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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南京，不要被这景⾊色所吸引，你⽆无法感
受到镜头外的热浪。	

大家好，我是SyaNHs，2009年12月2日注册参与中文维
基百科编辑，现居于南京。我是本次南京专题的特约供稿者。 
 
“同大多数人了解到维基百科的途径不同，我是在08年通过南京本地的一档深
夜广播节目第一次接触到维基百科这个事物，怎样，算是比较“特立独行”的
吧。我没有固定的编辑倾向，在参与编辑的四年里，不管是足球政治历史洋乐，
后头来看，我只是写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当然，通过参与条目的编辑，
心中的一份责任感以及求知欲会让你在贡献编辑条目的过程中了解到以前你并
不知晓的一些事，我个人非常享受这种在贡献中获取新知的感觉，这也是我乐
于参与维基百科编辑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在参与
中文维基百科编辑的四年中，遇到了一群十分可爱的维基人。人总是说，为着
同一目标而一同奋斗的人总会让你感到亲切，这些可爱的维基人于我而言，大
致就是这个意思吧。”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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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欢迎你来到南京——一座被冠以“博爱”之名的城市。自公元前472年范
蠡在此筑越城以来，这座长江之畔的城邑一直在扮演着难以忽视的角色。这里的
人乐于用“六朝古都，十朝都会”这句话来囊括她璀璨的过去，时至今日就算已
经褪去了都城的光环，南京依然凭借着这座城市独有的气质，吸引着各地的人来
到这里。 

不过，要是你问一个南京人他对这
座城市最大的印象，那么大概他就
会像个英国人似的同你聊起这里的
天气。哎呀，确切的说，应该是同
你哭诉这里稍微有点“惨绝人
寰”的夏天。虽然南京的春秋两季
算是宜人，但是千万不要就此麻痹
大意，只要夏日来临，你对南京所
以美好的印象一定会被这里的滚滚
热浪席卷到荡然无存。每每入夏，
南京总会肆无忌惮的惩罚着还没未
来得及逃离此地的人们，不少人也
怀疑南京的夏天是不是有些后娘的
潜质。民国时期时任总统蒋介石先
生每到夏天，都会因为难以忍受南
京酷热不得不带着大小官员前往庐
山避暑，夏天的高热竟然能把委员
长他老人家赶走，南京的火炉气质
可见一斑。 

虽然总是被称之为“火炉”，但事实上，用“桑拿”或者“蒸笼”来形容这里的
夏天倒是更恰当一点。高烧不退时，你以为浇场小雨周遭就能凉快多少，事实上
一场雨下来，就像是在桑拿房往炭火炉里浇了点小水罢了。“桑拿天”让生活在
这里的人叫苦不迭，不过话说回来被蒸习惯的南京人对小笼包子倒是情有独钟，
不知道是不是看到躺在笼屉里的小笼包子会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 不过，南京
的炎热的夏天，恰恰也是造就这座城市独有特点的重要原因。由于夏天里有着骇
人的烈日，要是没有大街小巷那些茁壮挺拔的银杏梧桐，夏天的南京肯定要被打
上不适宜人类生存的标签了，这也是为什么前段时间当有人想在市里砍掉几棵树
时，宽厚的南京市民会突然变得如此激动的原因了。同样，酷热的夏天据说也是
南京人喜欢食用鸭子的原因，按照中国传统医学的说法，鸭肉“性寒，最消毒
热”，南京人也许人认为使用鸭子利于消暑，较之其它禽类更好食鸭，久而久之，
便成了习惯，其中鸭血粉丝汤的名气算是走出南京，走向了全国。但是就笔者在
其它地方尝过的鸭血粉丝汤来看，想吃正宗的，还得来这里。 

虽然早年间曾占据“四大火炉”的一席之地，不过，近些
年来，南京火炉的称号已大不如前了，在中国气象2013年
公布的中国火炉城市排行榜里，南京甚至连前十都没有入
围。就算是如此，想要夏天来南京，依然是一件需要点勇
气的事。 

南京夏天热到什么程度？南
京的“吉祥物”辟邪都要热

到吐舌头！ 

“热情”造就的城市——南京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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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王气”与“民国范”——众人眼中的南京 

不知道什么时候，人们开始喜欢使用“龙盘
虎踞”、“帝王之宅”来形容这座城市，其
实在说这些话时南京人也会轻轻的挠挠脸表
示不好意思。不过没办法，这两句都是出自
三国诸葛孔明先生之口，到后来唐朝诗仙李
太白先生又在他所著的《永王东巡歌》里复
述了一边，就算南京人想要推让一番，但是
最起码人家的名号摆在那里，不服不行啊。
当然，好歹南京也曾经给十个地方或者全国
政权做过首府（甚至有好事者指出实为十二
个），配上这样的名号倒也算是实至名归。
更有甚者，不少人更喜欢用“金陵王气”来
形容这座城市。既然大家都这么捧那么南京
人也不客气了，但是如果你仔细琢磨一下的
话，这套说辞其实是十分值得玩味的。 

