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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西游（7）傻强的

百年老屋穿上
粉色“针织衫”

波兰雕塑家、 街头艺术家 Olek 创
作的街头钩针艺术和针织火车头非常
有名。 针织艺术看起来可能有点过时，
Olek 却用它来表现日常生活、 灵感和
希望，同时也揭露了一些政治和文化问
题。 在一些叙利亚和乌克兰人（大多数
是难民）的帮助下，Olek 让一座两层楼
的老屋穿上了充满活力的粉色“针织
衫”。这所百年老屋坐落在芬兰凯拉瓦，
1939-1940 年间曾遭到轰炸，如今已成
为希望的象征。 罗欣欣

停车位
变艺术空间

在美国，年轻人成熟的标志之一便
是能够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并开着
心爱的车上学，这意味着你甚至还能有
自己的停车位。在佛罗里达州的西奥兰
治高中和德克萨斯州的鲍伊高中，你不
仅可以得到一个停车位，还能自由地涂
鸦！这群美国高中生用自己的想象力占
领了整片停车场，从模仿自己喜欢的专
辑到向喜爱的球队致敬，他们将原本平
淡无奇的停车场变成了艺术杰作。

姜岚子

选一簇鲜花
隆冬时节，阴雨绵绵，难见晴天。 不少朋

友选择去四季如春的花都昆明度假， 逃离雾
霾深重的长沙。接近年关，被琐事困住没有出
游时间的你不要遗憾， 长沙也有一处“小花
都”——— 红星花卉市场。

2016 年 4 月才开业的红星花卉市场
（鲜切花市场）， 营业面积达到 2500 平方
米， 是长沙第一家鲜切花专营花市， 叫它

“小花都”一点也不为过。什么是鲜切花？鲜
切花又称切花，是指从活体植株上切取的，
具有观赏价值， 用于制作各种花卉装饰的
茎、叶、花、果等植物材料。

在花店买一朵花的钱， 在这里可以买一
束。 以桔梗为例，元旦期间大约 12支一捆，价
格只要 30元左右；还有一种很讨喜的鲜花，叫
做“迷雾泡泡”，价格也非常实惠。 花苞圆而饱
满，数量非常多，最多单枝可达到 10 个以上，
最少的也有 5 个，花瓣极富层次感，优雅神秘
又俏皮可爱，是目前多头玫瑰中的大花苞型品
种……喜庆洋洋的玫瑰、牡丹、郁金香，低调而
有气质的风信子、小雏菊，明亮而温暖的向日
葵、香雪兰等应有尽有，这里的鲜花与昆明同

步上市，你想要的鲜花，都可以在这里找得到。
临近新年，除了准备年货外，将家里里外

外装扮一番也很有必要，鲜花是点睛之笔。 在
这个阴郁的冬天， 就用各色鲜花装饰你的房
间，点亮你的心情吧。

逛一条古街
都正街位于长沙市解放西路南侧， 是一

条古韵悠长的历史老街。踏进大门的那一刻，
岁月深处的老长沙市井生活气息迎面扑来。
古旧老宅、雕花窗门、老门楼、黛瓦青墙、麻石
路、仿古屋檐、黄包车、长沙弹词等各种民俗
符号在都正街俯拾即是……行走其间， 仿若
跌入了时光隧道。

手工作坊、小资咖啡馆、烤串屋、仿古小
店、大隐于市的私人会所、老字号粉店、小清
新的理发厅……各色小店隐藏在明清时代风
格的仿古建筑中，漫步在麻石路，恍惚间回到
了百年前的老长沙街巷。

东池一直都是大门紧闭。 透过这道铁门
的窗口，将园内的景象细细定焦。 放眼望去，
园内假山流水、雅致幽静。 光阴磨砺，曾经的
人文鼎盛之地慢慢变为现在的老旧小巷，令
人唏嘘。

从都正街一直走到末端，就到了高正街，
出口便是长沙鼎鼎有名的天心阁。 这条重生
的老街，用它独特的存在方式，展示了最典型
的老长沙生活，恢复了最完整的老长沙记忆。

