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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东园图>13 日亮相央视》追踪

清代扬州人袁耀绘制的传世之作——
—

央视借画“复活”扬州东园

欣赏昔日扬州园林胜景
领略大师高妙笔墨技法
延
伸
阅
读
（栏题）
本报讯 记者 陶敏）昨起，央视 朝扬州一处名为东园的私家园林，画 房，从未正式展出过，如今通过央视
（

四套“国宝档案”栏目分 3期播出 中东园背山面水，
犹如人间仙境。节
这一平台亮相，
使观众能够领略到这
扬州史上曾有
“东园”（图）（第三部分
“■里东园”
，文中怎么没有提到
“■里”？）
4处
分别在瘦西湖、
天宁寺、汤汪、仪征
“金坛寻珍”系列节目，首先与观众 目中，“出镜”人李国平带领观众分享 幅传世之作的魅力。
仪征东园最早，欧阳修曾为其写记
见面的是《扬州东园图》，
消失的“瘦 了《扬州东园图》的艺术魅力。
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说，
相较 请，
受新浪江苏旅游频道邀请，
制作旅游攻略页面——
—
应俱全，
“可能由于平时发布的与扬 瘦西湖、大明寺、何园、个园，旅
西湖东园”以国画的形式呈现在观 《扬州东园图》为著名文物收藏 于苏州和杭州而言，
“ 扬州以园亭
有图为证，
与曹寅关系密切
很是用心
州旅游相关的微博较多。”郭石 游开发得很好，非常值得赏玩。
众面前，这是清代扬州人袁耀绘制
家和鉴赏家张律均临终前捐献给家
胜”。已经消失的
重新呈现在
昨晚亮相央视的《扬州东园图》，
画作 “东园”
“扬州城东南的东园大约存在于清初，
90 后小伙新浪推广扬州美景（图）
而全面。 东坦言，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平 另有狮子楼的狮子头，蒋家桥
的传世之作，引起很多扬州观众的 乡金坛，当时捐赠了包括
7件国家一
观众面前，
后面有《扬州东园记》，
其中写道，
“东园曰更是让扬州观众感到格外
这一处东园应该在汤汪一带。”韦明铧认
“扬 时他就很关注扬州的旅游，而 的虾籽饺面，扬州三把刀的扦
关注。
级文物在内的
13别与真州也。
6件书画、瓷器、
铜 亲切，
市民严莉认为，
在欣赏清代扬
扬州者，
”也就是说，
当时仪征
为，当年这一处园林与城市园林并不一样，
州确实是 这次的应邀开设主页，也是他 脚师傅，扬州确实值得一游。”
介绍扬州一日游攻略，
包括线路、
费用等
江苏金坛博物馆收藏的这幅《扬 器等精品文物。
《扬州东园图》属于国
州园林胜景的同时，
也领略了清代扬
也有一座
“东园”
。不仅如此，夹岸垂
史料记载，
扬 没有围墙，依靠天然的环境，因为在运河
“人生只爱扬州住，
个美丽的城市。
从南京向北，稻 所一直向往的。
上海网友“民工狐”在主页下点
州东园图》，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清
一直藏在金坛博物馆库
州界画大师高妙的笔墨技法。
阅读提示 家一级文物，
州历史上曾有
“东园”园林。那么，
杨春气薰。4座叫
”在主页最醒目的位
畔，景致较为宽阔，
并建有亭 3天 2夜 评道。
田的尽头，
先是仪征汽车，有树木相衬，
然后 “曾经写过一个
“人生只爱扬州住，夹岸垂
这 4座东园当年分别在哪？各有何亮点？
置，诗句映人眼帘，与此相配 是麦德龙、
台，很有江南园林的味道。
美凯龙，再就是成片 的旅游攻略，这次主页的特色
】
为此，记者昨特邀扬州文化学者韦明铧等
杨春气薰”
，
这是扬州八怪之一
据悉，
