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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江奔流入海前，孕育了
长江三角洲最东的两座城市，江南
是年轻的上海，江北是有千年历史
的江苏南通，它被誉为“扬子第一窗
口”。

南通拥江吻海，江海风韵、山河
风光、田园风情在这里渐次呈现。
余秋雨先生不止一次到访南通，挥
笔写下名篇《狼山脚下》入集《文化
苦旅》：“汽笛声声，海船来了又去
了，来去都是满载。狼山脚下的江
流，也随之奔走得更加忙碌，奔向上
海，奔向大海。”当再一次来到南通，
这位文化学者细看又思，说了这么
一句：所谓旅游看的是自然生态，是
历史文化，这里其实最宜于生态游，
又宜于文化游。

认识并走进一座城市，可以从
博物馆开始。博物馆能正确打开一
座城市优美的史诗和美丽的画轴。
国家文物局的资深专家盛赞南通这
座城市本身就是一座大博物馆，一
座博物馆城。

作为近代遗址遗迹类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19世纪末以来的历史遗
存和文化空间，特别是张謇企业事
业的遗址散落在8000平方公里江海
大地，而环绕濠河比比皆是、尤其密
集。即使你在濠河畔和唐闸、天生
港、狼山三镇匆匆一瞥，也能很快在
脑海里形成一个深深的印象：整座
城到处可见张謇巨人般的身影以及
他遗落在此的“百年梦痕”。南通被
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亲切地称作

“中国近代第一城”。

要说博物馆城、“中国近代第一
城”，我更想说的是这里公共博物馆
之多，市区每5万人拥有一座博物
馆，领先全国。

公元 1895 年张謇创建大生纱
厂，10年后设立拥有园囿的博物苑，
至今已有114年。南通成为中国近
代纺织工业的发祥地，也成为中国
博物馆事业的肇始地。中国博物馆
界同仁都想来看一眼自己的“鼻
祖”。

进入新世纪，这一亮色再次添
彩增光。中国珠算博物馆率先在北
濠河畔建成，珠算是世界非物质文
化遗产，却非南通特有，国家有关部
门看中的是南通文博的特色和南通
人的用心用情。进得馆去，小的如
发饰那么袖珍，大的乃红木巨制算
盘，令见多识广的时任国际博物馆
协会主席库敏斯女士也大开眼界。

没过多久，又一个国家部门再
次相中南通，国家级的审计博物馆
也落户北濠河畔，与珠算博物馆相
毗邻。理由完全一样，“文博之乡”
南通是中国文博事业历史发展的窗
口。如今它已经入选新一批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近年，这种国家级博物馆扎堆
的现象再一次升温，南通中华慈善
博物馆在张謇所办大生八厂原址建
成开放。张謇先生既是实业家、教
育家，也是一位近代慈善家,学术界
的共识催生了这一国家级的博物
馆。

各种力量一起来办，财政给予

非国有博物馆补贴。十来年间，濠
河两岸新增了一批重量级文博场
馆，新老文博场馆共有20多座。环
濠河博物馆群蔚为壮观，被确定为
全国公共文化示范区。新建的城市
博物馆与南通博物苑隔河相望，连
接两个馆的一座桥同时也联结了近
现代。

赵无极先生在南通度过了难忘
的中小学时光，他和南通籍美术家
造就的中国南通美术现象，催生了
一批美术馆和名人馆：国家工艺美
术大师吴元新的蓝印花布艺术博物
馆，还有沈寿、王个簃、尤无曲、范
曾、范扬等美术名人馆如夜空星辰，
散落在社区街巷。民营的中心美术
馆创办起来了，10年就举办了150
个展览，60多场讲座，100多次大大
小小的文艺活动；政府创办的综合
性美术馆也已封顶。通作家具博物
馆、红木雕刻艺术博物馆、梁承榨榛
博物馆、榫卯文化博物馆等木作非
遗博物馆也正在兴建。

依据地域特色、历史遗存，南通
已构成一个有机关联的博物馆体
系。

刚到南通读大学的梁同学兴奋
地打电话告诉家人：“我正在慈善博
物馆参观呢，南通的博物馆太多了，
一个星期还看不完！”拥有如此密集
又风格迥异的博物馆群落，是南通
绵延历史文脉的荣耀，也是抵达这
座城市的中外访客热烈追捧之处。
因为它们带你进入的不只是一个物
质化的世界，更是历史文化的宝
库。一座馆就是一座文化地标，浸
润着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

博物馆是城市展陈历史、展现
文化的一扇扇窗，通过它们不仅能
看到城市的底色，还能看到城市的
亮色。博物馆文化成为南通江海文
化的一抹重彩，这里的博物馆成了
市民和中外宾客最好玩的场所。要
看博物馆就要到南通，到南通玩就
去博物馆。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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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随台州市的文化考察
团到过桂林。“桂林山水甲天
下，阳朔山水甲桂林”，桂林和
阳朔如诗如画的美景，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就
跟同伴笃定地说：桂林，我一
定还会再来。

