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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牧鸣、尹平平

北京市海淀区的四年级小学生赵萌，在自
己 9 岁之前，就已经去过三四次故宫了，可她一
直搞不懂：那些高大的红墙房子有什么可看的
呢？

赵萌还在读幼儿园时，就被在建筑设计院
做传统文化研究的妈妈带到故宫来接受“启蒙
教育”。可是赵萌每隔十几分钟就问妈妈一次：
“咱们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逛完？”最后干脆
一屁股坐地上不走了，妈妈无奈把她抱回家。

上小学后，妈妈又带赵萌去过两三次故宫。
每次来之前，妈妈也都是准备充分，又读书又做
笔记，想把故宫的建筑、历史，一股脑倾倒给女
儿。可是进入故宫以后，赵萌把故宫当成比自家
小区花园宽阔一些的大空场，除了在里面跑来
跑去，依旧是对气势恢宏的皇家宫殿毫无兴趣。
妈妈的教育计划只得作罢。

可是这一两年，反而是赵萌央求妈妈带她
去故宫了，她口口声声说要去故宫里“找怪兽”。
还把那些连妈妈都念不利落的神兽名字，比如
獬豸、狻猊、行什等倒背如流。一次全家人一起
去饭馆吃饭，饭馆是一栋仿古建筑，赵萌盯着饭
馆屋脊上的神兽看了半天，告诉妈妈说它们的
座次不对。女儿的转变令妈妈瞠目结舌。

这两年，像赵萌这么大的故宫小粉丝激增。
赵萌他们这群小朋友对故宫突如其来的兴趣，
以及急剧增长的传统文化知识，多来自于一套
名叫《故宫里的大怪兽》的儿童文学。这套以故
宫里的神兽为创作原型的儿童文学，前三册自
2015 年底上市仅 2 个月，很快卖断货，迅速加
印数万套。本月，《故宫里的大怪兽》又出三册新
作，赵萌又要央求妈妈带她去故宫了。

把儿时听到的故事记下来

《故宫里的大怪兽》的作者常怡，之所以想
写这么一套书，是因为一次逛故宫时受的“刺
激”。

常怡在故宫里，路遇一位温文儒雅的老者，
带着自己的孙辈逛故宫，边逛边给孩子讲解。从
建筑风格到君王政体，老人讲得头头是道，孩子
却对那气宇轩昂的皇家宫殿并不感兴趣，反倒
是跑到一扇宫门口，问爷爷咬着门环的神兽是
什么？“那是狮子。”老人漫不经心地随口答道。

“那不是狮子，是‘椒图’，传说中龙的第五个
儿子。”常怡不可思议地看着老人，她没想到这
个看上去很有学问的老者，会把椒图和狮子搞
混，一个没忍住，过去纠正道，“椒图是喜欢安静
的怪兽，按今天的比喻就是‘宅男’，所以古人把
它安置在门环上用来看家。”这在常怡看来算是
“常识”，因为这是自己从很小的时候，就烂熟于
心的。

小时候，常怡住在故宫旁边的北池子胡同
二条。同住在附近几条胡同里的爷爷奶奶们，有
不少都是在故宫里工作了一辈子退休的老人。
那个年代的老人，退休后也没地方跳广场舞，休
闲的方式要么是下棋，要么是给胡同里的孩子
们讲故事，讲的多是与故宫有关的故事。几乎每
位老人，都有自己的一群忠实小听众。老人们之
间，还会暗地里攀比，比谁的故事吸引来的孩子
多。

其中有一位爷爷讲的故宫故事，最受孩子
们欢迎。故事的主人公并不是皇城里面的帝王
将相，而是故宫里面的大怪兽。这些大怪兽，多
是在紫禁城里边边角角的地兽或脊兽，常会被
人“视而不见”，不少人都会把他们一概而论为
龙或者狮子。可是这位爷爷不仅清楚地知道这
些神兽的名字、位置、作用和寓意，还给这些神
兽编成故事，赋予它们不同的个性，讲给胡同里
的小朋友们。

