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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雕梁画栋的古建筑，中华
水上古城内的特色园林景点也别有
洞天，城内东南西北五处复建园林，
不仅景致独特，更重要的处处都有
历史积淀。

一眼望千年：

古古城城五五公公园园 处处处处有有故故事事

依绿园：

“绿云深处”

十八景或再现
依绿园原为明清两代东昌府

衙的官府花园，因靠近城墙西北
角的绿云楼而得名，园内有“十八
景”(也有说“十二景”)，绿云楼是
聊城古八景之一的“绿云春曙”。
旧址在今古城道署西街路北市粮
食局及西花园。

聊城市社科联原副主席姚绪
智告诉记者，依绿园是古城拟复
建景点之一，原为明朝洪武三年
建，后经多次重修。院内亭台、池
榭、小桥、幽阁,假山峥嵘，翠峰叠
秀，丽农山房、绿云深处等18景的
设计独具匠心，为六百年前聊城
一大胜景。

其中，“丽农山房”是依绿园
的主建筑，西边累土为山，称华
山，山房南面也有土山，称为南
章。据说当年郑板桥来东昌府，夜
降大雪。第二天，众人踏雪观竹，
当时知名画家吴竹堂，即兴泼墨
作了一幅《得水园喜雪图》。郑板
桥欣然为面南的一处园中宅子题
写了“喜雪斋”。喜雪斋门柱上有
一幅楹联，是清代书法家、清官刘
墉撰写。

至清后期逐渐荒废，解放前
后，老古城居民对依绿园印象仍
然深刻，当时这里已是民居，因为
交通相对便利，又有三口甜水井，
周边的居民和茶馆酒肆都到这里
取水。至解放前，住户已不足10

户，却不乏名流，清末聊城著名画
家郭培兰就生于此街，他一生擅
长花鸟人物的工笔画，设色鲜艳，
勾画精细，风格独成一派。

绮园：

游廊相连再现

官式私家园林
绮园位于中华水上古城红星

街路北，是东昌五大家之一任氏

任克溥的私家园林。
姚绪智说，在东昌五大家族

中，任氏家族的故事、传说最多。
“任蝎子”的传说、无税碑及山东
免粮的故事，无一不透露出这座
宅邸曾经的主人任克溥为官清
正、刚正不阿。

姚绪智说，绮园总建筑面积
达1 . 35公顷，内有古典建筑17栋，
亭廊三百余米，水系约三千平方
米，是古城复建景点中唯一一处
用游廊将所有建筑连在一起的院
落。特别是绮园的主建筑松桂堂，
长约24米，宽10 . 5米，高约8米。

姚绪智告诉记者，绮园本为
任家的“别墅”，旧址应在北坝一
带，今天的绮园，建国后曾为人民
公园，1958年，时任山东省委第一
书记舒同曾题写园名。聊城文史
专家吴云涛先生，曾在《东昌野
史》一书中这样描写绮园：“亭榭
台阁，假山鱼池，花木掩映，鸟语
清婉。”

《东昌野史》还记载，花园东
南角，因康熙南巡途经东昌府时，
在任府居住，帝妃曾在这楼上梳
妆而称“梳妆楼”，院中“松桂堂”
匾额，原是康熙帝题写；还曾题写

“绿水本无忧，因风皱面;青山原不
老，为雪白头”的对联。此联被刻
在两块长方形的大青石上，立于
松桂堂前，直到民国年间还存在。
今天复建的绮园，梳妆楼、松桂堂
及康熙皇帝书写的匾额对联，均
已再现。

凤嗉园：

60米画廊图解

“凤凰城”传说
在古城楼南大街，有一处清

幽所在，60米的画廊，画匠用40多
幅手绘画生动表述了凤凰城的传
说。画廊连同深处亭台轩榭、碧水
深池，便是古城内的又一处园林
美景——— 凤嗉园。

凤嗉园曾为一个废弃坑塘，
因古城曾被称为“凤凰城”，坑塘
的位置恰好处于凤凰嗉位置，而
得名凤凰嗉。古城实施保护与改
造后，在原有凤凰嗉坑塘的基础

上，结合历史文化开发建设一处
园林景观，命名“凤嗉园”，包括荷
花池及池岸、亲水平台、假山及曲
桥等，走廊曲折通向楼南大街。

而画廊上的传说，姚绪智介
绍，相传很久以前，聊城一带是一
片茂密梧桐林，一对凤凰统领白
鸟，有一年，这里突发大水，东海
黑龙想占此地为己有，争斗中，公
凤凰累死，母凤凰因腹中孕蛋，强
忍悲痛离去。

鸟王一走，这里成了一片汪
洋，人称东州湖，后来，母凤凰借
画工之手变成一名美女，与湖边
一名叫王成的人结成夫妻，生下
王东、王昌。后地方官要在东州湖
中建城，母凤凰令俩儿子相助。

为了纪念他们的功绩，人们
将这座城市称为“凤凰城”。修城
期间，恰逢黑龙回东海探亲，等他
回来发现湖中生城，万分恼怒，想
毁城，王东、王昌两兄弟手持凤凰
用羽毛变成的利剑同恶龙搏斗，
城保住了，百姓得救了，可是两兄
弟却英勇献身。为了纪念他们，人
们又将城市改成他们的名字，“凤
凰城”也称为“东昌城”了。

