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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邻与世界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唐·李白《独坐敬亭山》
解读：群鸟高飞无影无踪，孤云独去自

在悠闲。 你看我，我看你，彼此之间两不相
厌，只有我和眼前的敬亭山了。

敬亭山位于安徽省宣城市、水阳江畔。
原名昭亭山，晋初为避帝讳，易名敬亭山，
属黄山支脉，东西绵亘 10 余里。 有大小山
峰 60座，主峰名“一峰”，海拔 317米。

自古敬亭山就受到人们的青睐和推
崇，先后有许多文人来此顶礼膜拜。 谢朓，
南朝杰出山水诗人，出身高门士族，与“大
谢”谢灵运同族，世称“小谢”。公元 495年，
谢朓出任宣城太守。

在这里，谢朓经常吟诗歌颂敬亭山，还
特地在山上建楼览胜，领略大自然的风光，
并以清新的笔触写出了“余霞散成绮，澄江
静如练”“兹山亘百里，合沓与云齐”等许多
佳句名篇， 勾勒出一幅幅淡远而有情致的

山水画，开创了山水诗的新风。
唐朝诗人李白深受谢朓的影响，在“举

杯消愁愁更愁”的安史之乱前后，曾 7 次神
游敬亭山。这首被誉为千古绝唱的《独坐敬
亭山》，诗人李白以拟人的笔法，生动形象
地将敬亭山这座名山倾注了无限活力。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自谢朓《游敬
亭山》和唐朝李白《独坐敬亭山》诗篇传颂
后，敬亭山声名鹊起。 谢李之后，白居易、
杜牧、韩愈、刘禹锡、王维、孟浩然、李商
隐、颜真卿、韦应物、苏东坡、汤显祖等慕
名登临，吟诗作赋，挥毫泼墨，清朝画家僧
人石涛更是驻锡于敬亭山脚下的广教寺，
以敬亭风光为背景，留下传世名作《石涛
罗汉百开册页》。 中国历代吟颂敬亭山的
诗、文、词、画达千数，敬亭山遂被称为“江
南诗山”，响誉海内外。 抗日战争时期，陈
毅将军率部东进，途经宣城即兴吟《由宣
城泛湖东下》 七绝一首：“敬亭山下橹声
柔，雨洒江天似梦游。李谢诗魂今在否？湖
光照破万年愁。 ”

山峦绵延、水光潋滟、山花烂漫、白云
悠悠，这正是诗意盎然的“江南诗山”敬亭
山。 诗情山水之间，亦有历史沧桑。 历代修
建的楼台亭阁、寺庙宫观、摩崖石刻等风景
名胜多达 50 余处，但风雨飘摇，名木古迹
几乎毁坏殆尽。其中幸存者有宋代双塔、古
昭亭坊、虎窥泉等。 同时，这里富有动植物
资源， 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扬子鳄和属
于敬亭特产的敬亭蝾螈等。其中，杜鹃花为
敬亭山花，李白有“蜀国曾闻子规啼，宣城
又见杜鹃花”之名句。

太白楼位于敬亭山南腰处。 公元 753
年，李白漫游到安徽宣城，在此地逗留了 2
年。清代将此亭改建成太白楼，一层厅内为
一尊石膏雕塑的李白坐像， 诗人侧身目视
远方，仿佛远眺天上的白云。

敬亭山是父母带孩子旅行的理想名
山，在此不仅能领略壮美的风光，更重要的
是孩子能“穿越”回古代，与诗人们进行一
场千年“对话”。

杨雨晴 /整理

古镇那些

游记嘻

江南诗山敬亭山 盐埠传奇仙市镇

一秒穿回民国读书

史诗般的意大利

跟着唐诗宋词去旅行 16

被誉为最美校园之一的广东中山纪念中
学始建于 1934年，坐落于中山南朗镇翠亨村，
由孙中山长子孙科秉承其父“谋建设，培人才，
为富强根本”的遗愿而创办。 校区建筑红墙绿
瓦、飞檐雕梁、厚重古朴、气势恢宏，颇有民国
风情。其中宋庆龄亲笔题写的主牌坊、校友楼、
哲生广场、书香园等众多代表性景点成为青少
年团体的参观线路。