这个爷爷于是成了胡同里最受小朋友们欢
迎的角色。椒图的故事，常怡就是从他那里听来
的。孩子们不光在胡同里围着圈圈听他讲怪兽
的故事，还经常搬着小板凳追到这位爷爷的家
里面。爷爷正在家吃面呢，小朋友就一个劲儿地
催：“爷爷，您吃完饭了吗？您怎么还没吃完啊？
赶紧吃完给我们讲故事吧！”讲起儿时的回忆，
常怡禁不住眉飞色舞，“他老伴儿当时烦死我们
啦！”

可是眼前的经历却让她笑不出来。虽然有
的人对故宫里的宫闱秘闻甚至稗官野史烂熟于
心，但却不一定能分清楚太和殿屋檐上形态各
异的脊兽。上网查资料时，常怡甚至发现有的建
筑研究者都会把神兽的名字张冠李戴，这让她
甚至有点害怕。

“如果现在人们就不关心了，就开始搞错
了，那未来，我们的孩子们，可能再也不会有人
知道故宫里面这些神兽的故事了。”常怡决心把
小时候从胡同里听到的故事记录下来，让故宫
里怪兽的故事，和怪兽背后蕴含的传统文化传
承下去。

讲好中国本土的神话故事

把儿时听到的怪兽故事落实到笔头，光靠
回忆可不行。常怡要让自己笔下的怪兽，从形象
到性格，都与史籍中的描述吻合。“很多孩子都
是通过我笔下的描述，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怪
兽形象，所以我会花很多时间去翻史书，能让我
的描述符合历史上真实的模样，给孩子们一个
准确的印象。”

她查阅了大量资料，却发现无论是研究文
学的，还是研究历史的，都没有一个专门做中国
传统文化中神怪的研究，只能靠在各类史书中
搜罗与怪兽相关的吉光片羽。

提到中国的怪兽，人们首先想到的都是《山
海经》。可《山海经》里的怪兽是上古怪兽，故宫

里出现的绝大部分怪兽都没有出现在这本书
中。倒是《春秋》《史记》《元史》这类人们认为通
常是记录正史的史书，反而有不少内容讲述了
故宫中怪兽们的神怪志异。“其实中国的历史是
跟怪兽故事紧密相连的。”常怡告诉《新华每日
电讯》记者。

有翔实的史料垫底，《故宫里的大怪兽》的故
事随着主人公李小雨的一个奇遇开始了。11岁的
五年级小学生李小雨在故宫捡到了一个神奇的
宝石耳环，她戴上耳环以后，发现故宫里的石头
怪兽们都活了起来，她还能听懂它们说的话。她
与怪兽们玩耍，也共同经历了许多惊险故事。

赵萌被这些故事深深地吸引了。前三册出
版的两年里，她反复看了无数遍。无论是怪兽们
的职能、形象，还是书中所涉及的其他历史文化
知识，她都烂熟于心。故宫从此对她来说，再也
不是冰冷的红墙大房子，而是怪兽们的家。赵萌
和李小雨差不多大，她经常把自己就想象成李
小雨，她一次又一次央求妈妈带她再去故宫“找
怪兽”。现在的她，已经可以给妈妈当故宫的导
游了。

作为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祝勇博士专注于研究故宫的建筑多年，也已经
创作出版了《旧宫殿》《故宫的隐秘角落》等几本
讲述故宫故事的散文或学术论著，可他告诉记
者：“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们讲故宫。怎
么样才能吸引小朋友们对故宫的兴趣。”因此，
当他发现市面上有《故宫里的大怪兽》这样一套
儿童文学以后，赶紧在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栏
目等多个公开场合力荐。

“怎样把更多的文化内容，以更有效的方式
传播出去，并且传播给合适的对象，是我们出版
业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社长刘国辉感慨说，“现在我们强调‘坚持文化
自信，讲好中国故事’的时候，仿佛总是要给外
国人讲好中国故事。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人自己，
尤其是中国的孩子，我们更要讲好中国故事。”
因此能有一套专门给中国的孩子们，讲中国自
己的神话故事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儿童文学，在
他看来难能可贵。

英国作家托尔金本来是牛津大学英国语言
与文学系的一名教授。他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创
作《霍比特人》和《魔戒》的初衷之一，是为了给
自己的孩子，创造一部有本土色彩的睡前读物。
常怡也有类似的想法。她最开始创作儿童文学
是在自己怀孕期间，“因为我想让自己的孩子能
感受到中国的传统审美。让孩子知道，有很多神
奇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而不是非要去欧
洲、美国。”

