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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旧时琼州府府治所在
地。自宋朝以后，这里作为海南
的政治、文化、军事中心，延续了
一千多年。如今，在小街幽巷之
中，还可以一窥当年府城之繁
华。

由文庄路转入鼓楼街，顺着
小街往前看，就能看到鼓楼横亘
在楼房的夹缝中。老街之气度，
还有一息尚存。斑驳的长条石
板巷子里，驼背的老人颤颤巍巍
地移步向前，身后一只狗急一
会、缓一会在等待它的主人。问
老人，知道巷子的历史吗？老人
笑着说，知道，这巷子比他老多
了。

这里是鼓楼街，鼓楼街因鼓
楼而得名，国内很多地方都有一
座“鼓楼”，海口鼓楼街也有一
座。小街只有数百米长，石板路
面感觉永远都是湿漉漉的，往下
走，就能看到宏伟的城墙，城墙
的门洞保持完好，鼓楼就在城楼
之上。早些年，鼓楼年久失修，
破败不堪、杂草丛生，在经过重
修之后，鼓楼的面貌焕然一新。

来到城墙之下，沿着大石阶
梯拾级而上，历史的沧桑与厚重
感扑面而来，大石砖斑痕累累，
城墙石砖的缝隙间已然生出青
苔和野草。府城鼓楼在元代时
称为谯楼，后面又称为文明楼，
前后经历多次重修，鼓楼北侧的
《重建鼓楼记》石碑为清康熙年
间所立，在经历三百多年风吹雨
淋之后，碑文已模糊不清。鼓楼
的前后门额刻“海南壮观”“奇甸
文明”大字，“壮观”或“文明”，似
乎都代表鼓楼就是当年府城甚
至是海南的代表性建筑。

重修后的府城鼓楼，是后人
依据文字记载尽可能照旧重修，
砖木混合、青砖重檐建筑建于城
墙之上。鼓楼过去主要起报更、
放哨的作用，由于地处高处，因
而这儿也是府城登高望远的好
地方。

历史上，鼓楼多次坍塌，而
坍塌的原因又不尽相同，或因大
火，或因地震，可谓是命运多
舛。尽管如此，鼓楼还是足够幸
运的，毕竟在经历岁月的洗礼之
后，还得以涅槃重生，向世人展
示它的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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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和坊又称仁和巷，先从“仁和”
两字说起。“仁和”取自于“仁爱和
气”，仁和坊，光是名字，就足够有韵
味。

当然，巷子也是足够有韵味的，
足以承载“仁和”二字。仁和坊巷口，
立着榫卯结构的木门，上面刻着篆书
大字“仁和坊”。巷子宽不足两米，只
有数百米长，狭窄弯曲，曲径通幽。

巷子的石砖地板是后人铺设的，
倒也有古朴模样。巷子两边的围墙
上，绘有人物画像，同时也有小巷历
史的文字记录，似乎没有这些，后人
就淡忘了巷子过往的辉煌。

仁和坊过去曾叫“夏宅巷”，因巷
子里出过进士夏升而得名。乾隆《琼
山县志》载，夏升为琼山左所人，明代
进士，官至太常寺卿。如今，夏家宅
院还伫立于仁和坊当中，这一处典型
琼北民居老宅，如今已很破落，宅子
被阻挡在高墙之外，隐藏在高楼之
中，稍不用心，就难觅其踪。

巷子之内，有一口著名的水井，
名为“丹霞井”。旧时巷子与琼台书
院相通，这一口井，可以说滋养了书
院的一批批学子，还有巷子里一代代
的人。

丹霞井现已被铁丝网严密包裹
着，如此又增添了更多的神秘感。走
近丹霞井，透过包围圈，岁月的痕迹
让人触目惊心——井圈上密密麻麻、
深深勒入石壁的勒痕，是过去人们长
年累月拖曳绳子打水形成的。

沿着仁和坊小巷继续走，拐两个
弯，又能找到深巷中的另一口古井。
这口井名气不如丹霞井大，问附近居
民水井的来历，大家都摇摇头说不知
道，这样的水井，在当今的生活是不
足轻重的存在。井边立着一块石碑，
上书篆书大字“福禄井”，这恐怕就是
古井该有的名字。

水井的作用太大了，今天的人们
可能感受不到，可是在历史上漫长的
岁月中，水井的地位举足轻重，甚至
关乎生命。但是，古井与这仁和坊小
巷一样，在悠长年月中静默无言。