《元丰九域志‧卷六‧丹阳古迹》有云“……楚
威王以此地有王气，埋金镇之……”，这也是
金陵一称的来源。先不提当年埋的那些金这
些年全市开挖有没有找到，我在想是不是楚
威王他老人家被这里的夏天热糊涂了，以致
最后指着一团雾气还是霾就“以此地有王
气”。回头看看，在南京建都的政权，得以
力挽狂澜，克复中华者屈指可数，更多的往
往是些凄伤的基调。六朝时期定都南京的政
权，大多数未得善终，虽然“六朝金粉”的
繁盛依然历历在目，不过大家好像只记住了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
流”了。好不容易明朝得以定都金陵，好端
端的又搬到北京去了……不知道是不是又是被
南京的夏天逼跑的，害人不浅啊。 

当然，单单只从历史的一个侧面来断定这座
城市的气质是不公平的，许多人喜欢南京是
因为这里似乎有种诗人般的惆怅，也有不少
人喜欢这里是因为在他们眼里这里有着浓浓
的民国气息。这段时间在大陆，“民国
范”这个词炒得很火，但是要是比大陆哪座
城市最有“民国范”，那非这里莫属了。南
京曾经作为民国首都二十二载，1928年颁布
的《首都计划》基本奠定了南京城市规划的
基本格局，就算你现在来南京不少人也能告
诉你旧民国政府的国防部交通部最高法院怎
么走，那些年头已久的建筑依然伫立在那里，
见证着时光的变迁。在1929年奉安大典时孙
中山先生的灵柩于南京途径之处皆被冠以
“中山”、“逸仙”之名，这些地名深植南
京城中，就算八十多年后的今天仍未改变。
当然，除了拜谒中山陵，你也可以中山路新
街口转盘处见到孙中山先生——南京市为孙
中山在市中心立了一尊雕像。时光在这座城
市雕刻的印记，让南京不那么善于遗忘过去
并且总是能够追忆到旧时的光景。 

南京午朝门，原明故宫 

南京紫金山，
诸葛先生口中
龙盘虎踞之处 

南京总统府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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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根下——南京的城墙 

“城门城门几丈高，三十六丈高”南京人对这句
歌谣应该不会陌生，这里的人对城墙有着一种难
以割舍的感情，就算没有感情，老年间不少人家
在南京的砌房用的砖都是从城墙头上扒下来
的……哎，老城墙对于现在的南京人来说，没有
功劳，也是苦劳的嘛。现今大家所看到的明城墙
基本始建于明代初年，关于南京城墙的修建倒是
不少逸闻，最著名的就是传说当年湖州商人沈万
三出资参与了南京城墙的修葺，而他参与修葺的
南门被命名为聚宝门（即现在的中华门），据传
说门下还藏着聚宝盆。但对于这个故事我至今依
然想不通，好端端的一个聚宝盆，最后怎么就能
流落到中华门下，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很期待市
政哪边把它挖出来，好让大家一饱眼福。 

按照《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在他小说中所提
到的，南京内城外郭的城门有着“里十三，外十
八”一说，即内城十三座城门，外城十八座城
门。“内十三”由于靠近皇城，作为南京城的最
后一道防御，使用了“土筑砖包”的方法，最奇
特的是每块城砖上都写有砖窑工匠以及监制等一
系列负责人的名字，要是送到城墙头时发现城砖
质量不过关，弄不好是个欺君之罪，严重点可是
要掉脑袋的，这样看来南京城墙的建造算的上彻
底实施了责任制的。相比于“里十三”，“外十
八”看上去有寒酸了一些，可能是由于预算有限，
轮到外郭建造时，只能用黄土夯实筑墙，在内城
墙保存依然较为完好的今天，外郭早就湮没无存，
不知去向了。 

虽然有着这道看似坚不可摧的屏障，但这座城市
依旧无法摆脱战火造成的威胁。自清军入关战争，
再到太平天国以及后来抗日战争中，城墙最终都
没有抵抗住凛烈的炮火将残酷的战争拒之门外。
在经历过这座城市最惨痛一场浩劫之后，人们意
识到，筑墙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南京内城墙原先长约三十五公里，经过几百年风雨的冲刷破
坏以及城建，还能留下二十二公里的明代城墙遗存，实在是
难能可贵。虽说南京城墙因为曾经遭受的破坏已不再完整连
贯，不过她依然是现存世界上最长的古代城墙，这点依旧值
得称道。相比于站在南京最高楼紫峰大厦上鸟瞰全城，我更
推荐你驻足城墙之上俯瞰金陵，要我说的话，这样更接地气。 