现在不少人，提起怪兽，首先想起来的是都
是英国的《魔戒》《哈利波特》或者美国迪士尼动
画片里的那一套。不少孩子都以为，龙都长着翅
膀会喷火，对中国龙反而没什么概念。《新华每
日电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甚至有一些成年
人，都是靠看《诛仙》等网络小说，才认识夔牛的
“夔”字，才知道饕餮也是一种神兽。

“可我们生活在有这么丰富传统文化的国
家里，我们国家古人的想象力这么丰富，每个神
兽身上都有那么多生动的传奇故事，都蕴含着
那么深厚的文化背景。如果没有人知道，就太可
惜了。”常怡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

想象的世界不该有边界

《故宫里的大怪兽》在创作之初，一度没有
任何出版社愿意出版，因为故宫的形象是那么
一本正经，而“怪兽”听上去又那么离经叛道。即
使是正式出版之后，也有读者不愿接受。常怡清
楚地记得，在江西的一场读者见面会上，一个 4
岁的小朋友非常踊跃地举手，想要表达自己的
读后感，可当他站起来拿到话筒时，却大声告诉
常怡：“我妈妈说，这些怪兽都是假的。”

“我特别伤心。”常怡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对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他才 4 岁，就已经不
再相信了：不再相信有怪兽、不再相信有神仙，
不再相信世界上有神奇的东西，不再相信人间
存在奇迹……家长从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就开
始把他想象的空间一点点抹杀掉了……”

常怡不禁回想起自己小时候接受的教育：
因为父母都从事文化工作，常怡家里的书多到

被她当作积木玩具。尽管爸爸是知名出版社的
编辑，但是从小到大，爸爸从没有要求或者限
制过常怡的阅读。常怡从小最喜欢看的就是童
话、神话和科幻小说。“我是一个在幻想中长大
的孩子，我的想象没有边界。”

常怡定了定神，转向那位小朋友的家长，
对她说：“你要给孩子留一点想象的空间。允许
他在小的时候，可以漫无边际地畅想，愿意相
信世界上有很多不可思议的神奇所在。即使这
段时间很短。如果现在就限制孩子们的想象
力，把他们局限在眼前的现实当中，让孩子认
定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实在太残酷了。因为孩
子们长大之后，还要经历几十年社会现实的打
磨……”

常怡创作的初衷之一，就是希望人们可以
了解到我们祖先的想象力。“很多人现在都没有
这种想象力了。这也影响了我们发挥创造力。
我觉得很可惜。”

无论是在欧美还是日本，都有一些成年人
甚至老年人，一把年纪还热衷看动画片和漫
画，还会穿着蝙蝠侠的服装进电影院看蝙蝠侠
的电影。这在常怡看来一点都不幼稚，“这样的
人，恰恰是最有创造力的人。因为他们相信奇
迹的存在，他们才敢与众不同，才能脱颖而出。”

《故宫里的大怪兽》出版两年来，在全国各
地圈粉无数。除了读书，孩子们还在用各种方
式表达自己对书的喜爱。有些妈妈会把书里的
内容制作成配乐有声朗读的音频文件；一些学
校老师会组织同学们把书里的故事改编成舞
台剧；故宫里甚至出现了以“寻找大怪兽”为主
题的少儿夏令营活动。

赵萌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本月新出版的《故
宫里的大怪兽》。如饥似渴地读完后，她立刻开
始和同学策划“五一”假期再次去故宫“找怪
兽”。为了准备得更加充分，赵萌不仅上网搜索
关于朝天犼等神兽的更多知识，还找出了书柜
里的少儿版《山海经》。这本书爸妈已经给她买
了很久，现在，赵萌终于主动翻开它，想要了解
古老中国里的更多神话……((实实习习生生孙孙楠楠对对本本
文文有有贡贡献献))

