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罗罗瑜瑜权权

说到罗马 ， 不得不提到1953年
由奥黛丽·赫本和派克主演经典的电
影 《罗马假日》， 这是一部的经典浪
漫爱情片， 讲述了一位欧洲某公国
的皇室公主与一个美国平凡记者之
间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一天之内发生
的浪漫故事。

没有到罗马前， 我一直在想象
心目中的罗马是个什么模样， 摩天
大厦， 富丽堂皇， 灯红酒绿， 五光
十色等等。 一到罗马有些失望， 没
有看到想象中的摩天大厦， 楼舍不
高， 而且陈旧， 一路上见到的是残
痕古迹， 但只有你驻足仰望， 你会
在许多建筑前面看到雕塑、 宫殿和
广场。 你在游览观看后， 或许被它
的历史厚重所震慑， 你会竖起拇指
点赞古罗马的历史和文化。

关键词：“永恒之城”

罗马 ， 就是一座古城 ， 已有
2500余年历史， 它是古罗马帝国的
发祥地， 因建城历史悠久而被昵称
为 “永恒之城”。 1980年， 罗马被列
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古罗马遗址是古罗马时代的城
市中心， 包括一些罗马最古老与最
重要的建筑， 是古罗马的代表。 古
罗马遗址包括提多大帝凯旋门、 安
东尼 ?庇护和佛丝蒂纳神庙 、 元老
院、 神圣之路、 马克森提乌斯与君
士坦丁大帝会堂等。

古罗马斗兽场， 是古罗马帝国
标志性的建筑物之一， 是古罗马帝
国的象征 ， 是罗马古迹中最卓越 、
最著名的代表， 也是当今世界八大
名胜之一。 古罗马斗兽场是罗马帝
国征服耶路撒冷后， 为纪念皇帝威
斯巴西安的丰功伟绩而建的， 呈环
形状 ， 整个斗兽场最多可容纳9万

人， 以庞大、 雄伟、 壮观、 独特著
称于世， 现在虽只剩下大半个骨架，
但其雄伟之气魄、 磅礴之气势犹存。

位于古罗马斗兽场西侧的君士
坦丁凯旋门， 是为了纪念君士坦丁
大帝击败马克森提皇帝统一罗马帝
国而建的 ， 其上的雕塑精美绝伦 、
恢宏大气， 尽管历史过去千年， 虽
是残迹斑斑， 却仍在风雨中， 与古
罗马斗兽场共同见证罗马的辉煌。

关键词：许愿池

离开罗马斗兽场， 我们由当地
一位华人朋友的带路， 开始了罗马
深度游。 罗马深度游包括游览万神
殿、 许愿池和西班牙广场。

穿过几个小巷， 就到了罗马万
神殿。 万神殿， 是至今完整保存的
唯一一座罗马帝国时期建筑， 始建
于公元前27-25年， 由罗马帝国首任
皇帝屋大维的女婿阿格里帕建造 ，
它是一个宽度与高度相等的巨大圆
柱体 ， 上面覆盖着半圆形的屋顶 ，
拉斐尔等许多著名艺术家就葬在这
里， 葬在这里的还有意大利君主专
制时期的统治者。 万神殿被米开朗
琪罗赞叹为 “天使的设计”。

万神殿前的罗通达广场 ， 有一
个中央竖立着高大的尖顶方碑的喷
水池， 方碑基座雕有古罗马神话场
景， 这一喷水池所在地就是罗马万
神殿的前庭。 在罗通达广场， 一位
街头女艺术家在演唱歌剧， 吸引着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驻足观看。

过万神殿 ， 我们到了许愿池 。
许愿池， 别名幸福喷泉， 是罗马最
大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喷泉 。 许愿池
位于罗马的三条街交叉口， 建造者
为18世纪建筑师沙尔威， 30年才完
工。 许愿喷泉是罗马最后一件巴洛
克杰作， 在电影 《罗马假日》 上影
后就闻名于世， 风靡一时的 “赫本
头” 也在此旁边的一个小小理发馆
诞生。 许愿池是全球最大的巴洛克
式喷泉 ， 池中有一个巨大的海神 ，
驾驮着马车， 四周环绕着西方神话
中的诸神， 每一个雕像神态都不一
样， 诸神雕像的基座是一片看似零
乱的海礁 。 据说在这里许愿很灵 ，
只要背对着许愿池， 抛下硬币许下
三个愿望就能实现， 但第一个愿望
必须是： 我还要来罗马。

许愿池旁边有家冰激凌店，听说
奥黛丽·赫本在此店吃过冰激凌，因
此出名。我们品尝了两个开心果冰激
凌，2.5欧元一个，味道还不错。

离开许愿池， 经过梵蒂冈驻意
大利大使馆， 到了西班牙广场。 这
个广场建于18世纪， 因为电影 《罗
马假日 》 中几个经典场景而出名 。
当时美国记者从广场的台阶上看到
以为喝醉酒的安妮公主， 从此便谱
写了一段美丽的爱情。 西班牙广场
上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他
们静静地坐在阶梯上小憩， 或许在
沉思着这座古老的城市何以如此悠
久， 如此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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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到罗罗马马去去度度假假

■■旅旅游游资资讯讯

高温天气戏水避暑享清凉

入伏以来多地出现高温天气， 人们纷纷
戏水休闲、 享受清凉。 图为近日游客在山东
省临沂市沂南县香山湖瀑布戏水纳凉。

游喀什老城品独特风情

盛夏， 新疆喀什老城瓜果飘香， 茶香四
溢。游人穿梭在迂回的巷道中，体味老城独特
的风土人情，别有一番韵味。图为两个小朋友
走在喀什老城的小巷里。

“小猪佩奇”亮相上海

近日， “小猪佩奇欢乐假期” 主题展在
上海虹桥天地揭幕， 展览紧扣暑期时段， 以
欢乐假期为主题， 为游客带来充满童真的互
动体验。 图为游客在展区游玩。

夏日赏荷正当时

盛夏时节， 河北省滦南县北河公园里荷
花竞相绽放，进入最佳观赏期，吸引了众多游
客和市民前来观赏。 图为游客在河北省滦南
县北河公园内乘船观赏荷花。

黄河壶口瀑布景色壮美

受近日上游降雨影响， 黄河晋陕峡谷水
量大涨， 壶口瀑布出现多个瀑布群 ， 景色
壮美 ， 气势磅礴 。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