南京武定门到中华门部分城墙，
摄于1930年 

中华门处一段明代城墙，摄于
2005年，现已在原有城墙上复

建城门 

南京玄武门，1909年开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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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金粉地——十里秦淮 

	  	  	  	  	  	  	  	  	  	  要说南京最为人所知的地方，那无疑就是秦淮两岸了。自杜牧那首《泊秦淮》之
后，“十里秦淮”的名号算是传遍了大江南北，虽然那首诗事实上压根就没在赞美秦淮……
在历史上，这里曾盛极一时，一段时间里甚至还成为东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六朝之时，秦
淮两岸作为居民区以及商业区一度相当繁荣，而东晋权臣王导、谢安居住在此，也说明了
秦淮两岸在六朝之时的地位。但是“六朝金粉”的美誉并未维持太久，陈朝覆灭后，秦淮
两岸再次归于平静。“旧时王谢堂前燕”，最终也只得“飞入寻常百姓家”了。不过，这
一带的再次繁荣，却要感谢科举制度以及孔夫子他老人家。北宋年间，此处修建文宣王庙，
虽随后毁于战火，但在南宋年间得以重建并另建江南贡院。随着明政权定都南京，江南贡
院逐渐被修建为中国古代最大的科举考场，每到科举之年，各地的考试纷至沓来，云集于
此，无疑刺激了周边商业的发展，这样看来，南京秦淮两岸夫子庙地区的繁荣算是中国
“考试产业”最早的成功范例了。当然，除了考生带来的流量变现，明洪武年间朱元璋在
此设立“旧院”也是秦淮两岸于明清年间繁盛不衰的原因，最出名的要数这里的“秦淮八
艳”。 

虽说是“十里秦淮”，不过若是自北源句容河算起，
那么秦淮河足有110公里长，当然，“十里秦
淮”划定的是南京城中的内秦淮，随着河水流向城
外，秦淮河又变成南京的护城河，最后流入长江，
随着“大江东去”了。	  
 
历史上秦淮两岸热闹非凡，今天这里也依然是人潮
如织。每年前来的中外游客咱暂且不提，每到中高
考期间，依然还有不少考生和家长选择来夫子庙点
上香以求保佑金榜题名，虽说考试那天那么多人需
要孔夫子照顾他老人家能不能保佑过来咱不知道，
不过坐在考场上时想着我背后有孔夫子他老人家罩
着，答卷时笔杆子会硬上几分也说不定啊。如果你
正好能够在正月十五上元佳节光临此处，那么你将
有幸见识到中国最著名的灯会活动——金陵灯会。
当然，如果你不喜欢喧闹的夫子庙或者苦于节庆时
分挤不进来，那么选上一个清爽的夜晚，乘着画舫
泛于秦淮河中，感受一下朱自清先生笔下的那个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在我看来是最合适不过
的了。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1/10/Qinhuai_River_Night.jpg/440px-Qinhuai_River_Night.jpg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9/91/Qinhuai_River_along_Fuzimiao_2008.jpg/400px-Qinhuai_River_along_Fuzimiao_2008.jpg


尾声 

江雨霏霏江草齐， 

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 

依旧烟笼十里堤。 

 

                                            —韦庄, 《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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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ttp://zh.wikipedia.org/wiki/User:Yhz1221
http://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9%A6%96%E9%A1%B5
http://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5%85%B3%E4%BA%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Special:%E7%BB%9F%E8%AE%A1%E4%BF%A1%E6%81%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8%81%94%E7%B3%BB%E6%88%91%E4%BB%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CC-BY-SA-3.0%E5%8D%8F%E8%AE%AE%E6%96%87%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6%96%B0%E6%89%8B%E7%B0%A1%E6%98%8E%E6%8C%87%E5%8D%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5%B8%B8%E8%A7%81%E9%97%AE%E9%A2%98%E8%A7%A3%E7%AD%94
http://wikimediafoundation.org/wiki/Home
http://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6%96%B9%E9%92%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Category:%E7%BB%B4%E5%9F%BA%E7%99%BE%E7%A7%91%E6%8C%87%E5%8D%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6%9C%AF%E8%AF%AD%E8%A1%A8
http://weibo.com/yehuanzhen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User_talk:Yhz1221&action=edit&section=n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