在府城，很多关注古城千年历史
的人都很坚信，这儿的每一口古井、
每一条小街小巷、每一堵老城墙、每
一座楼台都有故事，古城烟云今犹
在。

马鞍街南起高登街，北止
忠介路绣衣坊南门，这一条只
有五百米长的窄巷，历史上是
府城著名的街道，但如今称为
巷更为合适。马鞍街继续往南
走，就是横跨美舍河的洗马桥，
古时候人们在这一带洗马、喂
马，接着骑马进城，马鞍街就这
样形成了各种马具交易的商品
街，并因此得名。

如今，马鞍街已经隐藏于
高楼闹市之中，毫不起眼，小巷
上有各种各样的小店铺，理发
店、香火店、杂货铺、老爸茶店、
快餐店、药店、修理铺，但早已
没有马鞍、马镫、马鞭这些马具
的交易场所。

马鞍街始建于明朝，原先
路面铺着石板，小巷的老居民
曾经风风雨雨走过的那条铺着
石板，经过多年的岁月侵蚀，至
上世纪末已经坑坑洼洼、高低
不平。后来，人们拆掉了路面
石板，换而以水泥铺路，这样一
来，路面倒是平坦了，不再坑坑
洼洼，路人行走方便多了，只
是，小巷已经失去仅有的风韵。

再后来，是亡羊补牢一般
的拯救，石砖重新铺上路面，算
是尽力恢复原有风貌，马鞍街
又有了一丝丝古街道的味道。
如今，路口的古井，路面的石
板，路边的琼北民居老宅，都能
找到些许历史的痕迹，在与钢
筋水泥的激烈互搏中，马鞍街
仍葆有难得的古朴气息。

沿着文庄路往东走到尽头，
一个陡坡下面，就是东门里。东
门里，古时叫东门街，在府城历
史上赫赫有名，是进出府城的重
要街道。

东门里很短也很窄，长数百
米，仅比一般巷子宽敞一些，车
辆的一声鸣笛，就能响彻整条街
道。这里菜市场、包子铺、商店
应有尽有，来往的人群熙熙攘
攘，很热闹，热闹到看不到一点
老城痕迹。

再往前走，没多远就能看见
两道古城墙，或者叫残缺的城门
——如果不是现存有一堵老城
墙，后人很难想象到这里曾经是
府城的东城门。东城门始建于
明代，曾经是进入府城的交通要
道，至今已有六七百年的历史。
东城门也叫朝阳门，顾名思义，
府城之东门，就是向着太阳升起
的地方。

据《琼山县志》载：府城古城
墙始建于北宋太祖开宝五年
（972年）。又据《宋史·地理志
六》记载：南宋绍兴六年（1136
年），“废昌化、万安、吉阳三军为
县，隶琼州”。琼州统领海南，府
城地位突显，构筑“外罗墟”。明
洪武二年（1369 年）增筑土石
城。后经历代加固修缮，府城已
是一座完整的古城池。

府城古城墙呈长扇形，东
北、西北、东南、西南四角呈圆弧
状，设东、南、西三个城门楼，北
面设望哨楼，无城门。城墙基石
高七层，两行两丁式砌法，石间
嵌砌大石砖，为内里夯土外砌石
砖的石墙。城南筑长堤，挖沟
渠，引南渡江水入15米宽的护
城河（今美舍河），绕南、东两面
城墙后流入大海。遗憾的是，现
在已看不到府城古城墙全貌，只
能从古籍中遥望当年的风采。

古老斑驳的城墙，由一条条
长长的火山石石砖垒起，黑色石
砖仍显古老本色，而水泥、石灰
修补的痕迹，则说明城墙经历过
多次修补，城墙上零零星星长着
野草、青苔，让人不由得想起“试
问繁华何处有，雨苔烟草古城
秋”这样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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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琼山区府城琼台福地。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府城自宋开宝五年（972年）开埠，迄今已有千余年历史。琼台，海南的别称之一，明代唐胄编
纂的海南地方志即取名《琼台志》。千百年间，府城始终以琼台福地为轴心兴建城池，是海南名副
其实的中心所在。千年来，琼州府城积淀的历史和文化，就散落在沧桑的城垣古迹中，散落在曾见
证古城繁华荣耀和悲欢离合的七井八街十三巷中，散落在许多还未被历史湮没的往事烟尘中。

据悉，海口琼台书院府前街特色文化商业街区项目（琼台福地—琼台书院历史风貌街区项目）
一期计划今年内完工开放。跟着本期文旅周刊一起到府城阡陌街巷中触摸海南历史的温度，走一
走有故事的街巷，感受千年古城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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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街·楼
“偶逐征鸿过邺城，谯