“大怪兽”带孩子们进故宫
王王锦锦忠忠

近近日日，，绍绍兴兴刚刚刚刚举举行行公公
祭祭大大禹禹陵陵典典礼礼。。想想起起前前些些日日
子子，，带带着着家家人人去去拜拜谒谒禹禹陵陵，，以以
示示对对这这位位忧忧民民君君王王的的敬敬仰仰之之
意意，，继继而而拾拾级级攀攀登登会会稽稽山山，，俯俯
瞰瞰古古越越大大地地，，不不失失为为一一上上佳佳
的的休休闲闲健健身身活活动动。。远远方方的的来来
客客，，来来到到绍绍兴兴，，在在感感受受山山川川映映
发发、、水水木木清清华华的的水水乡乡风风光光的的
同同时时，，去去会会稽稽山山大大禹禹陵陵寻寻访访
瞻瞻仰仰这这位位上上古古的的治治水水英英雄雄，，
也也是是一一项项不不错错的的行行程程。。

大大禹禹陵陵位位于于绍绍兴兴城城东东南南
向向的的会会稽稽山山西西坡坡，，四四周周松松柏柏
苍苍翠翠，，群群山山逶逶迤迤，，为为全全国国文文物物
保保护护单单位位。。会会稽稽山山原原名名茅茅山山，，
系系大大禹禹治治水水的的会会议议场场所所。。““会会
稽稽””之之义义源源于于““大大会会计计””((《《史史
书书》》记记载载。。稽稽与与计计通通假假))，，即即会会
议议讲讲座座的的意意思思。。会会稽稽山山既既是是
大大禹禹当当年年治治水水的的策策划划之之所所，，
也也是是他他病病故故后后的的安安身身之之地地。。

一一辆辆景景区区内内的的载载客客车车直直
接接把把我我们们送送到到了了入入口口处处的的一一
块块青青石石牌牌坊坊之之下下，，一一时时省省下下
了了许许多多脚脚力力。。据据说说古古代代官官员员
前前来来，，到到了了牌牌坊坊之之处处有有““文文官官下下轿轿，，武武官官下下马马””的的规规
矩矩，，因因为为你你要要拜拜谒谒的的是是上上古古明明君君““尧尧舜舜禹禹汤汤””中中的的
一一位位，，自自然然要要多多加加礼礼数数。。过过了了牌牌坊坊，，便便是是一一条条笔笔直直
宽宽阔阔的的公公祭祭甬甬道道，，长长约约 110000 多多米米，，两两边边是是各各式式石石雕雕
巨巨兽兽，，安安详详匍匍匐匐，，气气象象庄庄严严。。自自 11999955 年年以以来来，，每每年年
的的谷谷雨雨时时节节，，当当地地政政府府都都要要在在这这里里举举行行隆隆重重的的公公
祭祭典典礼礼。。

大大禹禹陵陵其其实实不不仅仅仅仅是是王王陵陵那那么么单单一一，，它它是是一一
座座规规模模宏宏大大的的古古建建筑筑群群，，依依坡坡而而建建，，由由下下至至上上依依次次
可可分分成成三三部部分分：：禹禹陵陵、、禹禹祠祠、、禹禹庙庙。。所所谓谓禹禹陵陵，，其其实实
仅仅剩剩一一碑碑一一亭亭；；立立碑碑之之处处即即墓墓址址之之地地，，为为明明嘉嘉靖靖绍绍
兴兴知知府府南南大大吉吉考考定定而而立立。。碑碑身身正正面面刻刻有有““大大禹禹陵陵””

三三字字，，上上建建一一亭亭覆覆盖盖用用以以遮遮蔽蔽风风雨雨。。右右有有““咸咸若若古古
亭亭””，，左左有有““禹禹穴穴辩辩亭亭””，，成成品品字字排排列列。。大大禹禹姓姓姒姒，，故故
禹禹祠祠为为姒姒氏氏宗宗祠祠。。禹禹庙庙在在大大禹禹陵陵北北侧侧，，正正殿殿中中央央立立
有有大大禹禹头头像像，，眉眉宇宇间间流流露露忧忧国国忧忧民民之之色色。。

大大禹禹是是上上古古时时代代的的一一位位伟伟大大的的治治水水英英雄雄。。相相
传传 44000000 多多年年前前，，神神州州大大地地遭遭受受水水患患，，百百姓姓无无以以生生
息息。。幸幸有有大大禹禹受受命命于于危危难难，，引引领领百百姓姓历历尽尽艰艰辛辛，，以以
疏疏导导之之法法治治平平洪洪水水。。““八八年年在在外外，，三三过过家家门门而而不不
入入””，，正正是是描描述述了了大大禹禹治治水水的的勤勤业业俭俭风风。。禹禹庙庙正正殿殿
明明柱柱上上所所刻刻的的一一副副对对联联，，正正是是百百姓姓感感其其恩恩德德的的真真
情情写写照照：：““江江淮淮河河汉汉思思明明德德，，精精一一危危微微见见道道心心””。。

