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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條目、報導維基百科社群動態，並為新手提供教學指南。每一、兩個月出版一

期。

這本期刊條理分明，您讀完以後，就可以更了解維基百科的意義及其運作方式，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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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南京，別給這景色吸引到了。鏡頭外的
熱浪你感受不了。	

各位，我是SyaNHs，2009年12月2日註冊參與中文維基百
科編輯，現居於南京。我是本次「南京專題」的特約供稿者。 

「同大多數人了解維基百科的途徑不同，我是在2008年從南京本地的一個深夜

電台節目第一次接觸到維基百科這個事物，怎樣呢，算是比較「特立獨行」的

吧。我沒有固定的編輯傾向，在參與編輯的四年里，不管是足球、政治、歷史、

洋樂，往前回顧，我只是寫了一些自己有興趣的東西。當然，藉着編修條目，心

中的一份責任感以及求知慾會讓你在貢獻條目編輯的過程中了解到以前你並不知

曉的一些事，我個人非常享受這種在貢獻中學習新知的感覺，這也是我樂於參與

維基百科編輯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我在參與中文維基

百科編輯的四年中，遇到了一群十分可愛的維基人。人總是說，為著同一目標而

一同奮鬥的人總會讓你感到親切，這些可愛的維基人於我而言，大致就是這個意

思吧。」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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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歡迎你來到南京——一座以「博愛」見稱的城市。自公元前472年范蠡在
此築越城以來，這座位處長江之畔的城邑的作用一直難以忽視。這裡的人樂於用
「六朝古都，十朝都會」這句話來囊括她璀璨的過去，時至今日就算已經褪去了
都城的光環，南京依然憑藉著這座城市獨有的氣質，吸引着各地的人來到這裡。

不過，要是你問一個南京人他對這
座城市最大的印象，那麼大概他就
會像個英國人似的同你聊起這裡的
天氣。哎呀，確切的說，應該是同
你哭訴這裡稍微有點「慘絕人寰」
的夏天。雖然南京的春秋兩季算是
宜人，但是千萬不要就此鬆弛大
意，只要夏日來臨，你對南京所以
美好的印象一定會被這裡的滾滾熱
浪席捲到蕩然無存。每每入夏，南
京總會肆無忌憚的懲罰着還沒未來
得及逃離此地的人們，不少人也懷
疑南京的夏天是不是有些後娘的潛
質。中華民國首任總統蔣介石先生
每到夏天，都會因為難以忍受南京
酷熱不得不帶着大小官員前往廬山
避暑，夏天的酷熱竟然能把委員長
他老人家嚇走，南京的「火爐氣
質」可見一斑。

雖然總是被稱之為「火爐」，但事實上，用「桑拿」或者「蒸籠」來形容這裡的
夏天倒是更恰當一點。高燒不退時，你以為澆場小雨，周遭就能涼快多少，事實
上一場雨下來，就像是在桑拿房往炭火爐里澆了點小水罷了。「桑拿天」讓生活
在這裡的人叫苦不迭，不過話說回來被蒸習慣的南京人對小籠包子倒是情有獨
鍾，不知道是不是看到躺在籠屜里的小籠包子會有種同病相憐的感覺。不過，南
京的炎熱的夏天，恰恰也是造就這座城市獨有特點的重要原因。由於夏天裡有着
駭人的烈日，要是沒有大街小巷那些茁壯挺拔的銀杏梧桐，夏天的南京肯定要被
打上不適宜人類生存的標籤了，這也是為什麼前段時間當有人想在市裡砍掉幾棵
樹時，寬厚的南京市民會突然變得如此激動的原因了。同樣，酷熱的夏天據說也
是南京人喜歡食用鴨子的原因，按照中國傳統醫學的說法，鴨肉「性寒，最消毒 
熱」，南京人也許人認為使用鴨子利於消暑，較之其它禽類更好食鴨，久而久
之，便成了習慣，其中鴨血粉絲湯的名氣算是走出南京，漸聞名於全國。但是就
筆者在其它地方嘗過的鴨血粉絲湯來看，想吃正宗的，還得來這裡。

雖然早年曾佔據「四大火爐」的一席之地，不過，近年來
南京「火爐」的名堂已大不如前了，在中國氣象局2013年
公布的中國火爐城市排行榜里，南京甚至連前十名都沒有
入圍。就算是如此，想要夏天來南京，依然是一件需要點
勇氣的事。

南京夏天熱到什麼程度？南

京的「吉祥物」辟邪都要熱

到吐舌頭！

「熱情」造就的城市——南京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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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王氣」與「民國范」——眾人眼中的南京 

