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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网报道，近日，“中华风韵”交响音乐会“东西之
间”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奏响，为观众带来充满东方魅力的
音乐盛宴。音乐会上，音乐家们演奏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等佳作。两名美国女歌唱家用中文演
唱根据中国古诗词改编的歌曲《咏鹅·咏雪》，这是新冠疫情
发生以来“中华风韵”项目首次在北美举行的线下演出。 “中
华风韵”是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着力打造的文化交流
品牌，旨在向各国推介中国表演艺术精品力作。

纽约奏响“东西之间”音乐会

据中国文化传媒网报道，11 月 13 日，哔哩哔哩（简称“B
站”） 以“记录即有光”为主题在上海举办了首届纪录片发布
会，公布了今年末至 2022 年全年即将上线的 21 部纪录片新
作，并发起“暗室灯计划”，挖掘扶持更多纪录片人才与内容。
有业内人士表示，并不是 B 站选择了纪录片，而是纪录片选
择了 B站，“纪录片等泛文化领域在 B站上的蓬勃生长，是 B
站用户自身的消费需求由下至上的推动造成。 这意味着 Z
世代正在推动互联网内容从娱乐化走向知识化。 ”

21部纪录片将上线 B站

据人民网报道，为进一步规范演出从业行为，加强演出
市场监管，促进首都文艺舞台健康繁荣有序发展，北京市文
旅局精心部署了全市营业性演出领域综合治理工作， 推出
14 条举措， 规范市场及从业者。 这 14 条举措以 “一个总要
求+N 项行业自律公约”为基础，以行业合规手册为支撑，以
“日常督查+专项检查+行业自查”为约束，立规矩、建机制、
出行动，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演艺生态环境。

14条举措构建首都文艺良好生态

据中国文化传媒网报道，日前，2021 年海上丝绸之路保
护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联盟线上联席会议召开，会
议审议通过了青岛市和惠州市加入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联

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联盟。 海丝申遗城市联盟于 2018
年 4 月成立，随着青岛、惠州两市的加入，全国海丝申遗城市
联盟数量扩大至 28 座。目前，海上丝绸之路已列入中国世界
遗产预备名录。 （谷雨/文 冠贤/图）

青岛、惠州加入海丝申遗城市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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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古槐

■ 吴华

位于铜陵市的千年古镇大通， 不仅有着
“长江在这儿拐弯，大海在这里回头”的自然
神奇，在当地的天主教堂钟楼边，还有一株高
耸入云、树龄达 200 多年的槐树，这株古槐不
仅见识了滚滚长江的恢宏， 更见证了大通曾
经的富庶和繁华。

远远看上去，大通天主教堂边这棵古槐身
躯高大、树干斑驳，直径大约七八十厘米，众多
树结层层叠叠地于树干之上，彰显着它的年轮
久远；更有雷劈的痕迹附着其上，凸显着曾经
的沧桑与顽强。 每当春夏时节，苍劲挺拔的古
槐与钟楼比肩而立，槐枝在春风中吐出青翠绿

叶， 茂密的树冠绿叶间一簇簇洁白的槐花盛
开，扑鼻的浓郁芳香随风弥漫。 槐树木质疏松，
长大易在风雨中折断， 加上其树汁有甜味，易
招蚂蚁等做窝，当蚂蚁吸干树汁后，槐树就会
枯死， 所以槐树一般正常存活也就五十年左
右，大通的这棵古槐居然活了 200 多年，至今
还枝繁叶茂，委实令人惊讶。 据林业专家介绍，
这棵槐树之所以能如此长寿，应与其自身生命
力顽强和当地人精心管护有关。

我国自古就认为槐树有君子之风， 认为
其棱角分明，个性正直，因此国人一直喜欢在
房前屋后及院中栽植。 文化底蕴深厚的书香
门第更是视槐树为科举吉祥之兆， 将其与书
生学子并提。 如汉代长安，人们称读书人聚会

的地方为 “槐市 ”，唐朝时 ，则以 “槐 ”借指学
宫、学舍。 “崇槐文化“这一传统被南迁大通的
人们继承延续了下来。 早在宋代，从雁门一带
迁徙而来佘氏家族便在大通兴建了著名的
“澜溪书院”，从此家族人才辈出。 其中佘可才
于明宣德五年（即公元 1430 年）官至吏部侍
郎，俗称佘天官，官居正四品；而佘敬中、佘毅
中、佘合中三兄弟相继连中进士，名噪一时。
自此，佘氏遂成大通最有影响的名门望族。 池
州府贵池人黄观在明洪武二十四年殿试夺魁
考中状元，其少时曾修学于澜溪书院，后成为
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六首状元”（即县考、
府考、院考、乡试、会试、殿试均为第一名）之
一。 黄观状元及第后，为感谢师恩，曾亲书“澜