大大禹禹陵陵自自古古以以来来便便是是令令人人向向往往的的胜胜地地。。自自唐唐
至至清清历历代代文文化化名名人人前前来来拜拜谒谒不不计计其其数数，，并并写写下下了了
不不少少诗诗文文。。《《全全唐唐诗诗》》收收录录李李白白访访禹禹穴穴诗诗一一首首，，题题为为

《《送送纪纪秀秀才才游游越越》》。。而而写写过过《《禹禹庙庙》》同同题题诗诗的的诗诗人人有有
唐唐朝朝李李绅绅、、明明朝朝马马明明衡衡、、清清朝朝毛毛奇奇龄龄。。与与禹禹庙庙相相关关
的的诗诗词词另另有有唐唐朝朝严严维维的的《《陪陪皇皇甫甫大大夫夫谒谒禹禹庙庙》》。。写写
窆窆石石的的诗诗词词有有宋宋朝朝秦秦观观的的《《窆窆石石》》、、清清朝朝胡胡天天游游的的

《《窆窆石石行行》》。。写写禹禹祠祠的的有有宋宋朝朝潘潘阆阆的的《《泊泊禹禹祠祠》》。。清清朝朝
袁袁枚枚在在其其个个人人文文集集《《小小仓仓山山房房诗诗文文集集》》中中收收录录其其大大
作作《《禹禹陵陵大大松松歌歌》》。。历历代代皇皇帝帝、、州州府府官官员员及及百百姓姓也也常常
常常来来这这里里祭祭奠奠大大禹禹，，绵绵延延至至今今。。清清圣圣祖祖康康熙熙帝帝谒谒陵陵
后后留留下下了了《《谒谒大大禹禹陵陵》》诗诗一一首首：：

古古庙庙青青山山下下，，登登临临晓晓霭霭中中。。梅梅梁梁存存旧旧迹迹，，金金简简
纪纪神神功功。。九九载载随随刊刊力力，，千千年年统统绪绪崇崇。。兹兹来来荐荐蘩蘩藻藻，，瞻瞻
对对率率群群工工。。

周周恩恩来来等等党党和和国国家家领领导导人人也也曾曾前前来来大大禹禹陵陵，，
或或扫扫墓墓、、或或拜拜谒谒，，或或参参观观，，留留下下一一段段段段佳佳话话。。

11993399 年年 22 月月，，周周恩恩来来同同志志受受中中共共中中央央委委托托，，
去去新新四四军军和和东东南南六六省省视视察察抗抗日日工工作作，，解解决决新新四四军军
的的发发展展和和领领导导问问题题。。33 月月 1177 日日，，以以国国民民政政府府军军事事
委委员员会会政政治治部部中中将将副副部部长长身身份份，，自自皖皖南南到到达达浙浙江江，，
几几经经辗辗转转后后由由萧萧山山临临浦浦乘乘汽汽轮轮赴赴绍绍兴兴，，于于 33 月月 2288
日日凌凌晨晨 33 时时抵抵达达西西廓廓码码头头，，一一行行下下榻榻在在小小校校场场商商
会会中中厅厅楼楼上上。。次次日日检检阅阅了了三三区区政政工工队队、、青青年年营营、、妇妇
女女营营、、少少年年营营，，并并向向大大家家作作了了简简要要的的抗抗战战形形势势和和任任
务务的的演演讲讲。。晚晚七七时时半半应应邀邀出出席席了了越越王王殿殿座座谈谈会会，，以以
非非常常激激昂昂的的姿姿态态向向参参加加的的各各界界代代表表 5500 余余人人作作了了
长长达达 44 小小时时的的演演讲讲。。着着重重阐阐明明了了共共产产党党团团结结抗抗战战、、
全全面面抗抗战战、、抗抗战战到到底底的的道道理理。。33 月月 2299 日日下下午午，，周周恩恩
来来一一行行祭祭祖祖后后转转道道禹禹陵陵，，他他对对大大禹禹为为解解万万民民于于倒倒
悬悬之之苦苦，，立立志志根根治治水水患患，，三三过过家家门门而而不不入入的的精精神神倍倍
加加称称颂颂，，并并详详细细地地询询问问了了大大禹禹塑塑像像的的建建造造经经过过。。离离
别别禹禹陵陵前前，，周周恩恩来来同同志志在在““大大禹禹陵陵””碑碑前前摄摄影影留留念念，，
并并和和族族人人、、亲亲友友在在““大大禹禹陵陵””碑碑前前和和禹禹王王庙庙拜拜厅厅前前
高高台台阶阶上上合合影影留留念念。。

