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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年前 银杏柳树成为扬州市树
有百棵百年银杏
最古老的已千岁
这两种树都能吸霾，是改善环境的利器
24小时新闻热线：96496邮箱：yzwbxw@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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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座城市都有其标志性的物件， 漫，而“长堤春柳”最春光。
据《扬州年鉴》记载：将银杏、柳树
对于古城扬州来说，除了美食、园林
等，银杏、柳树已成为扬州的市树。如 定为扬州市的市树，是在1985年7月
今春天到了，市树已开始萌芽，不久 18日的扬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就会郁郁葱葱，扬州“银杏大道”最浪 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决定的。

32年前决定

扬州市树为柳树和银杏

市树是一座城市形象的重要标 扬州只此一棵。通过中空树干，向西
志，同时也是一座城市文化内涵的彰 可见唐代石塔的古朴，向东可观明代
显，象征了一座城市的和谐生态。作 文昌阁的雄伟。
为一种先进的文化形态，目前世界上
园林专家介绍，这棵银杏栽于唐
许多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市树；在我 代，树龄1030年。原园林局高级工程
国近700座城市中，200多城市有特 师、古树名木保护专家孙如竹判断，
定的市树。江苏13座地级城市都有自 这棵树的树龄在千年以上，主要有两
己的市树。比如，南京的市树是雪松， 个依据：第一，生长地点在古木兰院
苏州的市树是香樟，无锡的市树是樟 内，而木兰院是唐代的称呼；第二，这
树，而扬州的市树是柳树和银杏。银 棵银杏萌条部分的直径已达40厘米
杏在扬州各县（市、区）均有种植。 -50厘米，这也只有树龄在千年以上
市区石塔绿岛中的那棵银杏树， 的银杏树才能达到。
可谓是扬州最古老的一棵树。它虬干
就在这棵古银杏的不远处，汶河
曲枝，树冠阔大，如绿色巨伞，经历千 小学门口，有两棵对称而栽的银杏，虽
年风雨，仍然蓬勃生长。该树高15 然不及石塔边这株银杏古老，但树龄
米，造型也很奇特，主干呈“V”形，那 也达到了500多岁。相传数百年前，此
向外伸出的部分，原本是古银杏的萌 处是一座庙宇，这两棵银杏就种在院
条。专家透露，这种形态的银杏树在 门口，与唐代千年古银杏遥相呼应。

已成乡土树种

扬州城有百棵百年银杏

石塔寺古银杏树

银杏被称为中国的“国树”，全国
古银杏以江苏最多，扬州又居江苏省
前列。经过植物学家考证，目前野生
银杏的分布地是在浙江天目山，扬州
古代的银杏也都是从那里过来的，经
过长时间驯化后，已成为扬州的乡土
树种。扬州城内百年以上的银杏有
100株左右。
著名作家艾煊称赞银杏，“ 它是
扬州城史的载体，它是扬州文化的灵

小秦淮河边的柳树 （资料图 ）

魂，它是一座有生命的扬州城的城
标”。每到秋天，叶片变黄，金灿灿一
片，十分美丽。目前，文昌西路这条主
干道上栽种了大量的银杏，让世界各
地游客走进扬州就能欣赏银杏的风
姿。
素有扬州“黄金大道”美誉的江
都水利枢纽风景区内，每到深秋，千
余株银杏树树叶就变成金黄色，成了
扬州人赏玩秋景的好去处。