这一处东园与曹寅的关系密切，
的，便是三张清晰而秀美的扬
读
连线新浪江苏
的现代化小区，
那是新兴的，
昂 是扬州一日游，将最具特色的
阅
黄慎的著名诗句。昨天，在新浪
解读这些遗存。
州美景照片。记者看到，照片上 头挺进的扬州。”主页制作人
曹寅曾在诗文中提及这处东园。韦明铧在
景点展现给国内外的游客。
”
郭
扬州美景，网友心中大爱
伸
》登 “国宝档案 ”（央视截图 ）
江苏旅游频道，一个以此命名 瘦西湖、个园、大明寺等特色景 “郭石东在扬州等你”如此写
一本清代园林图集中找到了这处东园的
石东表示，相比较下，他选择了 《扬州东园图
昨天傍晚，记者辗转联系
【延
.瘦西湖东园
的扬州旅游攻略页面吸引了不 1点一览无余，现代风景与古典
图，和袁耀绘制的《扬州东园图》一样很长，
道。“想去扬州了”
，“镜头下的 主页上的 4个景点。“主要想表 上新浪江苏旅游频道分管负责
少扬州市民的关注，主页以扬 在白塔一带，
仍能见到部分风貌 扬州，美不胜收！”
建筑相融合，让人无限向往。
遗憾的是，地面建筑现在一无所有。为此，
在主页最下 达的是关注扬州的园林文化和 人晓菲。“■ 这个攻略页面主
“扬州历史上曾有四座园林叫做‘东
州的美景图片为主，介绍扬州
韦明铧建议在适当的地点，
建立碑记解读
， “提到园 要为热爱旅游的网友定制，刚
“行程：
1天，费用共计 370元； 方的“微吧讨论”
■
■
中，不少外地 运河文化。
”郭石东称，
园’。”
韦明铧认为，
现存风貌最好的，
一日游的攻略，其中包含 4个
使之成为人们访古的去处。林，扬州园林文化并不逊色于 开始需要邀请城市达人来写，
类型：赏花、
文艺、
人文等。”原 要算
游客纷纷留言，表示出对扬州
扬州特色景点、线路和旅游贴
瘦西湖里的东园，这是清代扬州湖上园林
来，这也是扬州一日游攻略的 的向往。
苏州园林，知道扬州园林的人 以后会很快开放给网友自己填
昨晚亮
的代表作之一。
士等，内容很是精美。记者了解
4.仪征东园 天宁寺东园
主页。 据《扬州画舫录》记载，雍正
却相对较少，从这点出发，
我想 如今难觅任何遗迹
充。”晓菲介绍，
“烟花三月下扬
对应西园，
相央视的
到，该主页的制作人是扬州本
年间，山西临汾人贺君召在五亭桥以东一
“第一站：东关街，它是扬
苏东坡、米芾曾到此一游
连线网页作者
让更多人了解扬州园林的风格 州，春夏季下扬州一直都是比
《扬州东园
扬州天宁寺是清代扬州
何遗迹，查阅相关史料，
韦明 扬州宾馆所在地，
地 90后小伙，受新浪江苏旅
带创建东园，并在荒滩的周围湖中广种莲
州城里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条历
扬州历史上
4座东园中，
最早的是仪
特色以及独有的文化内涵。
”提 较热门的话题。”
晓菲表示，因当年规模较
扬州 90后小伙倾情制作
图 》， 画作后
八大名刹之一，
如今，
我们已
铧分析认为，天宁寺的东园，
小，
应该是当时僧人和方丈呆
藕，
还在滩上建造了一个嘉莲亭，
这处景致
游频道的邀请，只为在线上推
征的东园，
但是消失已久。
史老街。”
鼠标向下拖动，
扬州
“本地人写的攻略，
倍儿带
及运河文化，这位
9
0后小伙
此整个频道的编辑们便进行扬
面有 《 扬州
经找不到当年天宁寺东园任
和西园相对应，
应该在现在的
的地方。
广扬城的美景。
被称为一日游行程便正式开始。
“东园十二景”之一。因为当时有许
“扬州 感！要有行程，
昨天，记者联系上仪征市党史办原主
“扬州这座城市
州的介绍专题，并邀请小郭这
要有钱；要有贴 也有独到观点，
东园记 》， 其
多文人为该园题咏，
后来曾编成《扬州东园
任帅国华，这位老人
7
0多岁，一直在研
真正的魅力，在于其骨髓中的