溪书院”匾额赠给书院，书院名声大振，一时
号为池州之冠。 书院自兴建后一千多年里曾
屡遭战火摧残，多次修复，至清代建有孔子殿
（文庙）、鹊江楼、藏书楼、蒙学堂等众多建筑，
但最终还是毁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与湘军
在大通进行的八次大通之战中了。

1871 年， 西班牙神父解佩克在大通兴建
天主教堂，除建设祈祷堂、圣母院、钟楼之外，
还在西坡建了教会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改为
大通小学，现为大通幼儿园，古槐至今仍长在
幼儿园大门口不远处， 仿佛是学校的守护神
一般。 古槐南边的山凹，曾是大通中学，现已
废弃。 大通教育事业发达，先有江南的澜溪书
院、天主教堂教会学校、大通中学，后有江心
和悦洲上的十余所中小学，如国立十六中、大
通女子学堂、圣公会教会学校、福音堂小学、
和悦小学、广储学堂、和悦中学、大通市小学、
宝善小学等。

古槐一直静静地矗立于大通天主教堂钟
楼边，见证着大通悠久的历史，装点着古镇的
风貌。

千载文章府

■ 本报记者 张理想

本报通讯员 卢瑶

枞阳山清水秀，人文荟萃，自古名人辈出。 自 2016 年入列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以
来，枞阳县紧扣“大美枞阳，全域旅游”这根主线，深挖自然人文元素，擦亮红色旅游底色，激发
创意文化动能，打造出一批有亮点、有特点、有看点的景区景点，持续提升游客参观旅游体验，
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全域旅游发展之路。

巧打“创意牌”，激发全域发展动能

在枞阳县科技馆前的宽阔广场上，除
了退役的歼-6 战机、59 式中型坦克，还有
一座高耸的中国航天火箭模型和一个身
穿太空服的航天员塑像，成为游客拍照留
念的热门“打卡点”。 小小的县城，为何对
祖国的航天事业如此关注？

“枞阳自古文风蔚盛，当代更培养出
一大批走在世界前沿的科学家，其中包括
天宫二号总设计师朱枞鹏、中国航空发动
机集团董事长曹建国，为我国航天事业发
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成为枞阳人民的骄
傲。 ”枞阳县科技馆负责人介绍，该馆特别
建设了两层楼的航天科普基地展厅，展示

中国航天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带领参与
研学旅游的学生触摸科技前沿，激发他们
探索宇宙奥秘的兴趣。

在航天科普基地展厅，一层是航天强
国梦展区，高大的火箭模型、逼真的嫦娥
系列月球探测器和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
模型， 让游客真实感受中国在载人航天、
空间探测、卫星导航等领域的硕果；二层
是星际家园展区，通过 VR（虚拟现实）设
备，带领游客体验空间站生活以及火星和
月球漫步。 “‘文化+科技’拉近了科技与游
客的距离，带动了科技馆的人气，今年以
来全馆接待游客达 11.5 万人次。 ”枞阳县

科技馆负责人说。
一部《西游记》，充满无数神奇瑰丽的

想象，古今中外的“西游迷”不可胜计。 不
为人知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西游
记》的作者吴承恩极有可能是枞阳籍。 “一
是根据《桐城高甸吴氏荣华宗谱》的考证，
二是根据《西游记》中出现的枞阳方言、与
浮山和枞阳传说有关的故事以及与浮山
洞名相似的洞名。 ”枞阳县文化和旅游局
局长刘毛陆信心满满地说。

目前， 枞阳县深入挖掘 “西游品牌”
“吴承恩故里”等文化元素，期待以“西游
IP”为核心，以地方城市文化为背景，打造
枞阳城市超级 IP。 刘毛陆介绍，当地正在
积极引入功夫动漫等国内先进动漫企业，
制作“西游”等系列动漫剧，将文化创意作
为带动全县文化旅游升级发展的新引擎。

挖掘“人文牌”，厚植
城市历史底蕴

“温度 17.8 摄氏度，湿度 99%，负氧离
子每立方厘米 3720个。 ”近日，记者走进浮
山风景区， 山脚的环境实时监测屏上显示
着负氧离子浓度。 浮山风景区管委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浮山作为一座沉睡亿年的白
垩纪早期古火山，保存有独特的岩洞地貌，
覆盖着丰富的绿色植被， 先后被批准为国
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 ”

优美的生态是枞阳的一张亮丽名片。
全县拥有湿地面积约 2.8 万公顷、 林地面
积 3.9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 23.28%，全年负
氧离子平均浓度每立方厘米约 4400 个，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75.8%。 去年，枞阳被中
国气象服务协会评为安徽唯一的 “中国天
然氧吧”。