长沙人可在这条 180 米的街巷中坐观历
史风情，触摸市井愉悦，体验人文穿越和商业
跨界。 如果你时间充裕，不妨在这里慢慢消磨
整整一天的美好时光。

做一回图书管理员
终于要放寒假了， 小朋友们是不是很想

开心地大吼一声？漫长寒假，如何过得充实而
有意义呢？ 何不去长沙市图书馆当小小图书
管理员？

从 2017 年 1 月 7 日起至开学，长沙市图
书馆将开展“小小管理员”活动，7-16 岁的青
少年均可报名参加，届时，大家可以在儿童借
阅室和青少年借阅室待上一整天了。

从 1 月 7 日起，每天下午 1:00，小朋友们
可在长沙市图书馆 2 楼报名领取号牌， 将号
牌交给指定的服务台工作人员， 在工作人员
的指导下进行实践活动， 主要内容是疏导读
者、劝导文明阅读、整理书籍并归架。

杨雨晴 /整理

寻古街，逛花市，
这个冬天不再乏味

上海交通大学董浩云航运博物馆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 13：30－17：00
地点：上海市徐汇区华山路 1954 号
上海交通大学董浩云航运博物馆是我国高

校系统中第一座介绍中华民族走向海洋光辉历
程的航运史博物馆，也是一座介绍上海“以船兴
市” “以港兴市”的历史陈列馆。 馆址是学校早
期的学生宿舍，充溢着历史的沧桑况味。

1 楼为中国古代航运史馆。 2 楼为董浩云生
平陈列馆，浓缩了“世界七大船王”之一董浩云的传
奇人生。馆内还有“郑和宝船”“耆英号”“大西洋信仰号”“东方之星号”“海上巨人号”等诸多知
名的精美船模。 秦浪海

从敦煌出来，路很长，一天要经过嘉
峪关、张掖，最后穿过祁连山脉到达西宁，
高速国道夹杂，总共 840公里。

我们放弃了去嘉峪关关口以及七彩
丹霞，一路快马加鞭，奔波劳累一天，日落
西山方才抵达祁连山。 不巧赶上下雪，原
本崎岖的山路又增加了几分险峻，西北的
雪铺天盖地绵延百里， 伴着凛冽的寒风，
人也蜷缩了起来。 经过近 3 小时的路程，
我们终于出了祁连山，到达西宁的郊区。

次日清晨，开启了青海湖的环湖之旅。
青海湖环湖一共 300 多公里，沿湖的

风景不断更迭， 我们从环湖南路进入，二
郎剑景区成为了观湖的最佳景点和唯一
景点。 作为青海藏民眼中的圣湖，任何商
业活动甚至捕鱼都不准在湖内进行。 我们
悠哉地跑在公路上，也许是纳木错的美太
过绚烂夺目，脑海里还在不断回放那一帧
帧画面。 正出神时，偶遇一条路通往湖边
的祭海台，驱车前往，也算是站在了青海
湖边。

继续向前， 我们经过了黑马河乡，这
里是湖边看日出的地方，没有打算留宿青
海湖的我们匆匆离去，赶往鸟岛。 鸟岛是
位于环湖西路上的一个景区，可以近距离
接触青海湖，且没有人管辖，有一种整片
地方都是我们的自由感。

从鸟岛出来， 便渐渐驶向了环湖北
路，北路上有很大一部分地区距离湖边很
远，甚至连青海湖都看不到，人迹罕至，景
色也相比南路逊色不少。 北路最重要的景
区就是沙岛和金沙湾，其中沙岛是国家开
发的旅游景区，而金沙湾是许多私人建设
的景区接连在一起，各有特色。 青海湖旁
为何会有一片沙漠？ 询问当地人，他们也
很难解释这个现象， 只知道它一直存在
着。 我想应该是大自然抖了一个机灵，沙
漠中能有一点绿洲，那这大湖旁自然可以
有一片沙漠。