不知道什麼時候，人們開始喜歡使用「龍盤
虎踞」、「帝王之宅」來形容這座城市，其
實在說這些話時南京人也會輕輕的撓撓臉表
示不好意思。不過沒辦法，這兩句都是出自
三國諸葛孔明先生之口，到後來唐朝詩仙李
太白先生又在他所著的《永王東巡歌》裏複
述了一邊，就算南京人想要推讓一番，最起
碼人家的名號擺在那裡，不服不行啊。當
然，好歹南京也曾經給十個地方或者全國政
權做過首府（甚至有好事者指出實為十二
個），配上這樣的名號倒也算是實至名歸。
更有甚者，不少人更喜歡用「金陵王氣」來
形容這座城市。既然大家都這麼捧那麼南京
人也不客氣了，但是如果你仔細琢磨一下的
話，這套說辭其實是十分值得玩味的。 

《元豐九域志•卷六•丹陽古迹》有雲
「……楚威王以此地有王氣，埋金鎮
之……」，這也是金陵一稱的來源。先不提
當年埋的那些金這些年全市開挖有沒有找
到，我在想是不是楚威王他老人家被這裡的
夏天熱糊塗了，以致最後指着一團霧氣還是
霾就「以此地有王氣」。回頭看看，在南京
建都的政權，得以力挽狂瀾，克複中華者屈
指可數，更多的往往是些凄傷的基調。六朝
時期定都南京的政權，大多數未得善終，雖
然「六朝金粉」的繁盛依然歷歷在目，不過
大家好像只記住了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
一江春水向東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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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啊。

當然，單單只從歷史的一個側面來斷定這
座城市的氣質是不公平的，許多人喜歡南京
是因為這裡似乎有種詩人般的惆悵，也有不
少人喜歡這裡是因為在他們眼裡這裡有着濃
濃的民國氣息。這段時間在大陸，「民國
范」這個詞炒得很火，但是要是比大陸哪座
城市最有「民國范」，那非這裡莫屬了。南
京曾經作為民國首都二十二載，1928年頒佈
的《首都計劃》基本奠定了南京城市規劃的
基本格局，就算你現在來南京不少人也能告
訴你舊民國政府的國防部、交通部、最高法
院怎麼走，那些年頭已久的建築依然佇立在
那裡，見證着時光的變遷。在1929年奉安大
典時孫中山先生的靈柩於南京途徑之處皆被
冠以「中山」、「逸仙」之名，這些地名深
植南京城中，就算八十多年後的今天仍未改
變。當然，除了拜謁中山陵，你也可以中山
路新街口轉盤處見到孫中山先生——南京市
為孫中山在市中心立了一尊雕像。時光在這
座城市雕刻的印記，讓南京不那麼善於遺忘
過去並且總是能夠追憶到舊時的光景。

南京午朝門，原明故宮 

南京紫金山，
諸葛先生口中
龍盤虎踞之處 

南京總統府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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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根下——南京的城牆 

「城門城門幾丈高，三十六丈高」南京人對這句
歌謠應該不會陌生，這裡的人對城牆有着一種難
以割捨的感情，就算沒有感情，老年間不少人家
在南京的砌房用的磚都是從城牆頭上扒下來 
的……哎，老城牆對於現在的南京人來說，沒有
功勞，也是苦勞的嘛。現今大家所看到的明城牆
基本始建於明代初年，關於南京城牆的修建倒是
不少逸聞，最著名的就是傳說當年湖州商人沈萬
三出資參與了南京城牆的修葺，而他參與修葺的
南門被命名為聚寶門（即現在的中華門），據傳
說門下還藏着聚寶盆。但對於這個故事我至今依
然想不通，好端端的一個聚寶盆，最後怎麼就能
流落到中華門下，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很期待市
政府那邊把它挖出來，好讓大家一飽眼福。

《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在他小說中提
到，南京內城外郭的城門有着「里十三，外
十八」一說，即內城十三座城門，外城十八
座城門。「內十三」由於靠近皇城，作為南
京城的最後一道防禦，使用了「土築磚包」
的方法，最奇特的是每塊城磚上都寫有磚窯
工匠以及監製等一系列負責人的名字，要是
送到城牆頭時發現城磚質量不過關，弄不好
是個欺君之罪，嚴重點可是要掉腦袋的，這
樣看來南京城牆的建造算的上徹底實施了責
任制的。相比於「里十三」，「外十八」看
上去有寒酸了一些，可能是由於預算有限，
輪到外郭建造時，只能用黃土夯實築牆，在
內城牆保存依然較為完好的今天，外郭早就
湮沒無存，不知去向了。

雖然有着這道看似堅不可摧的屏障，但這座
城市依舊無法擺脫戰火造成的威脅。自清軍入
關之役，再到太平天國以及後來抗日戰爭中，
城牆最終都沒有抵抗住凜烈的炮火，不能將殘
酷的戰爭拒之門外。在經歷過這座城市最慘痛
一場浩劫之後，人們意識到，築牆的時代已經
一去不復返了。