士，要有图；要有美食，要有
沿着运河而立，扬州世代居民
样的
“骨灰级”
达人撰写攻略。
中写道 ，“ 东
■里东园
题咏》一书。
浏览旅游主页
究、整理仪征文史资料，
曾经研究过仪征东
点点沉香，幽幽铜色，在于它的 路。”不少细心的扬州市民很快
临河而生，运河养育了扬州人，
“扬州的景点多，风景美，是网
有图为证，
与曹寅关系密切
园曰扬州
“新鲜旅”，扬城美景尽览 在韦明铧指引下，
记者发现，这处东园
不紧不慢。”记者在主页上看
园的几度兴衰。
发现了如此
“给力”
的一日游攻 运河与扬州的关系不言而喻。
”她还介绍，
“每
者 ， 别与真
“扬州城东南的■里东园大约存在于清初，
这一” 友心中的大爱。
部分风貌，
在白塔一带依稀还能见到，例如
“看不透，文化底蕴很深
“仪征的东园大概在今天的仪征市政
到，每个景点不仅配有简单介
据悉，扬州一日游主页的
次我们官方微博发出有关扬州
略，主动用微博转发并大赞
州也 。 ”也就
处东园应该在汤汪一带。”
韦明铧认为，
当年这一处
厚。看不漏，处处精致耐琢磨；
带有历史印记的白塔南侧的藕香桥等。
绍，还附上一幅精美风景图片、“棒”“，府东边。
”帅国华介绍，根据史料记载，
早在 攻略等，
能在专门的旅游频道看
制作，没有围墙，
包括文字、
都是 风景的微博，转发量和评论量
是说 ， 当时
园林与城市园林并不一样，
依靠天然的环
看不够，
常来常新美扬州。
扬州
而今白塔西侧的晴云轩美食广场，
韦
游玩所花费的时间等。
“第二
宋代这里就有东园，
规模很大，
应该是仪征
郭石东一个人完成。
“
平时经常
”晓菲笑言，
“以前的一
到本地人的原创攻略，扬州人
仪征也有一
境，因为在运河畔，
景致较为宽阔，
有树木相衬，并建 都很多。
明铧推测，
这里原来是云山阁，
现在从“白
是一座有着近 2500年历史的
当时最大的园林。
苏东坡曾经
3次到真州，
站，个园……”
记者看到，主页
怎能不转？”
带着朋友来扬游玩，所以时间
些扬州攻略主页，单天点击率
座 “ 东园 ”。
有亭台，很有江南园林的味道。
古城，南临滔滔的长江，东依静
塔晴云”
取义“晴云轩”
，因为仔细观看了
一共介绍了
“东关街、
个园、何
其中有一次就和米芾相聚在这处东园，
传 都是经过 会达到 2000-3000。”
和游费，包括线路等，
昨天下午，记者联系上该
不仅如此，
据悉，
这一处东园与曹寅的关系密切，
《扬州东园图》的跋文，
发现歌咏的内容都
静的京杭大运河，显得浪漫而
为一段佳话。
园、
古运河”
4站的扬州美景和
主页制作人“郭石东在扬州等
仔细计算和统计的。
”曹寅曾在
小郭笑着 “这次是最新一次的邀请，
史料记载，
■ 里东园图 （局部 ）。 陶敏 摄
诗文中提及这处东园。韦明铧在一本清代园林图集
是东园的景致，
“
最有价值的，是告诉我们
神秘。
”
打开新浪江苏旅游频道
帅国华还表示，欧阳修曾为这处东园
游玩攻略。
“东关街需要
2小
说，
“
扬州古街虽不像丽江大研
目前点击率还没有完全统计，
你”
，他告诉记者，他出生于
扬州历史上
藕香桥曾为瘦西湖东园一景
陶敏
摄
。
此，
韦明铧建议在适当的地点，
建立碑记解
中找到了这处东园的图，和袁耀绘制的《扬州东园
的扬州“新鲜旅”主页，便能看
东园中具体的景名，
如春玉堂、
时，平均花费 30元；
个园：云山阁、
1小 19驾92年，
写过东园记，
但是欧阳修并没有来过东园，
平时热爱影像，
喜欢 古镇那般随处有小桥流水相
但是看留言和点赞数，看来也
曾有 4座叫
图》一样很长，
遗憾的是，
地面建筑现在一无所有。为
读
，
使之成为人们访古的去处。
鹤楼、
凝翠轩等”
。
到如此清新而活泼的解说词。
只是根据别人为这处东园所作的画作写
时，
4
5元；
何园：