小西湖：

千年水域

与古城同岁
姚绪智告诉记者，古城西南

角，一处公园，因在古城西侧，水域
面积较东昌湖较小，又仰望西湖之
美名，故曰“小西湖”，别看水域面积
不大，距今已有千年历史。

据这里的曾经的居民讲，“小
西湖”的前身，是一处废旧坑塘，
淤塞严重，因其地处古城西南方
向，所以被叫做“西南坑”；又因
为它的北面曾有白衣观音堂，所
以也被称为“白衣堂坑”。即便如
此，它在老古城居民的眼里，却

“大有来头”，它和附近的“二十
里铺街”见证了聊城易址的重要
历史。

传说一千多年前，“狮子眼
红陷旧州”，黄河水患毁城，聊城
城址由旧州洼(今开发区徐田村
南)，迁至现在的古城。古城西南方
向，有村庄名叫“二十里铺”，因为

距离旧州二十里得名。宋熙宁二
年，聊城修建城墙，将二十里铺圈
进了城内，村名改街名，“二十里
铺街”沿革至今，成为古城内历史
最为悠久的街巷之一。明清两代，
今天的小西湖附近住着不少名
人。明朝末年，以“孝”“善”著称的
李应麟、李应凤兄弟二人，就住在

“白衣堂坑”附近。
进入小西湖可见一座清心牌

坊，公园内有池塘、碧树、假山、小
桥、亭台、轩榭，铺石小道曲径通
幽，花木繁茂绿意盎然。

东南公园：

听铁公故事

赏天下奇石
据悉，在东南片区，重建铁铉

祠堂的同时，还将利用东南角公
园用地，在传统园林造景基础上，
选取造型奇特、各异的天下奇石
进行主题展示，建设一座园林奇
石特色休闲公园。

在这一公园附近，铁公祠也
即将进入布展阶段。铁公祠院落
全部建筑为全木结构，采用优质
木料。大殿及大门、厢房，皆飞檐
翘角，仿照明清建筑复建，突出中
式风格，雅观爽目。

史载，铁铉深受明太祖朱元
璋赏识，朱元璋死后，长孙朱允炆

登基，任命铁弦为山东参政。燕王
朱棣为与侄子争夺帝位，从北京
发兵南下“靖难”。

兵至济南时，铁铉在大明湖
南岸水面亭誓师，抵抗燕军南下，
几次挫败燕军，并焚毁他们的攻
城器械。当燕军炮火攻城时，铁铉
令人在城上竖起朱元璋的牌位，
使燕军不能开炮，还设计诈降，在
城门上预设铁板，待朱棣领军进
城，铁板骤落，差点把朱棣砸死。
朱棣久攻不下，只好撤兵，建文帝
朱允炆闻报，擢升铁铉为兵部尚
书。

建文三年，朱棣再次兴兵，绕
过济南，攻下南京，自立为帝。然
后发兵复取济南。铁铉兵败被俘，
死时年仅37岁。南明朝廷追赠他
为太保、加谥号忠襄，清乾隆时重
新谥为忠定。

水上古城

即将承接团队游

本报聊城6月16日讯(记
者 杨 淑 君 ) 随 着 景 点
建设加快及旅游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以打造 5A级旅
游景区为目标的中华水上
古城吸引力日渐凸显。近
日，关于启动古城景区团
队旅游的座谈会召开，讨
论 如 何 立 足现有条件，促
进古城旅游发展。

日前，中华水上古城内
的卫仓、七贤祠、任克溥故
居、戏曲文化展览馆等陆续
对外开放，契约文化博物
馆、民俗博物馆、老照片博
物馆也正在布展中，其余规
划景点建设迅速推进，中华
水上古城召开座谈会，邀请
聊城市旅游局、文广新局及
部分旅行社的负责人，讨论

“如何推进落实古城的旅游
线路和团队旅游”，一致认
为，古城旅游在现有资源的
基础上，逐步改进和完善旅
游环境和接待条件，增强古
城特色吸引力，提高游客舒
适度和满意度，促进古城旅
游发展。

座谈会后，中华水上古
城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
将从“吃住行游购娱”六大
方面，不断完善古城基础设
施，增加游客游玩的趣味性
和体验性内容。

具体来说，一方面，将
从景区导视系统、观光电
瓶车、停车场、厕所、垃圾
桶等方面入手，完善旅游
基础设施，为游客参观游
览 提 供 便 利 ；另 一 方 面 ，
将成立水上古城餐饮商户
联盟，制定旅游团散接待
标准及细则，并签署“诚信
经营承诺书”，为游客创造
更好的接待环境。

同时，将启动水上古城
景区旅游纪念品开发。为使
游客在旅游观光的同时，
能够买到具有本地特色的
旅游纪念品，初期拟建立
旅游产品销售联盟组织，
统一规范管理水上古城旅
游纪念品的销售。同景区
内现有的特色商户探讨将
其纳入团队旅游指定参观
购物点的可能性，统一悬
挂带有古城 l o g o、“好客山
东 ”标识的“ 旅 游 纪 念 品
店 ”等 ，并 签署相 关 协 议
( 如 可 提 供 邮 寄 服 务 等 ) ，
缴纳诚信经营保证金，保
证合法经营，以便景区有
效 处 理 旅 游 购 物 中 的 投
诉，树立古城整体良好形
象。未来，将成立文创公司
进行具有鲜明古城特色的
旅游纪念品设计与开发，逐
步探讨产品设计、生产制作
委托、版权保护等问题的解
决。

此外，将启动周末常态
化演出计划，为游客提供观
赏体验，实现团队旅游的要
求。

未来古城将与旅行社
对接，设计开发“古城一日
游”线路，并将组织开展旅
游线路设计大赛。

文/本报记者 杨淑君

片/本报记者 邹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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