想不到，与桂林的约定，却
成行于24年后。早些天，同学
群中一则“相约桂林”的海报
让我心动。我马上与发起人
汪同学取得联系，相约踏上了
前往桂林的旅程。

这次游程来去 5 天，行程
虽短，包罗不了所有的美景，
却也网罗了两地的精华，更因
为有同窗好友同行，平添了几
分快意。

到达桂林已经是下午 4
点，我们稍作洗漱，就急急地
坐上酒店门口的双层公交，来
到了两江四湖的榕杉湖景区、
日月双塔及正阳步行街。所

谓两江，是指漓江和桃花江；
四湖，是指杉湖、榕湖、桂湖和
木龙湖。它们形成的游览水
系即“两江四湖”工程，是20世
纪末修建的也是桂林历史上
最大的环保工程，更是为桂林
锦上添花的系统工程。

我特别期待观瞻榕杉湖的
夜景，据说那是一种摄人心魄
的美。因此，我们慢慢悠悠地
在景区闲逛，等待夜晚降临。

榕杉湖位于桂林城中央，
是一个水体相连的心湖，它以
阳桥为界，东为杉湖，西为榕
湖，因湖岸生长的榕树和杉树
而得名。闻名于世的日月双
塔就坐落于湖中。据介绍，日
塔为铜塔，位于湖中心，高 41
米，共９层；月塔为琉璃塔，高
35米，共７层。两塔之间以18
米长的水下水族馆相连。铜
塔所有构件如塔什、瓦面、翘
角、门拱、雀替、门窗、柱梁、天
面、地面等均由钢材铸锻而
成，并以精美的铜壁画装饰，
整座铜塔囊括了3项世界之最
——世界上最高的铜塔、世界
上最高的铜质建筑物、世界上
最高的水中塔。日月双塔是
桂林两江四湖夜景重要的景
色之一。

夜色阑珊，我们流连忘返
于杉湖之畔，从不同的角度拍
下这如梦如幻的美景。迎面
遇见老外游客一拨拨，他们喜
笑颜开，或长枪短炮对着湖区
和双塔拍夜景，或融入其中人
景相融摆Pose。有一对老外夫
妻拍着拍着，高兴之余，突然
做着手势，主动邀请我的两位
同伴一起照相，那种置身大自
然、四海一家亲的氛围，很是
感染人。

不过，要说印象最深，当数
竹筏漓江和游览世外桃源及
訾州岛了。

20 多年前的漓江游，我们
走的是“大漓江”，坐的是游
船，而此次却是竹筏漓江，别
有风味。

筏行江中，迎面打开一幅
幅奇妙的山水画卷：奇峰倒
影、碧水青山、渔翁闲钓、古朴
田园，让人真正体会到了“筏
在江中走，人在画中游”的绝
美意境。

要说精华，非“世外桃源”
莫属了。据介绍，世外桃源是
国家4A景区，全国首批农业旅
游示范点和世界旅游组织推

荐度假旅游地，由荷花池、燕
子湖、燕子洞、侗乡风情和原
始部落组成。我们一踏入此
地，就被一幅幅小桥、流水、田
园、古村及水上民族村寨融为
一 体 的 绝 妙 画 图 迷 住 了 双
眼。来到这里，你的内心一定
会说：“世外桃源”果然名副其
实！

燕子湖，是每位游客的向
往。当小船载着我们优哉游
哉地向纵深滑行，只见两岸青
山，江中碧浪，小桥流水，村树
含烟，“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一切
都 显 得 那 么 恬 美 而 富 有 诗
意。那戴着斗笠的船夫、一身
侗装的导游，这厢岸边歌台有
美女欢迎的热舞，那边亭阁阔
地有侗族小伙力量展示表演，
都让我们沉醉其中。桂林阳
朔最值得一来的，我以为应该
就是这里。因此，我向朋友们

作了特别推荐。
訾洲岛位于百里画廊的核

心区，是漓江上最著名的一座
洲岛，与漓江、象山水月融为
一体，交相辉映，千年为伴，是
观赏城徽象鼻山的历史起源
之地。它于2009年开始重建，
2011年建成对外开放。

訾洲岛浓缩了桂林山水及
历史文化的精华，是一个集生
态、文化、旅游、休闲为一体的
综合性游览区，现在已成为桂
林景区的新亮点。当年唐宋
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曾受邀
来游览訾洲岛，并写下最早颂
扬桂林山水的名篇——《訾家
洲亭记》，其中“今是亭之胜，
甲于天下”，这是第一次把“桂
林山水”与“甲天下”联系在一
起的评说，比宋代王正功的