1小时，
4
5元；
伴，
却也各有洞天。”
还是很火爆。”
晓菲称，
扬州的
独自带着单反去旅行。
“
古城扬
“东园” 的园
瘦西湖东园 在白塔一带，
昨天上午，该主页在新浪江苏
夜游古运河，坐船需要
60 州是我的家乡，也是我最爱游
的，可谓按图写记。
“看一座城市到底有多久， 古城和古文化，融入到现代的
仍能见到部分风貌
林。 那么，这
仪征东园
旅游频道刚被推出，立即引起
2元。”
.天宁寺东园
主页上攻略的介绍，
不仅 玩的地方，怎么看都不够。”
由于战争等原因，宋代这处东园开始
推广页面中，将会迎来更多的
郭 只要看那些树木就可略知一
苏东坡、
米芾曾到此一游
4座东园当
“扬州历史上曾有四座园林叫
在韦明铧指引下，
记者发现，
这
对应西园，
如今难觅任何遗迹
了不少
“眼尖”
的扬州市民的关
衰落，
也许是因为它一直受到关注，
在明代
细化为时间和所需费用，还包
石东笑着说，
这次主页的开设，
二。
扬州的确不负其盛名，
优雅
达人前往旅游。记者 薛舒文
年分别在哪？ 做‘东园’
扬州历史上 4座东园中，
里就有东园，
规模很大，应该是 处东园开始衰落，也许是因为它
。”韦明铧认为，现存风貌扬州天宁寺是清代扬州八大名刹之
处东园部分风貌，在白塔一带依稀
注和转发。
括旅游地图、价格和贴士等一
的时候，曾有人修建过，
到了清代，
仍有人
而秀丽，怡然而温婉。
依次走了
是接受新浪江苏旅游频道的邀
各有何亮点？ 最好的，
要算瘦西湖里的东园，
这是
最早的是仪征的东园，但是消
仪征当时最大的园林。苏东坡 一直受到关注，在明代的时候，
一，
如今，还能见到，例如带有历史印记的白
我们已经找不到当年天宁寺东园 修建过，
尽管如此，如今却已不复存在。仪
为此，记者昨 清代扬州湖上园林的代表作之一。
失已久。
曾经
3次到真州，其中有一次 曾有人修建过，到了清代，仍有
塔南侧的藕香桥等。
任何遗迹，查阅
相关史料，韦明铧分析认
征人对历史上的这处东园很有感情，现在
特邀扬州文 据《扬州画舫录》记载，雍正年间，
山
而今白塔西侧的晴云轩美食广
昨天，记者联系上仪征市
就和米芾相聚在这处东园，
传 人修建，尽管如此，如今却已不
为，
天宁寺的东园，
和西园相对应，
应该在
仪征还有一处东园湿地公园。
帅国华说，
以
化学者韦明 西临汾人贺君召在五亭桥以东一带
党史办原主任帅国华，这位老
为一段佳话。
复存在。仪征人对历史上的这处
场，韦明铧推测，这里原来是云山
现在的扬州宾馆所在地，
当年规模较小，
应
“东园”
命名湿地公园，
应该和已经不复存
铧等解读这 创建东园，并在荒滩的周围湖中广
人
7
0多岁，
一直在研究、
整理
帅国华还表示，欧阳修曾
东园很有感情，
现在仪征还有一
阁，
现在从
“白塔晴云”
取意
“晴云
该是当时僧人和方丈待的地方。
在的东园有些关系，也说明了仪征人对历
些遗存 。
仪征文史资料，曾经研究过仪
种莲藕，还在滩上建造了一个嘉莲 轩”，因为仔细观看了《扬州东园图》史上这处东园的情结。记者
陶敏 为这处东园写过东园记，但是 处东园湿地公园。帅国华说，以
亭，这处景致被称为“东园十二景”
征东园的几度兴衰。
欧阳修并没有来过东园，只是 “东园”命名湿地公园，应该和已
3.■的跋文，发现歌咏的内容都是东园
里东园
“仪征的东园大概在今天 根据别人为这处东园所作的画 经不复存在的东园有些关系，也
之一。因为当时有许多文人为该园 的景致，
“最有价值的，是告诉我们
题咏，后来曾编成《扬州东园题咏》 东园中具体的景名，如春玉堂、云山 的仪征市政府东边。”帅国华介 作写的，可谓按图写记。
说明了仪征人对历史上这处东
记者 陶敏
绍，根据史料记载，早在宋代这
一书。
阁、驾鹤楼、凝翠轩等”。
由于战争等原因，宋代这 园的情结。

