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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网报道，圆明园地区历史上水系丰富，作为三山五
园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近年来，圆明园的补水得
到了初步保障，但万泉河等仍常年缺水，水体流动性差，日前，
北京市海淀区启动万泉河生态治理工程及泵站建设， 预计明
年下半年施工完成后，圆明园地区水脉历史风貌将得到全面恢
复，届时该区联通水面将达到 130 公顷，当地将全力打造出以
万泉河为代表的符合历史文化定位、亲水宜人的文化走廊。

圆明园地区水脉历史风貌将全面恢复

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将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据新华网报道，近日，四川德阳广汉三星堆遗址管理委员
会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签署《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联合申
遗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与研究、陈列展览、
宣传推广等方面展开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同意将三星堆遗址、
金沙遗址“打捆”，联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项目，联合编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并充分利用双方资源
开展多种形式和层面的合作研究，不断扩大三星堆遗址、金沙
遗址在学术界的影响力。 同时，双方将在文物保护、文物修复、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博物馆学等领域加强双方合作。

上海百年历史建筑变身城市剧场

据新华网报道， 位于上海市中心四川北路与武进路之间，
拥有百年历史的一处石库门弄堂建筑群———“今潮 8弄” 近日
修旧如旧后，变成了“石库门剧场”向公众开放，人气迅速飙升。
据上海市文物局介绍， 这片石库门老弄堂的修缮保护历时整
整 3 年。 60 余幢百年建筑的外墙都进行了“手工清洗”，眼下，
它不仅作为展览场地和商业空间向市民开放， 更注入文艺元
素，频繁举办公益性展览演出，成为一处融合历史记忆和当下
美好生活的城市剧场。

藏民族“香巴拉”在京建文化艺术乐园

据中国文化传媒网报道，“甘南，是一个充满色彩的斑斓世
界，是一处兼具自然人文的梦幻仙境，是藏民族心中的‘香巴
拉’……”近日，甘南拉卜楞白噶尔（北京）文化艺术展示中心正
式开放。中心占地面积约 800 平方米，是北京占地面积最大、文
创产品数量和种类最多的甘南文化艺术馆。该中心重点工作是
推介甘南拉卜楞文创产品，并进行甘南州各州县文化旅游资源
推介等。 （谷雨/文 冠贤/图）

新杭，，千年古镇启新程

前不久，全省市场化推进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推介会在广德市新杭镇举行，之所以选在这里，与新杭镇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该
镇曾经开设的长广煤矿有着密切关系。

跨省合作六十年
新杭镇位于我省广德市东南边缘，是苏

浙皖三省的交界点， 东和浙江省长兴县为
邻，北与江苏省溧阳市、宜兴市相连，因此，
该地素有“鸡鸣闻三省”之称，地理位置十分
重要。

1958 年 8 月，为缓解浙江省煤炭供应
紧张局面，经国务院统筹协调，安徽省将
广德市新杭镇内大小牛头山及查扉村煤
田并入长兴煤矿，因地跨浙江省长兴县和
安徽省广德市，故企业取名“长广煤矿公
司”。长广总部设在广德牛头山社区。长广
煤矿最多时有 13 对矿井同时生产(其中浙
江境内 4 对矿井，安徽境内 9 对矿井)。 据
一项数据显示，1987 年， 长广原煤产量达
104 万吨， 占当时浙江省耗煤总量的三分
之一，为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
贡献。

上世纪 70 到 90 年代， 矿业带动了当
地经济的繁荣发展，新杭矗立起一座瑰丽
的矿城，开创了盛极一时的“长广时代 ”，
留下了宝贵的“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长
广文化。 鼎盛时期，长广的牛头山片区汇
集约 8 万人口。 天南地北的词汇和特定的
口音融为一体，甚至还产生了特殊的 “长
广普通话”。 矿上有工人文化宫、医院、学
校、邮局、电影院、批发市场等等，十分繁
华，在当地有“小上海”之称。 现在广德的
一些老年人还记得，那时长广电影院一天
放映十场，场场爆满；当地的服装批发市
场，除了吸引广德当地人，更吸引了附近
浙江湖州、长兴等地的人前来购物，风头
一时无两；在矿山边的居民区里，由于是
跨省管理， 所以电话号码有两个区号，一
个属浙江，一个属安徽，因此，“为了省长
途电话费，街坊间通讯基本靠‘吼’。 ”当地
的老人们笑着回忆说。