“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要
早384年。

此外，我们还去了多耶古
寨、银子岩等，这些都是我过
去不曾游过的地方。

多耶古寨，是桂林最具侗
族少数民族特色的旅游景区，
由政府出资而建。主要是发
展旅游业和保护少数民族文
化。导游介绍，“多耶”，代表
侗族大歌，也是侗族人最吉祥
的祝福。我们欣赏了最具代
表性的侗族三宝——侗族大
歌、风雨长廊、鼓楼及吊脚楼
等。据说住在这里的少数民
族，主要以接待游客，宣传自
己民族的文化，推广他们自制
的手工艺、银器、蛇药等来维
持生活。村寨比较小，但很有
特色。

4A景区的银子岩，是桂林
最美溶洞，洞内汇集了高达数
十米，雄、奇、幽、美，像银子似
钻石的钟乳石，特色景点以音
乐石屏、广寒深宫、雪山飞瀑
为三绝，以佛祖论经、独柱擎
天、混元珍珠伞为三宝，溶洞
奇观，美轮美奂，是喀斯特地
貌典型代表。有一句口号说
得好：游了银子岩，一世不缺
钱。要真是，那才开心哦。

我们边游边览，聆听了侗
族大歌，并与侗族姐妹们一起
歌舞；接抢侗族绣球，祈愿圆
满幸福；携手走过风雨桥，祈
祷一生平安；购买了壮锦壁
挂，为家居添彩增色……

再游桂林，重享美景；同学
结伴，快乐盈盈。美丽的桂
林，再见！

相 约 桂 林桂 林
□张 辉

这几天，临海人忙着赶赴一场
“夜色盛宴”——灵湖灯光艺术节。

作为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得
主，灵湖之美，早在2017年就得到
最权威的官方盖章认定。

对于临海人来说，它像一种戒
不了也不想戒的“瘾”，白天去，晚
上去、周末去，工作日捉空望闲还
想去……与灵湖的约会，临海人本
就乐此不疲。

有了炫丽梦幻的灯光艺术加
持，灵湖还不美得逆天了？理所当
然，临海人的“灵湖之瘾”也发作得
更加频繁了。

逛灯光秀逛得如痴如醉之时，“咔
嚓”几声，一个反手就把微信朋友圈的
九宫格装满了，景色太美，刷屏无罪！

但实际上，在灵湖灯光艺术节开
幕之前，在大约几个月的时间周期里，
很多临海人已经开启了夜间刷屏模
式，紫阳街、东湖、江南长城……一波
又一波的“最美夜色”裹挟着临海人傲
娇的小表情在朋友圈登陆。一个“美
丽不打烊”的临海已经全
新上线了！

灵 湖

此次灵湖灯光艺术
节以整个灵湖为载体，由
时空长廊、乐园、奇幻森
林、琼林玉树、回音、青丝
彩络等14个点位上的不
同主题灯景构成，动态演
绎了人文自然与现代科
技的完美交融，让灵湖的

清姿雅韵在光影中呈现出别样
的视觉效果。

东 湖

开凿于北宋年间，原为水
军泊船屯兵之所
的东湖，以典型江
南园林的形态，已
经 美 了 上 千 年 。
然而在今年以前，
一到夜晚，它所有

的光彩都归于沉寂。
亮化后的东湖，如一颗明珠，照

亮了临海古城区。亭台楼阁、回廊
拱桥、垂柳古樟……一景一物在灯
光的辉映下，美得摄人心魄。

紫阳街

这条1080米长的中国历史文
化名街，青石板里写满明清旧事。

今年“利奇马”台风肆虐期间，它
遭受着洪水的侵袭，一度陷入令人忧
心的黑暗，但当第一盏灯光重新亮起，
它注定迎来更为炫目的新生。

夜色中的它，流转着深深浅浅
的岁月光华，浮动着悠悠远远的人
文气息，美到不可方物，却又寂静得
黯然销魂。

台州府城墙

雄关不独北国有。有“江南八
达岭”之称的台州府城墙（江南长

城）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
AAAA级景区。

中国古建筑学泰斗罗哲文先生
把台州府城墙赞誉为北方明长城的

“师范”和“蓝本”。
雄峻中不乏秀丽，这是台州府

城墙独特的魅力，当夜晚的灯带亮
起，这秀丽更加呼之即出。

台州府城其它著名景点

台州府城始建于晋，成于隋

唐，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
单。

整个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总
面积共计3.12平方公里，除了上文
提到的江南长城、紫阳街、东湖，还
有巾山塔群、崇和门等名优景点，
旅游资源丰富、层次多样，极具旅
游价值。

亮起来的台州府城，处处流光
溢彩，却又不失其大气厚重。

路上的风景

临海的路和桥，条条通往风
景，条条皆是风景。见证历史的
崇和路、出入繁华的靖江路、起转
承合的江滨路、现代时尚的临海
大桥……它们像一条条清晰的脉
络，串连起如今愈夜愈美丽的大
临海。

江南名城不少，24小时“美丽
不打烊”的仅此一座。来临海走走
吧，趁夜色正好，你还未老……

□杨红枫文 郭华坚摄

临城临城临城临城，，，，
越 夜 越 精 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