扬州史上曾有
处
“东园”
4
分别在瘦西湖、天宁寺、汤汪、仪征 仪征东园最早，欧阳修曾为其写记
2
3

1

核心提示

人生只爱扬州住 ，夹岸垂杨
春气薰 ”，这是扬州八怪之一黄慎
的著名诗句 。 昨天 ，在新浪江苏旅
游频道 ， 一个以此命名的扬州旅
游攻略页面吸引了不少扬州市民
的关注 ， 主页以扬州的美景图片
为主 ，介绍扬州一日游的攻略 ，其
中包含 4个扬州特色景点 、 线路
和旅游贴士等 ，内容很是精美 。 记
者了解到 ， 该主页的制作人是扬
州本地 90后小伙 ，受新浪江苏旅
游频道的邀请 ， 只为在线上推广
扬城的美景 。
“

4

受新浪江苏旅游频道邀请，制作旅游攻略页面——
—

90

后小伙新浪推广扬州美景
介绍扬州一日游攻略，包括线路、费用等

浏览旅游主页
Ａ 新鲜旅，
扬城美景尽览

“看不透，文化底蕴很深厚。看
不漏，处处精致耐琢磨；看不够，常
来常新美扬州。扬州是一座有着近
2500年历史的古城，南临滔滔的长
江，东依静静的京杭大运河，显得浪
漫而神秘。”打开新浪江苏旅游频道
的扬州“新鲜旅”主页，便能看到如
此清新而活泼的解说词。昨天上午，
该主页在新浪江苏旅游频道刚被推
出，立即引起了不少“眼尖”的扬州
市民的关注和转发。
“人生只爱扬州住，夹岸垂杨春
气薰。”在主页最醒目的位置，诗句
映入眼帘，与此相配的，便是三张清
晰而秀美的扬州美景照片。记者看
到，照片上瘦西湖、个园、大明寺等
特色景点一览无余，现代风景与古
典建筑相融合，让人无限向往。“行
程：1天，费用共计 370元；类型：
赏花、文艺、人文等。”原来，这也是
扬州一日游攻略的主页。
“第一站：东关街，它是扬州城
里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条历史老街。”
鼠标向下拖动，扬州一日游行程便