长堤春柳，斜倚水面倾倒碧波风光；
长堤的柳，枝条纤巧如丝，风拂水
抚，更见情致飞扬。烟花三月信步长
堤，呼吸着湖面吹来的清新空气、感
受着柳絮如烟的漫天情怀，正如“长
堤春柳”亭联所书“佳气溢芳甸，宿
云澹野川”。
柳树多植于河、湖、池畔，常与
碧桃、紫叶李等配植，桃红柳绿，一
派明媚春光。白居易有“一树春风千
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的名句，形
象地勾勒出柳树的春意柔姿。柳树
发芽早、落叶晚，作园景树栽植多倚
还能吸雾霾，改善环境
亭榭、傍山石，刚柔相济，更显婀娜
妩媚、别有风致。
扬州属江南水乡，最宜植柳，素有 才有“杨柳”名称。隋唐以来，柳树与扬
据悉，银杏和柳树除了具有观
“绿杨城郭”的美称，杨柳是扬州的标 州的风景一直存有着直接的关系。 赏性、人文性外，还可以吸霾，是改
志之一。隋炀帝开凿运河下扬州，将柳
扬州因柳而名：“ 多情最是扬州 善环境的利器。
树种植在运河两岸，并赐给其姓，所以 柳”，柳树也就自然成了扬州的市树。 通讯员 扬档轩 陈永华 记者 姜涛

隋炀帝赐名“杨柳”

古九州之一的“扬州”有多大？
四幅古地图告诉你答案
涵盖今天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部分或全部

最近，正在撰写《扬州水利简史》 幅图，厘清了九州中的扬州与今天的
的扬州水利专家徐炳顺，从明代的 扬州之间的关系：古扬州才是真正的
《三才图会》中找到“禹贡总图”“扬州 “大扬州”。
疆界”“扬州贡赋之道”“扬州府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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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九州之一

扬州之名源于《禹贡》

贡》的人很多，多把《禹 隋 代 开 始 落 户 的 ，“ 扬
贡》中的扬州称为“古扬 州”之名是移植来的，老
州”。
名新用。它的位置在“淮
“古扬州”的范围有 南、江北、海西头”，与
多大？我们从“扬州疆 “扬州疆界”图相比，它只
界”图上可以看到，北至 是“古扬州”的很小一部
淮，东、南至海，西与荆 分，显然“古扬州”与今扬
州交界，正如唐《通典》说 州有天壤之别。明代人在
的“古扬州，北据淮，东南 画出“禹贡总图”时，同时
距海，旧曰南距海，今改 也画出了“扬州府境图”，
为东南。”涵盖今天的江 说明“古扬州”与后来的
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 扬州完全是两个概念，明
的部分或全部，要比今天 代人就将“古扬州”与后
的扬州大得多。
来的扬州分辨得清清楚
而今天的扬州，是从 楚。

《

徐炳顺介绍，他最近整理材料 书》的一篇，记叙我国当时地理情
时，看到介绍扬州有关情况的书 况，把全国分为九州，假托为夏禹
籍，都是从扬州因“州界多水，水扬 治水以后的政区制度。《禹贡》提
波”而得名开篇，他认为这种说法 到：“ 淮海惟扬州，彭蠡既潴，阳鸟
并不妥当。一是“州界多水，水扬 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筱■既
波”不是讲的今天的扬州，说的是 敷，草夭木乔。厥土涂泥，岛夷卉
古代九州之一的“扬州”，比今天的 服。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江南之
扬州要大得多，不能“古冠今戴”； 气躁劲，性轻扬。州界多水，水波扬
二是原文是“州界多水，水波扬”， 也”。
其中有两个字颠倒了，被误成“水
而从徐炳顺找到的“禹贡总图”
指的是古扬州而非今扬州
上。我们可以看到“九州”，即扬、徐、
扬波”。
《禹贡》曰“淮海惟扬 “江南之气燥劲，厥性轻
徐炳顺说，“ 扬州”这个名字源 青、允、荆、豫、冀、梁、雍九州，扬州位
州”，为何叫扬州？《禹贡》 扬”，随后接着说“亦曰州
出于《禹贡》。据介绍，《禹贡》是《尚 于“禹贡总图”右下方。
自释“江南之气躁劲，性 界多水，水波扬”。对“州”
轻扬。州界多水，水波 字的解释比较少，有的只
扬”，取名“扬州”则理所 是引用《说文解字》的内容
当然。
附于后。毫无疑问“州界多
古扬州比今扬州大得多
徐炳顺介绍，后来注 水，水波扬”，是指的古扬
《禹贡》是何人、何时所作，说法 据《禹贡》和《扬州贡赋之道》得知， 释《禹贡》的史籍，如《释州 州，把“州界多水，水波扬”
不一。
帝都在冀州，扬州贡道“沿于江、海， 国》《周礼》《禹贡指南》《晋 用到今天的扬州头上，“古
徐炳顺认为，今扬州在2500年 达于淮、泗”，说明《禹贡》出现距今 书》《通典》《钦定四库全 冠今戴”，就不合适了。
记者 姜涛
前开挖邗沟以后就可以由江达淮。 应在2500年以上。后来研究注释《禹 书》等都从这样的说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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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界多水，水波扬”

