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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讯

近日， 以 “吴江游子游吴江”
为主题的 “五客汇吴江” 体验旅游
活动成功举办， 五位来自于北京、
上海、 深圳等地的吴江游子重回家
乡， 通过游览景点感受家乡变化。

活动招募国内外工作创业、 在
各自行业具有正能量和一定影响力
的吴江籍精英同游吴江， 旨在通过
对吴江旅游进行全方位、 多角度的
展示， 让游子及达人以脚步丈量家
乡的变化， 激发吴江游子爱国爱乡
情怀， 让更多游客了解吴江， 前往
吴江体验。

古港， 古圩， 踏古巷； 暖阳，
炊烟， 映乡愁。 体验团先后考察了
黎里古镇、 盛泽宋锦文化园、 亨通
集团、 北联高效农业示范园、 同里
古镇、 震泽中学、 东太湖生态旅游
度假区、 丝绸特色小镇震泽等景区
景点 ， 实地体验了吴江的智能工
业、 现代农业、 休闲旅游及特色小
镇等。 体验团中， 有中国科学院院
士， 也有清华大学教授， 还有华为
公司的贸易专家等， 他们通过这次
旅游 ， 进一步感受家乡的发展变
化， 传播了吴江的独特魅力。

据悉， “吴江游子游吴江” 是
“五客汇吴江” 系列活动之一。 截
至目前， 活动共邀请来自全国各地
的旅游达人12批， 计百余人次， 产
生数千张摄影作品， 制作9集专题
视频 ， 近200篇优美的体验文章 。
品牌成效显著， 现已成为吴江旅游
创新营销的新名片。

本报记者 张江艳

“吴江游子游吴江”
用脚步感受家乡变化

薪 火 相 传 ， 营 造 缤 纷
“琉璃世界”

琉璃渠村， 仿佛是一个琉璃构筑的
村落， 徜徉于幽静的老街， 到处展现着
琉璃的色彩。 琉璃镶在屋顶、 墙壁、 路
边， 在阳光的照耀下， 流光溢彩， 透着
一种不张扬的华丽与古典之美。

有史料记载， 琉璃渠被誉为 “琉璃
之乡 ”， 得力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
村西的对子槐山上盛产坩子土， 是烧制
琉璃的上好原料， 而门头沟丰富的煤炭
更为烧造琉璃提供了燃料。 那村内的西
山大道和村东的永定河， 使这里的交通
极为便利。 早在辽金时这一带就开始烧
制陶瓷， 元代修建大都城需要大量琉璃
砖瓦， 便在此设立窑厂并派官员管理。
明代在此置 “琉璃局”， 至清乾隆年间，
城内的琉璃窑场停烧， 琉璃厂迁到琉璃
渠， 由工部派人员主持烧造， 皇家园林
的大量兴建使得琉璃渠的琉璃烧造进入
全盛时期。 700年间窑火不灭， 京城许
多建筑上的琉璃制件， 多出自这里。

在琉璃渠村寻游， 听到最多的是关
于 “琉璃赵” 的故事。

“琉璃赵” 是山西榆次人， 元末明
初时来到北京兴办琉璃厂。 其琉璃烧造
之法是绝对不外传的， 只有赵家代代相
传， 因此， 赵姓一家始终掌控着琉璃烧
造， 直到清末民初， 故有 “琉璃赵” 之
称。 在清代乾隆年间达到全盛时期， 为
皇家烧造了大量琉璃瓦件。 当时烧制琉
璃构件， 不论品种、 大小统一每件纹银
一两 ， 利润丰厚 ， 由此赵家曾富甲一
方。 “琉璃赵” 第十六代孙赵春宜被受
封五品蓝顶子， 显赫一时。

琉璃渠前街有一座气派豪华的宅
院， 拾阶而入， 顿感与众不同， 这两进
的四合院， 以回廊相连，布局严谨，全部
磨砖对缝， 正房为硬山大脊， 筒板瓦合
瓦，戗檐砖雕刻精美，青石台基 ，十分讲
究，这就是赵春宜在同治、光绪时期受封
后修建的。 曾为清工部琉璃窑厂办公处
所，而今作为“琉璃渠乡情村史展”，向人
们展示村域700年琉璃文化艺术。

过街楼、 茶棚、 关帝庙，
古韵犹存

琉璃渠村古迹众多， 寻游于此， 无
不感受着古代建筑艺术魅力。

在村子东口， 有一座过街楼 “三官
阁”， 是村里最高的建筑， 也是北京地
区唯一一座黄琉璃顶的清代过街楼。 每
年元宵节， 过街楼上悬挂各式彩灯， 夜
里灯火辉煌， 村里人纷纷来此祭奠供奉
在殿内的 “天官、 地官、 水官” 三官。

这座过街楼是乾隆时期修建的， 砖
石结构， 券洞进深10多米， 历经250多
年风雨仍然完好。 城台上有殿堂三间，
黄琉璃顶， 门楼顶上站着琉璃的 “太平
有象”， 两侧是琉璃鸱吻， 神态栩栩如
生 。 楼上镶嵌的琉璃匾额 “砺山 ” 、
“带河”， 古朴而别有韵味。