南京內城牆原先長約三十五公里，經過幾百年風雨的沖
刷、破壞以及改建，還能留下二十二公里的明代城牆遺存，
實在是難能可貴。雖說南京城牆因為曾經遭受的破壞已不再
完整連貫，不過她依然是現存世界上最長的古代城牆，這點
依舊值得稱道。相比於站在南京最高樓紫峰大廈上鳥瞰全
城，我更推薦你駐足城牆之上俯瞰金陵，要我說的話，這樣
更接地氣。

南京武定門到中華門部分城牆，
 攝於1930年

中華門處一段明代城牆，攝於
2005年，現已在原有城牆上復

建城門

南京玄武門，1909年開闢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c/cb/Aerial_shot_of_Nanking_city_wall_1930.jpg/440px-Aerial_shot_of_Nanking_city_wall_1930.jpg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e/e6/Inside_the_Xuanwu_Gate%2C_Nanjing.jpg/440px-Inside_the_Xuanwu_Gate%2C_Nanjing.jpg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1/15/Nanjing_Ming_wall.jpg/440px-Nanjing_Ming_wall.jpg


六朝金粉地——十里秦淮 

要說南京最為人所知的地方，那無疑就是秦淮兩岸了。自杜牧那首《泊秦淮》之後，「十里

秦淮」的名號算是傳遍了大江南北，雖然那首詩事實上壓根就沒在讚美秦淮……在歷史上，

這裡曾盛極一時，有一段時間甚至還成為東南地區的經濟中心。六朝之時，秦淮兩岸作為居

民區以及商業區一度相當繁榮，而東晉權臣王導、謝安居住在此，也說明了秦淮兩岸在六朝

之時的地位。但是「六朝金粉」的美譽並未維持太久，陳朝覆滅後，秦淮兩岸再次歸於平

靜。「舊時王謝堂前燕」，最終也只得「飛入尋常百姓家」了。不過，這一帶的再次繁榮，

卻要感謝科舉制度以及孔夫子他老人家。北宋年間，此處修建文宣王廟，雖隨後毀於戰火，

但在南宋年間得以重建並另建江南貢院。隨着明朝定都南京，江南貢院逐漸被修建為中國古

代最大的科舉考場，每到科舉之年，各地的考試紛至沓來，雲集於此，無疑刺激了周邊商業

的發展，這樣看來，南京秦淮兩岸夫子廟地區的繁榮算是中國「考試產業」最早的成功範例

了。當然，除了考生帶來的流量變現，明洪武年間朱元璋在此設立「舊院」也是秦淮兩岸於

明清年間繁盛不衰的原因，最出名的要數這裡的「秦淮八艷」。

雖說是「十里秦淮」，不過若是自北源句容河算起，
那麼秦淮河足有110公里長，當然，「十里秦淮」劃
定的是南京城中的內秦淮，隨着河水流向城外，秦淮
河又變成南京的護城河，最後流入長江，隨着「大江
東去」了。

歷來秦淮兩岸熱鬧非凡，今天這裡也依然是人潮如
鯽。每年前來的中外遊客我暫且不提，每到中高考
期間，依然還有不少考生和家長選擇來夫子廟點上
香，以求保佑金榜題名。雖說考試那天那麼多人需
要孔夫子照顧，他老人家能不能保佑過來咱不知
道，不過坐在考場上時，想着我背後有孔夫子他老
人家罩着，答卷時筆杆子會硬上幾分也說不定啊。
如果你正好能夠在正月十五上元佳節光臨此處，那
麼你將有幸見識到中國最著名的燈會活動——金陵
燈會。當然，如果你不喜歡喧鬧的夫子廟，或者苦
於節慶時分擠不進來，那麼選上一個清爽的夜晚，
乘着畫舫泛於秦淮河中，感受一下朱自清先生筆下
的那個「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在我看來是最合
適不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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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聲 

江雨霏霏江草齊， 

六朝如夢鳥空啼。

無情最是台城柳， 

依舊煙籠十里堤。 

—韋莊《台城》 



本附錄收錄了下列常用鏈接：

#  維基百科首頁�

#  關於維基百科�

#  維基百科統計頁�

#  聯絡維基百科�

#  維基百科版權協議� 

#  新手簡明指南�

#  常見問題解答�

#  維基媒體基金會�

#  維基百科方針�

#  維基百科編輯指引� 

#  維基百科術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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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任何意見或建議，請即刻聯繫本期期刊的主編� /����5;ɂŊș_>ɚ葉爺<

請在此處向主編留言反饋。

2�

感謝您閱讀我們的期刊。希望您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們。�

;RƢ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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