扬州疆界图 》、《扬州贡赋之道图 》

《

扬州府境图 》

区域天壤之别

房屋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将于 2017 年 3 月 8 日下午 宅用地，使用权类型 ：出让 。 参考价 ：390 万元 。
3:00 在本公司会议室对以下两处房屋进行公开 参拍保证金为贰拾万元整 。
拍卖，现公告如下：
有意竞买者请携带相关有效证件及参拍
拍卖标的：
保证金 （银行进账单 ）在 2017 年 3 月 7 日下午
1.维扬路 283 号一区 1-5z 一 、 二层 ， 建筑 17 点前到本公司办理报名登记手续 。
面积为 1114.69㎡， 地号 1-82-169-0006，地
展示时间 2017 年 3 月 5 日-7 日（预约集中）
类 （ 用途 ）： 商服 ， 使用权类型 ： 出让 。 参考价 ：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87896414 15161846055
1300 万元 。 参拍保证金为陆拾万元整 。
扬州永盛拍卖有限公司
2. 紫荆苑 19 幢 102+202 ， 建筑面积为
161.92 ㎡/163.28 ㎡， 地类 （ 用途 ）： 城镇单一住
2017.2.17

禹贡总图 》

高邮市人民法院公告 高邮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在高邮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本院将在高邮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 ：http://sf.taobao.com，户名 ：高邮市人民法院 ） 进行公开
拍卖活动 ，现公告如下 ：
一 ：拍卖标的 ：扬州市扬子江北路 508 号 （天下花园东升
苑 ）43 幢 203 室房地产 ，第一次拍卖竞价时间为 2017 年 3 月
20 日 10 时起至次日 10 时止 ， 起拍价 ：1 248 120 元 ， 保证金
：240 000 元 ，加价幅度 ：10 000 元 。 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10 日 10 时起至次日 10 时止 ， 起拍价 ：998 496
元 ，保证金 ：180 000 元 ，加价幅度 ：10 000 元 。 以上竞价时
间延时的均除外 。当次拍卖成交的 ，后续拍卖自动取消;当次拍
卖流拍的 ，继续进行下一次拍卖,二次拍卖均流拍且债权人不
愿承受的 ，则依法以第二次拍卖保留价为起拍价进行变卖 。 详
情以淘宝网公布的为准 。
二： 有意者请务必于拍卖开始前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仔
细阅读拍卖公告、拍卖须知、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等栏目内容。
咨询电话 ：0514-84060211 王增基
监督电话 ：0514-84060807
淘宝网客服热线 ：0571-88158198
（

《

网址 ：http://sf.taobao.com，户名 ：高邮市人民法院 ）进行公开
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青岛市黄岛区五台山路 836 号、840 号、844
号，第一次拍卖竞价时间为 2017 年 3 月 20 日 10 时起至次日
10 时止 。 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10 日 10 时起
至次日 10 时止。 以上竞价时间延时的均除外。 当次拍卖成交
的，后续拍卖自动取消;当次拍卖流拍的，继续进行下一次拍卖,
二次拍卖均流拍且债权人不愿承受的，则依法以第二次拍卖保
留价为起拍价进行变卖。 详情以淘宝网公布的为准。
二： 有意者请务必于拍卖开始前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仔
细阅读拍卖公告、拍卖须知、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等栏目内容。
咨询电话：0514-84060211 王增基
监督电话：0514-84060807
淘宝网客服热线：0571-8815819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