不开戚继光；戚继光，
因桃渚而名扬四海。它们的名字，
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抒写了辉煌的
史诗。

抗 倭 古 城 话 抗 倭
——古村里的历史记忆

□问 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