拜拜谒谒禹禹陵陵，，你你必必定定会会怀怀着着一一份份崇崇敬敬之之情情拾拾级级
而而上上，，去去瞻瞻仰仰立立于于山山顶顶的的巨巨型型大大禹禹铜铜像像。。尽尽管管山山高高
阶阶陡陡，，游游人人依依然然矢矢志志登登山山。。上上至至七七旬旬老老者者，，下下至至三三
龄龄娃娃童童，，虽虽身身疲疲力力乏乏，，但但没没有有一一个个放放弃弃撤撤回回的的。。等等
来来到到铜铜像像之之下下，，才才真真正正感感受受到到大大禹禹的的豪豪迈迈与与伟伟大大。。

这这是是一一名名农农夫夫扮扮相相的的君君王王，，但但见见他他左左手手执执一一柄柄巨巨
铲铲，，大大有有力力拔拔山山兮兮气气贯贯山山河河之之势势；；右右手手遥遥指指被被滔滔滔滔
洪洪水水淹淹没没的的神神州州大大地地，，神神情情凝凝重重，，俨俨然然是是在在与与百百姓姓
商商讨讨治治水水的的方方略略。。这这样样一一位位身身先先士士卒卒与与百百姓姓忧忧患患
与与共共的的好好君君王王，，怎怎不不让让后后世世之之人人怀怀念念爱爱戴戴！！

站站在在山山顶顶，，可可以以俯俯瞰瞰绍绍兴兴城城的的全全貌貌。。那那纵纵横横交交
错错的的街街道道，，与与拔拔地地而而起起的的高高楼楼，，无无处处不不透透发发着着这这座座
古古都都名名城城的的勃勃勃勃生生机机。。然然而而，，历历史史赋赋予予这这座座城城市市的的
财财富富不不仅仅仅仅是是繁繁荣荣的的市市景景，，更更有有““圣圣王王””大大禹禹勤勤政政
爱爱民民的的节节行行俭俭风风，，这这才才是是这这座座城城市市独独特特的的名名片片与与
不不朽朽的的灵灵魂魂。。而而全全市市人人民民在在五五水水共共治治上上表表现现出出来来
的的高高涨涨热热情情与与责责任任感感，，正正是是后后辈辈乡乡人人对对““大大禹禹精精
神神””的的最最好好传传承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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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中国的怪兽，人们首先想到的

是《山海经》。可《山海经》里的怪兽是上

古怪兽，故宫里出现的绝大部分怪兽都

没有出现在这本书中。倒是《 春秋》《 史

记》《元史》这类人们认为通常是记录正

史的史书，反而有不少内容讲述了故宫

中怪兽们的神怪志异。“其实中国的历史

是跟怪兽故事紧密相连的”……

图图一一：北池子小学的怪兽小“粉丝”在《故宫里的大怪
兽》第二部首发式上。

图图二二：《故宫里的大怪兽》作者常怡在故宫。

图图三三：华表顶上的朝天犼。

图图四四：衔门环的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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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扫左左侧侧二二维维码码关关注注新新华华
每每日日电电讯讯公公号号，，世世界界读读书书日日
（（ 44 月月 2233 日日））为为读读者者赠赠送送
《《故故宫宫里里的的大大怪怪兽兽》》图图书书。。 四四

历历史史赋赋予予这这座座城城市市的的财财富富不不仅仅仅仅是是
繁繁荣荣的的市市景景，，更更有有““圣圣王王””大大禹禹勤勤政政爱爱民民的的
节节行行俭俭风风，，这这才才是是这这座座城城市市独独特特的的名名片片与与
不不朽朽的的灵灵魂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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