楼鼓角晚连营。”
——元·陈孚《彰德道中》

东门里·墙
“登兹楼以四望兮，聊

暇日以销忧。”
——汉·王粲《登楼赋》

马鞍街·巷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

人道寄奴曾住。”
——宋·辛弃疾《永遇乐·京

口北固亭怀古》

仁和坊·井
“辘轳金井梧桐晚，几

树惊秋。”
——南唐·李煜《采桑子·辘

轳金井梧桐晚》

用精湛技艺
守护历史遗产

据人民日报，今年是国家博物馆创建110周
年。8月10日开幕的“片羽重辉——国家博物
馆文保成果展”，系统梳理国家博物馆100余年
来在文物保护方面的努力和成果，回顾不同时
期的特点与成就，展示文保理念与技术的发展。

中国传统青铜器修复、复制技术源远流
长。多年来，国家博物馆保护、修复了大量珍贵
青铜器。此次展览展出了精心修复过的商代妇
好墓司丂母斝、春秋时期庚儿鼎等国家一级文
物，还有大盂鼎、四羊方尊等青铜重器的复制
品，让观众领略国博在青铜器保护方面的先进
水平。其中“后母戊鼎器形花纹拓片”则蕴藏着
国博如何保护和复制这件国之重器的故事。

后母戊鼎（原称司母戊鼎）是目前已经发现
的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形制巨大，雄
伟庄严，因其腹部内壁铸铭“后母戊”而得名。
国家博物馆文保院副院长马立治介绍，上世纪
后母戊鼎入藏国博后，文保人员对它进行了保
护处理，完成清除有害锈、科学检测、测定重量
和原样复制等一系列工作。

商后母戊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看展式社交”兴起
有何启示

据光明网，年轻人热衷看展，并在社交媒体
上分享自己的看展体验。有年轻观众告诉记
者，“每次去博物馆都能遇到很多知识储备丰富
的爱好者和志愿讲解员，大家会添加微信约着
下一次一起逛，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开心加
倍。现在看展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看展也算是
一项可以多人参加的社交活动，当然也有出于
内心的热爱。”

“看展式社交”在当下的流行，依托于几个
重要条件。首先，毋庸置疑是观众文化素质的
提高。一个优秀的观众，要去理解或者试图理
解艺术家所表达的思想、价值观与情绪，需要调
动自身的文化储备、情感储备和理性思维。硬
件也很重要。目前我国90%以上的博物馆向公
众免费开放，基本达成了参观博物馆“零门
槛”。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也是

“看展式社交”流行的重要原因。网络社会是新
的社会形态，也是新的社会模式。这种“新”，重
新定义着我们今天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包括文
化活动。

吸纳知识、体验文明，陶冶情操、升华气质，
了解社会、思考人生，抑或舒适优雅、充满乐趣，
在这些常有的标签之外，去博物馆、艺术馆看展
览又被贴上了“志同道合、交流互动”的新标
签。而那个著名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去博
物馆”，在今天看来，似乎又多了一个答案。

把旅游特色商品
卖到他们家去

据中国青年报，在人们购买的旅游商品
中，一半以上是旅游食品。旅游食品是指旅游
者在旅游中购买的各种成品、原料以及药食同
源的物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包装食品、饮
料、酒、茶、土特产等，但不包括烟草和药品。

由于疫情的影响，人们的出游时断时续，旅
行社、旅游景区、旅游酒店、旅游演艺受到冲
击。受到冲击的还有旅游商品企业，但如今，很
多旅游商品企业将过去的“坐等旅游者上门”改
为了“旅游者不来就把旅游特色商品卖到他们
家去”，全面开展线上销售、社区销售等新零售
模式。不少旅游商品企业的线上销售额已远超
线下。

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越来越高，只有
不断地大胆创新，提升旅游食品的水平和质量，
充分利用互联网和物联网，才能把各地丰富的
物产资源用起来，把特色传出去，让特色旅游食
品被人们喜爱和购买。

数字藏品
为何受到如此热捧？

据大众日报，数字藏品作为藏品，首先具备
一定的艺术性和收藏价值。从已经发行的数字
藏品来看，由博物馆出品的数字藏品占据了相
当一部分。公开数据显示，文物类蕴含中国文
化的数字藏品，以及画作等艺术品类数字藏品
是目前数字藏品市场的两大购买偏好，占比分
别达到24.76%和24.65%。

相较于传统艺术品收藏，数字藏品造假的
可能性较低。而且数字藏品具有唯一的不可复
制的凭证，这也就意味着每件数字藏品都是独
一无二的，较之普通的“限量款”更能满足消费
者的个性追求。

（徐晗溪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