站在过街楼下， 仰视那绚丽的琉璃
色彩和精美的雕饰， 无不感叹琉璃渠人
高超的技艺 ，这是古代琉璃烧造业的
见证。

关帝庙与过街楼遥遥相对， 在村子
的西口， 建于清代。 坐西朝东， 正殿三
间， 硬山大脊， 琉璃瓦顶， 排山勾滴，
垂脊有小兽， 前出廊， 双层檐椽， 梁枋
上绘旋子彩画。 这正殿屋顶上的彩画是

明清时期最高级别的， 因为用料精良，
虽经几百年， 依然保存完好， 而今是华
北地区独一无二的琉璃关帝庙， 现为文
物保护单位。

“万缘同善”茶棚位于村北，是一座
完整的三合院建筑布局，为两进三合院。
殿院宽敞，覆绿琉璃瓦。博风、墀头均为
黄琉璃饰件，而最精美华丽，也是最耀眼
的当属观音院的“金龙和玺”，为皇家规
格，据传这是经过慈禧太后恩准的。

琉璃博物馆， 留住 “乡愁”
琉璃渠村有一座全国首家私人创办

的琉璃博物馆， 以展示和弘扬琉璃艺术
的文化， 创办者刘成厚是土生土长的琉
璃渠人， 具有30多年琉璃烧造经验， 为
门头沟区琉璃烧制技艺传承人。

走进这座微型琉璃博物馆， 满眼的
流光溢彩， 两侧展台上整齐摆放着不同
年代的琉璃物件， 有明、 清、 民国时期
的各种琉璃瓦、 构件、 摆件两百余件，
还有用坩子土制作的民国时期琉璃渠村
古窑遗址砂盘模型等藏品。 其中一间展
室内， 中间摆着一方沙盘， 展示了琉璃
渠村的全貌。

刘成厚介绍说， 从事琉璃烧造几十
年， 对这种传统技艺有一种难以割舍的
感情， 创办这座琉璃博物馆， 就是留住
一份“乡愁”，让琉璃烧造技艺得以传承。
近年来， 刘成厚为琉璃文化的传承付出
许多努力， 既保留传统工艺， 有大胆创
新，开发出了许多新的琉璃工艺品种。

无处不琉璃的琉璃渠村 ， 古韵依
旧， 到此一游， 不虚此行， 置身于琉璃
营造的缤纷世界里 ， 仿佛穿越时空隧
道， 深邃而久远……

在北京西部， 遍布着许
多古村落， 琉璃渠村是其中
之一 。 位于门头沟龙泉镇 ，
西依九龙山 ， 东临永定河 ，
700年来 ， 以烧造琉璃而闻
名， 被誉为 “琉璃之乡”。 不
久前有幸参加了 “琉璃文化
游”， 领略了那色彩斑斓的琉
璃杰作， 感受了华夏传统文
化的艺术魅力。

约 稿【休闲生活】

或是对一个城市的深入解读， 或是
对一条旅游路线的亲身体验， 亦或是旅
途中感受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吃喝玩
乐……本栏目注重记录旅途中的美好过
程， 以玩家身份为读者旅途生活提供服
务。字数在1000-1500字。要求有小贴士，
有图片。

【驴友笔记】

这里不是泛泛的游记， 而是旅途中
的风光景致、 人文历史、 游历故事所引
发的情思、 带来的感悟。 就像品一杯清
茶，淡淡悠远。 本栏目注重旅途故事和旅

途感悟的分享， 为您提供一个休憩的场
所。 字数在600-800字内。

【美景分享】

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景点 ，无
论是专业相机还是手机拍摄， 只要图片
精美，再精美 ，标明拍摄地，文字风格活
泼生动， 吸引人， 都可以和大家共同分
享。 要求大图、100字以内的图说。

云南推出边境深度游
部分景区限时免费开放

借助澜沧景迈机场通航契机，
云南近日推出滇西南边境 “绿三
角 ” 深度游 ， 线路连接普洱市澜
沧 、 孟连 、 西盟等地特色旅游资
源 ， 海内外游客还可享受主要景
区 （点） 免费开放等限时优惠。

“绿三角”深度游线路包括：澜
沧老达保村-景迈山柏联茶庄园-
大平掌古茶林-翁基布朗族古寨-
糯干傣族水寨等； 孟连娜允古镇-
孟连宣抚司署-孟连总佛寺-孟连
金塔-孟连宣抚礼仪乐舞； 西盟狂
欢佤部落-勐梭龙潭-木依吉神
谷-里坎瀑布-永克洛景区。

据了解， 从５月底开始至６月３０
日 ， 凡持有目的地为普洱澜沧景
迈和普洱思茅登机牌的游客 ， 进
入 “绿三角 ” 地区和昆曼大通道
涉及地区 （墨江 、 宁洱 、 思茅 ），
可享受系列旅游优惠政策。 其中，
景区 （点 ） 门票免费范围涵盖当
地主要３Ａ级旅游景区、 ４Ａ级旅游
景区及其他热门景点 ， 包括普洱
市思茅普洱国家公园 、 中华普洱
茶博览苑， 墨江北回归线标志园、
双胞文化园 ， 孟连金塔 ， 里坎瀑
布等。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