后因煤炭资源枯竭，2019 年 11 月 29
日，浙江方面将安徽境内的长广矿井的地
面资产和社会管理职能全部移交安徽省。
至此，长广煤矿结束了 61 年的开采史，横
跨两地的长广煤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浙
皖合作、互动共融的典范。

千年古韵留胜景
走进新杭，历史的厚重遗迹处处可寻。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考古研究证实了新杭
镇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
后来中国的历朝历代在这里都有人口繁
衍。镇里的砖桥河上有座宋代拱桥，桥基建
在原生岩石上，拱跨 10.8 米，拱高 9.4 米。
当地土生土长的村民李先俊介绍：“别看这
座桥年代久远，可坚固着嘞！ 今年 8 月，我
们这里下了特大暴雨，持续好几天，洪水都
淹到达桥台的位置了， 但桥却一点事都没
有。 ”桥的不远处有棵银杏树，据附近村民
说，这棵树可能也有千年的历史了，至今仍
然浓荫高展，生机勃勃。

新杭镇有个箭穿村， 据村干部王章新
介绍，这个村名颇有来历，与宋朝时的岳飞
抗金有关。 相传当年金朝大将金兀术在新
杭镇牛头山被打败， 带着残兵败将躲进一
处郁郁葱葱的山谷。山谷两头窄中间阔，形
如一条布袋，金兵将路口堵住，并派重兵把
守。 岳飞追到这里后，仔细察看地形，命部
分人马埋伏到东西两座山头， 以鼓为号进
军。安排好之后，岳飞带着火弩手们来到通
往山谷的路口，他拉满弓弦，一箭将谷口的
一块岩石射穿，这番神力震慑了敌军，紧接
着火弩手们轮番猛射，两边夹击之下，金兵
大败。 “这里就是曾经的战场，我们的村子
也因此得名箭穿。”王章新说。如今，在箭穿
村村内，还有“箭穿石”“将军山”“龙泉”等
遗迹，通过它们，让人能感受到这个村子曾
经的烽火和岁月的沧桑。

除了一些历史文化和历史遗存， 新杭
还有着深厚的红色底蕴。抗战期间，著名的
杭村大捷就发生在这里。如今，新杭镇共有
革命烈士墓 4 座、战役纪念碑 1 处、红色村
史馆 2 个。 2021 年，新杭镇依托红色文化
打造了一处新坐标———初心公园。 公园占
地面积近四万平方米， 公园中矗立着曾经
的新四军战士、 在杭村大捷中牺牲的郑大
方烈士铜像，以此号召新杭儿女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让红色精神绽放时代光芒。

文旅融合看今朝
虽然地理位置紧要， 但一直以来由于

是工业重镇， 新杭镇的环境并不太理想，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是新杭曾经给
人的印象。但如今再走进新杭，远处山脉郁
郁葱葱，农村小洋房“颜值爆表”，街道整齐
干净。这里的每一处改变，都离不开新杭人
的不断探索和追求。

管永龙是新杭镇一家颇有名气的民宿
的负责人，2020 年， 他从浙江回到了牛头
山老家。 “多年没有回来，家乡真是大变样
了，柏油路都修到了家门口，长广展览馆建
造得这么漂亮， 听说以后我们这里还要发
展旅游业呢！”管永龙在杭州开了十几年餐
饮店，看到家乡的变化，他决定趁着旅游发
展的东风，在家乡创业。今年 10 月，他的餐
饮民宿店正式开张，为游客提供“特色农家
乐+休闲观光+垂钓”为一体的原乡休闲度
假旅游服务。“村里还积极帮我申报农旅项
目，现在店里一天能开几十桌，许多江浙的
客人都过来打卡。 我相信随着长广的旅游
开发，我们的生意会越来越好。 ”谈起此话
题，管永龙满脸笑容。

如何让文化引领、 带动曾经的工业重
镇转型升级， 新杭镇走出一条文旅融合的
创新发展之路。当地以“长广文化”为核心，
在长广矿原先的一些建筑基础上， 着力打
造了“时空长广·鎏金矿城”项目，将长广矿
区、社区、景区三区融合，建设集文创休闲、
沉浸式体验、观光旅游、文化消费和商业居
住等功能于一体的长广文化旅游示范区，
让长广老街成为文创新地标； 以工业文化
为核心，打造“陶瓷是怎样锻造的”“钢铁是
怎么炼成的”等工业旅游线路，让游客们通
过亲手制陶、 亲眼观看冶铁技艺来感受工
业文化的魅力。