小米

仙市古镇位于四川南部，距中国著名的盐都自贡
只有 11公里。仙市是一个因盐而兴的古镇，它的历史
就是一部自贡井盐的发展史。

在以水路为主要交通的古代，仙市釜溪河的仙滩
成为自贡井盐外运的必经之地，由于滩险水急，从上
游而来的运盐船在仙市无法顺利通过，必须用人力把
船上的盐包装卸下来， 然后由人工重新挑运上码头，
再外运。

随着自贡盐业的兴旺，仙市有了店铺，有了街市，
开始繁荣和兴旺，并成为自贡盐出川的第一个重要驿
站和水陆码头。

自贡井盐生产迄今已有 2000 年历史， 至今仍在
开采，因此自贡有“世界井盐之都”的美誉。 自贡的盐
井既产盐又产天然气，产出的天然气正好作为燃料用
来煮盐。 燊海井开凿于清朝道光年间，已有近 200 年
的历史， 它是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的深井， 井深达
1001.42米，一次性能提捞卤水 110斤。 像燊海井一样
至今仍能产盐的古井，目前在自贡还有近 20口。

著名川菜水煮牛肉跟井盐的生产关系密切。自贡
盐井最早的动力采用人力，通常使用 8-10人，在清代
才改用牛力。 在最繁盛兴旺时期，自贡盐井大约有 3
万头牛劳作。

自贡由此成为当时中国生产用牛密度最大的地
方，这些牛 2年便退役，淘汰下来的牛被卖到菜馆，甚
至被用来抵付盐工们的工钱。当时每天上市的牛肉达
到上万斤，价格只有猪肉的 1/3，牛肉成为自贡最廉
价的菜之一，水煮牛肉因此成为当时盐工们最爱吃的
一道菜。

自贡人把牛肉做到了极致， 也把龚扇做到了极
致。 龚扇的发明者是清末自贡盐场的一个挑煤工人，
制作龚扇的材料是青慈竹，在仙市古镇的釜溪河边就
有这种竹子。

制作一把龚扇需要比头发丝还细的竹丝
1000-2000 根，制作完成需 2 个月的时间。 学会制作
龚扇需要五六年的时间， 现在能制作龚扇的不到 10
人，目前一年只能制作 20把左右的细扇。完工后的龚
扇扇面薄如蝉翼，轻扣扇柄还会发出悦耳的鼓声。

在盐业繁荣时期，盐商和乡绅官宦都以手握一把
龚扇为荣，龚扇是自贡盐业繁荣的见证者。

除了节假日，经过岁月洗礼的仙市镇显得一派祥
和宁静，老街上的打铁声和弹棉花声此起彼伏。 如今
不少新人选择古镇的传统婚礼，如果想体验和感受盐
埠婚俗， 仙市古镇能够准备传统婚礼的一切行头，已
经不靠盐业为生的仙市居民，正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他
们平静平凡的生活。

哈敏

不拘泥于历史的厚重和沧桑， 和过去保持
着亲密又恰切的距离。 在今天的蓝天下享受灿
烂、浪漫，这就是意大利人的生活。

古迹修复在意大利是个很时髦的专业。 因
为“你到意大利， 永远只能看到三分之二的艺
术。 因为那三分之一，永远在修复中。 ”

不过这三分之二，就让人看不过来了。 作为
欧洲最大的文化名城之一，罗马拥有不计其数的
历史遗迹，整个城似一座巨大的历史博物馆。 从
几乎保存完好的万神庙到宏伟的罗马竞技场，整
个城市处处可见由著名艺术家建造的历史建筑、
广场、喷泉和方尖碑。 也许你不经意掠过一眼的
街头雕塑就是贝尼尼这样的大师们精心创作的
艺术品。