网络截图

怎能不转？”
更多人了解扬州园林的风格特色以及独有
昨天下午，记者联系上该主页制作人 的文化内涵。”提及运河文化，这位 90后小
“郭石东在扬州等你”，他告诉记者，他出生 伙也有独到观点，“扬州这座城市沿着运河
于 1992年，平时热爱影像，喜欢独自带着 而立，扬州世代居民临河而生，运河养育了
单反去旅行。“古城扬州是我的家乡，也是 扬州人，运河与扬州的关系不言而喻。”
我最爱游玩的地方，怎么看都不够。”郭石
据悉，扬州一日游主页的制作，包括文
东笑着说，这次主页的开设，是接受新浪江 字、攻略等，都是郭石东一个人完成。“平时
苏旅游频道的邀请，“可能由于平时发布的 经常带着朋友来扬游玩，所以时间和游费，
与扬州旅游相关的微博较多。”郭石东坦 包括线路等，都是经过仔细计算和统计
言，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平时他就很关注扬 的。”小郭笑着说，
“扬州古街虽不像丽江大
州的旅游，而这次应邀开设主页，也是他一 研古镇那般随处有小桥流水相伴，却也各
直向往的。
有洞天。”
“曾经写过一个 3天 2夜的旅游攻略， “看一座城市到底有多久，只要看那些
这次主页的特色是扬州一日游，将最具特 树木就可略知一二。扬州的确不负其盛名，
色的景点展现给国内外的游客。”郭石东表 优雅而秀丽，怡然而温婉。依次走了瘦西
示，相比较下，他选择了主页上的 4个景 湖、大明寺、何园、个园，旅游开发得很好，
点。“主要想表达的是关注扬州的园林文化 非常值得赏玩。另有狮子楼的狮子头，蒋家
和运河文化。”郭石东称，“提到园林，扬州 桥的虾籽饺面，扬州三把刀的扦脚师傅，扬
园林文化并不逊色于苏州园林，知道扬州 州确实值得一游。”上海网友“民工狐”在主
园林的人却相对较少，从这点出发，我想让 页下点评道。

正式开始。“ 扬州真正的魅力， 间和所需费用，还包括旅游地
在于其骨髓中的点点沉香，幽 图、价格和贴士等一应俱全，很
幽铜色，在于它的不紧不慢。”记 是用心而全面。
者在主页上看到，每个景点不仅
“扬州确实是个美丽的城
配有简单介绍，还附上一幅精美 市。从南京向东北，稻田的尽头，
风景图片、游玩所花费的时间 先是仪征汽车工业园，然后是麦
等。
“第二站，个园……”记者看 德龙、美凯龙，再就是成片的现
到，主页一共介绍了“东关街、个 代化小区，那是新兴的、昂头挺
园、何园、古运河”4站的扬州美 进的扬州。”主页制作人“郭石东
景和游玩攻略。
“东关街需要2小 在扬州等你”如此写道。
“想去扬
C 连线新浪江苏
扬州美景，网友心中大爱
时，平均花费30元；个园：1小 州了”“，镜头下的扬州，美不胜
昨天傍晚，记者辗转联 此整个频道的编辑们便进 点 击 率 会 达 到
时，45元；何园：1小时，45元；夜 收！”在主页最下方的“微吧讨
游古运河，坐船需要60元。”主 论”中，不少外地游客纷纷留言， 系上新浪江苏旅游频道分 行扬州的专题介绍，并邀请 2000-3000。”
页上攻略的介绍，不仅细化为时 表示出对扬州的向往。
管负责人晓菲。“这个攻略 小郭这样的“骨灰级”达人 “这次是最新一次的邀
撰写攻略。“扬州的景点多， 请，目前点击率还没有完全
页面主要为热爱旅游的网
友定制，刚开始需要邀请城 风景美，是网友心中的大 统计，但是看留言和点赞
B 连线网页作者
扬州90后小伙倾情制作
市达人来写，以后会很快开 爱。”她还介绍，“每次我们 数，看来也还是很火爆。”晓
“本地人写的攻略，倍儿带 发现了如此“给力”的一日游攻 放给网友自己填充。”晓菲 官方微博发出有关扬州风 菲称，扬州的古城和古文
感！要有行程，要有钱；要有贴 略，主动用微博转发并大赞 介绍，“烟花三月下扬州，春 景的微博，转发量和评论量 化，融入到现代的推广页面
士，要有图；要有美食，要有 “棒”，“能在专门的旅游频道看 夏季下扬州一直都是比较 都很多。”晓菲笑言，“以前 中，将会迎来更多的达人前
路。”不少细心的扬州市民很快 到本地人的原创攻略，扬州人 热门的话题。”晓菲表示，因 的一些扬州攻略主页，单天 往旅游。 记者 薛舒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