山不在高，有“文”则名。浮山最高海拔
只有 208 米，面积不过 20 平方千米，却号
称“天下第一文山”，寺塔亭阁、石窟佛雕及
摩崖石刻等古迹不可胜记。拾级而上，林壑
幽深， 山巅的崖石上一块块密布的石刻碑
文无声地诉说着悠久的历史。 从唐代的孟
郊、白居易，到宋代的王安石、范仲淹，再到
明代的王阳明，历代名人游历浮山，都曾欣
然题诗作文。

“浮山现存摩崖石刻 483 块， 上起唐
宋，下至民国，文体各异，书法万千。 ”枞阳
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黄达奇介绍， 这些
石刻有诗词游记， 有庵堂碑记， 有题诗留
名；字体大者 1 米见方，小者不及 1 寸，有
的铁画银钩， 有的清瘦遒劲， 有的丰韵饱
满，有的端庄秀丽，有的龙飞风舞；石刻作
者有文学巨匠，有佛道大师，有官宦名流，
不一而足。

说到名人，枞阳更是引以为傲，史上素
有“诗人之窟，文章之府，气节之乡、国学故
里”的美誉。明末文学家、思想家方以智，清
代“桐城派”方苞、刘大櫆、姚鼐，中国农工
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外交家黄镇，中国“计
算机之父”慈云桂，美学家朱光潜……一连
串的名人在历史的天空中灿若星云。“人们
常说‘桐城出名，枞阳出人’。 比如‘桐城三
祖’的家乡，如今在地理上已经划归枞阳。”
枞阳县图书馆馆长谢思球介绍， 在几年前
全省组织评选的“安徽百位历史文化名人”
中，枞阳籍名人占 11 位。

擦亮“红色牌”，打造地方精神地标

枞阳县城濒临长江， 地理位置重要，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熙熙攘攘的正大
街上， 有一片古色古香的清代中后期宅
院———陈氏宗祠，渡江战役中线指挥部旧
址即坐落于此。 走进偌大的院落，一张张
真实图片记录着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的
丰功伟绩，斑驳的舟楫见证着枞阳人民踊
跃支前的英勇无畏。

“1949 年 4 月，渡江战役打响。 当时
枞阳县名为桐庐县， 这里是人民解放军

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三野战军第七、
九兵团的重要渡江地段， 是渡江战役的
主要战场之一。 这里的山山水水留下了
渡江大军的光辉足迹， 枞阳人民在渡江
战役期间踊跃支援前线， 在共和国历史
上留下重要一页。 ”渡江战役中线指挥部
旧址纪念馆馆长刘林介绍， 为打响枞阳
红色旅游名片， 该县实施了渡江战役中
线指挥部旧址修缮工程， 同时向社会各
界征集了近百件渡江战役相关的革命文

物，即将于年底完成布展，未来这里将成
为一座缅怀革命先烈、 赓续红色精神的
城市地标。

枞阳， 一片令人心潮澎湃的红色热
土。 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
的光辉历程中， 枞阳大地发生了一系列
重要事件，涌现出一批批英雄儿女，在红
色江淮的版图中占有重要位置。 去年，中
宣部 、财政部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文物
局公布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
县名单，枞阳县光荣列入“皖中”片区。

枞阳名人何其多， 红色英模更是不
胜枚举 。 枞阳县图书馆又名黄镇图书
馆 ，是为纪念共和国将军 、外交家 、艺术
家黄镇建起来的一方红色文化重地 ，
2019 年被文化和旅游部列入首批文旅
融合试点单位。 馆内设“枞阳名人馆”和
“黄镇纪念馆”，其中名人馆介绍 69 位枞
阳历史名人 ，包括 9 位 “两院 ”院士和 9
位 1949 年前参加革命的将军；黄镇纪念
馆展陈黄镇生平事迹、 书画作品及其家
属捐赠的遗物。

“枞阳涌现了一批很早就接触马克
思主义思想的时代先锋， 比如： 与李大
钊、 王荷波等一起出席莫斯科共产国际
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姚佐
唐 ， 东北抗联早期重要领导人童长荣
等。 ”谢思球介绍，该馆近年来派专人到
安庆等地 ， 多方寻找黄镇纪录片资料 ，
剪辑出 8 分钟专题片 《黄镇朱霖家国情
怀》 在馆内循环播放， 吸引无数城乡观
众驻足观看。

一城山水诗

�� 枞阳县渡江战役中线指挥部旧址。。

�� 枞阳县科技馆航天科普基地

展厅。。

题图：枞阳县浮山景区摩崖石刻。 （本栏图片由本报记者 张理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