少许逗留之后， 天色也逐渐暗了下
来，接下来还有约 3 小时的路途才能回到
西宁，加快脚步，毕竟夜晚的青海湖冷得
让人瑟瑟发抖。

所谓十里不同天，从西路出来到北路
后，原本碧蓝无云的天空，突然变成了一
幅黑云压城的景象， 伴随着夕阳的黯淡，
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可再往前走突破
这一片乌云，马上又是晴空万里，令人惊
叹。

回到西宁后， 我们做了一个临时决
定，在去西安踏上归途之前，去圆一个多
年的梦———银川，镇北堡，追寻大话西游
的足迹。 （待续） 傻强

巴斯位于英格兰西南部， 是英国著名的
旅游小城， 也是英国唯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的城市。 巴斯被美丽的田野和宁静的乡村
包围，由于临近威尔士，所以小城除了拥有英
格兰的古典美外，还兼具威尔士的淳朴自然，
因而被誉为英格兰最美的城市。

巴斯以其独有的温泉浴池享誉全球，公
元 1 世纪， 入侵英国的罗马人看中了这里美
丽宜人的温泉， 并将此地取名为“巴斯”（即
“浴池”）。

建筑是城市的时装， 也是历史的镌刻。
巴斯的精致凸显在它的城市建筑艺术上。 巴
斯建筑虽然古老，但风格独特，令人叹为观
止。 巴斯的建筑有的继承了古罗马风格，比
如那座全英有名的巴斯大教堂（女王驾临时
下榻于此），塔楼高耸，塔顶尖尖，窗户嵌着
彩色玻璃，墙上刻满雕塑。 与此并存的是另
一种后哥特式风格，建筑学上称之为新经典

主义。 两者最明显的不同是在门和窗的上
框，前者是尖圆形，后者是圆弧形。 后哥特式
风格为英国所特有，且源头在巴斯，至今保
留得最完整。

巴斯很小，没有高楼林立，没有车流喧
嚣，仿若世外桃源里的一个大户人家，悠然
自得。 这个“大户人家”最让人称赞的，还有
那些漂亮的乔治亚时期的建筑。 这其中，令
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无疑是象征太阳的圆形
广场和象征月亮的皇家新月楼。 皇家新月楼
是巴斯气势最恢弘的大型古建筑群， 小约
翰·伍德设计，由连体的 30 幢楼组成，有 114
根圆柱， 优美的新月弧形曲线浑然天成，高
贵典雅， 其街道被誉为英国最高贵的街道。
从新月楼的一端转过去，就是圆形广场。 圆
形广场为小约翰的父亲老约翰·伍德所设
计， 由高贵典雅的 30 个连体建筑组成一个
巨大圆环，圆形广场上共有 528 个有关艺术

和科学的徽记和雕塑，分布绵延在整个圆形
广场旁的街屋、石柱上。

巴斯的盖尔街上还有著名英国女作家
简·奥斯汀的纪念馆，她在 1801年随退休的父
亲移居到巴斯，世界名著《傲慢与偏见》就是
她当年在巴斯度假时的杰作。《劝导》和《诺桑
觉寺》等名作，都是她通过了解巴斯的城市面
貌、社会生活、中产阶层的人际关系等素材之
后写作的成果。 为了纪念这位描绘了巴斯美
丽风貌的女作家，从 2000年开始，每年 9 月下
旬巴斯都会举行简·奥斯汀艺术节。 因为简·
奥斯汀的许多小说都以摄政时期的巴斯为背
景，所以有了节日上最盛大的节目———“摄政
盛装漫步”活动。近 1000名来自英国各地的人
们穿着英国摄政时期的服饰组成长达 100 米
的队伍，在巴斯最繁华的街道游行和表演，表
达对简·奥斯汀的怀念和尊敬。

华夏文

风雪祁连山

辽宁中医药大学博物馆
开放时间：每周五早上 8:00-17:00
地点：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 79 号
辽宁中医药大学博物馆由医史馆、人体生命馆和

校史馆组成，坐落于辽宁中医药大学校园内，位于沈
阳市城区北部， 毗邻北陵公园。 博物馆建筑面积约
2000余平方米，展示了我国传统中医药学几千年发展
的轨迹和成就。 洪文

在巴斯，与简·奥斯汀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