罗马竞技场：罗马的标志性历史遗迹，角斗
士们在这里进行残酷的决斗。 建议在夕阳西下时
感受这里的美，看着剪影的凄艳，仿佛听得到来

自远古的嘶吼声。
特雷维许愿池：罗马最著名的喷泉，其中的很

多雕像都是再现泉水的发现过程。 关于这里的美
好传说是，若抛下硬币许愿，便可以重返古罗马。

帝国广场：这里有恺撒广场、奥古斯都广场、
和平广场、涅尔瓦广场，等等，行走在这里会误以
为自己行走在古罗马时代。 恺撒和图拉曾经在你
脚下的土地走过呢！

圣彼得大教堂：举世闻名，壮观且华丽，是天
主教最高权力的代表， 很多杰出的建筑师和艺术
家如米开朗基罗、贝尼尼等都参与了教堂的建造。

罗马的魅力更在于它的交融。各个时期，不同
风格的建筑、文化、艺术水乳交融地交汇在这里，

而且融会在热闹而市井的现实幸福生活中。 意大
利人很是为自己的祖国自豪的。 意大利导演拍的
片子，基本都是以意大利为背景。

撒丁岛，这座位于意大利西部的岛屿，拥有着
地中海最原生态的一段海岸线， 由粉红和灰色的
花岗岩、刺梨、杜松、带有湾头滩的隐秘小海湾所
构成的荒野海岸引得许多人趋之若鹜。

每年夏天，许多电影明星、名模、花花公子、王
公贵族、 阿拉伯的酋长和俄罗斯的垄断寡头们都
把游艇开到这里。 皇室和名人们之所以选择撒丁
岛， 正是看中了它的清幽。 这座岛上居民生性淡
泊，管你什么大人物来，我自不理会；另一方面，也
因为明星来得太多，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洛艺嘉

8 月某日下午，我带着儿子，冒着中
雨，走上南京夫子庙步行街。 街不小，在
我印象中，比北京王府井要大；此时，身
处其间，我最大的感受是———人来人往，
民俗的海洋。

七弯八拐，我们找到乌衣巷。钻进巷
中，我们买过两张门票，进入王导谢安纪
念馆（王、谢分别为东晋首任、第二任丞
相）。 南北朝时期，谢氏先祖曾陆陆续续
在乌衣巷居住近 300 年。 我们是安公三
哥谢据后人，儿子问我：“进自己家，为什
么还要买票？”我答：“自从我国落后的封
建门阀制度倒台后， 这里就归还人民
了。 ”

因是自己祖先长期工作、 生活过的
地方，儿子进纪念馆楼上、楼下转悠，详
细给我讲解楼门前流水曲觞（酒池）的功
用、作乐过程后，在院子里流连，又流连。
我理解他的心情，好久都没有催他出门。

既然出了巷子， 我们就得抓紧去看
看其他去处。上次来，是我和妻跟着旅行
团， 只不过我俩离团专程去乌衣巷内待
了好大一会儿， 等来到文德桥上重新回
到“组织怀抱”时已是傍晚，天阴着，在桥
头广场的一家露天小吃摊上， 妻买了一
个 15元的蟹黄汤包品尝，到今天都回味
无穷，直说“好吃”。 在儿子临来前，她曾

向他隆重推荐这一美味。于是，本次过桥
后， 我专门将儿子领进一家人客爆满的
特色餐馆，给他买了一个 20 元的蟹黄汤
包，他仔细尝过，却说味道“不怎么样”，
因此，我又给他加购了一份 38 元的鸭血
粉丝（实为鸭肉、鸭杂、鸭血混搭的粉丝
汤，据说是当地最有名的小吃），他细细
品尝后，终于说“味道真不错！ ”

尝过美味， 他心满意足， 于是跟着
我，哪怕撑着伞也不嫌麻烦，悠闲从容地
继续享受夫子庙的民俗大餐。 我们逛过
“天下文枢”坊、得月台、照壁，不一会，就
逛回餐馆对面的桥头，又向纵深处进发，
只见街中心有一座清朝官员看书的铜质
雕像———正聚精会神地看一本不怕被雨
淋湿的卷轴。 我走上前，俯身也看其轴，
想看看上面到底写着什么。 儿子立刻用
数码相机给我抓拍一张趣味照， 激起我
更大的兴趣，买票进入大成殿，另外出资
让他敲响状元鼓、撞响礼运钟，向上天祈
福；从孔子展厅，看到文革后恢复高考的
展厅， 其间主要是近距离观赏封建科举
取士时代的文物， 享受中国从古至今教
育树人的盛宴。

我们出来时，已是浓浓夜色中，秦淮
河灯光闪烁、船影隐约、波光潋艳。

谢群山

民俗海洋夫子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