经过多来年的发展， 新杭镇已连续两
年入选全国中部乡镇百强镇前十名， 经济
发展势头强劲；皖南砖雕、皖南紫砂壶制作
技艺上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当地
的箐箐庄园获评国家级 4A 级景区； 不同
的季节里，当地的万盆兰草、百亩荷园、千
米银杏长廊、数棵红梅，各自成景，新杭展
现了不同的风韵，让游人流连忘返。

■ 本报通讯员 马铭

虎虎生威
■ 缪士毅

明年是农历壬寅年， 也称虎年， 闲暇之
余，我曾品赏了《张善孖画虎册》，深为他所绘
的虎所倾倒， 那独具艺术魅力的虎画让人百
看不厌。

张善孖，名泽 ，字善 ，一作善子 ，又作善
之，自号“虎痴”，张大千的二哥，现代名画家，
人称“虎公”。 他特别喜欢画虎，也最擅长画
虎， 以绘虎闻名于世， 素有中国绘虎大师之
称。他一直在画虎艺术上孜孜以求，达到炉火
纯青的地步，其所画之虎，色彩斑斓、纤毫毕
现、形神兼备、威风凛凛，堪称画坛一绝，令人

难以企及。 林语堂先生直言：“善子先生和山
君是十分昵近的。他画的老虎，凡一肌、一脊、
一肩、一爪等，无不精力磅礴、精纯超人！ ”

翻阅《张善孖画虎册》中所收集的 12 幅
虎画，主角同为虎，画面却各有千秋：或雌雄
结伴，或单独出没，或三虎同现，或以老携小；
虎的行动，或盘踞，或长啸，或奔袭，或跳跃，
真可谓虎虎生威，活灵活现，呼之欲出。 尤其
是这些虎画中多有题画诗，诗情增添画意，画
意映衬诗境，诗画交映，倍添情趣。 张善孖所
绘的虎画落款， 常撰 “虎痴”“善孖”“虎痴善
孖”“虎痴张善孖”“张善子”等。

画册中有幅独虎图，我尤其喜爱。从画面

中可见，背景有一大瀑布从山间飞流直下，泄
入山下潭中，溅起的水雾弥漫山谷，瀑布对面
有一巨崖， 一头威武雄壮的老虎站立于巨崖
之上，居高临下，扬起虎尾，虎视眈眈，抬头眺
望前远，张开大口，露出锐牙，尽显山中之王
的雄风。画中所题的诗句：“登高一啸濶无边，
猛气横飞欲上天。但见扶桑红日起，眈眈极目
逐当前。 ”给人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感受，
更是凸显了此幅老虎画的独特艺境。

据说张善孖拿起画笔可从老虎的任何一
个部位动笔，都能下笔如神、泼墨自如，精湛
的技艺得益于他多年对老虎的细微观摩和长
期写生。 据《张大千传》中介绍，张善孖、张大

千兄弟俩曾在苏州豢养过一头老虎，期间，张
善孖以虎为伴，不断观察、朝夕揣摩老虎的一
举一动、饮食起居，他对老虎的形态、姿势、习
性、表情等了如指掌，使得他的绘虎技艺达到
了空前高度。

张善孖 、张大千感情很好 ，为了张善孖
在虎画上独领风骚，尽管自己所画的老虎和
张善孖所画的老虎不分上下，但张大千对外
总称自己不会画虎，好让二哥在虎画上独享
其名。 有趣的是，张大千曾于酒后戏作一幅
六尺中堂《虎啸图》，精于画虎的张善孖见之
大喜，对之评价甚高，还亲笔为 《虎啸图 》补
墨题诗，锦上添花。 后来求大千画虎者络绎
不绝，其中一家画商奉承大千 “画虎技艺绝
伦，胜过乃兄”，并以十倍于张善孖的润笔求
购虎画， 大千对此人褒己贬兄大为反感，于
是书写“大千愿受贫和苦，黄金千两不画虎”
的条幅贴在画室门上 ，以示不再画虎 ，成为
画坛一段趣谈。

广德市新杭镇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处，一直以来是工
业重镇。近年来，该镇以文化为引领，走出一条文旅融合的
转型升级之路———

题图::新杭镇的自然风光。。
下图::古镇新貌。。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