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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视
[28]江苏卫视
文学、电影、丝绸等的融合视角，和观众一起感受《红
楼梦》在各个不同领域的生命力和创意活力。值得一
提的是，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收藏的苏州剧装戏
具厂创作的 87 版电视剧《红楼梦》服饰设计手稿档
案，也将首次公开展出。
品读完《红楼梦》，往城西走，苏州博物馆西馆是
个不错的选择。长假期间，这里可以观赏到两个特
展。
《
“亮栗而行”：2022 乾隆南巡，一场穿越时空的笔
端幻境》脱胎于宫廷叙事的奇思妙想，是一场穿越时
空的笔端幻境，也是苏州博物馆和吠默设计团队为苏
州营造的一场梦。
《色彩的探索--法国当代画展》呈
现了立体与抽象主义的创作，运用不一样的笔触、线
条来诠释空间、物体和主题。
接下来，如果你还有时间，吴文化博物馆、常熟博
物馆等等场馆也有不错的展览，定会给你一套富足的
精神大餐。
●色彩的探索——法国当代画展

（上接 A01 版）

DAY 5

宇荟你也可以去逛逛。位于竹辉路边的环宇荟前身

古风夜游之旅

虎丘的奇妙夜、拙政园的拙政问雅、盘门景区夜
游、大阳山植物园的星空炫影艺术节、木渎古镇的香
溪夜未央 X 山前雅集、周庄的 2022 海峡两岸（昆山）
中秋灯会……如果以上这些你都在刚刚过去的这个
夏天体验过了，那么长假里，还有一个新鲜的夜游好
去处可以推荐给你。那就是狮子林的古风游园会。
就在近日，狮子林推出沉浸式古风游园会，全方
位还原古人生活方式，国风古韵，迅速在朋友圈刷了
一波“存在感”。古风游园会从傍晚 5 点半正式开场，
入园的游客被要求统一穿着古典服装。在如诗如画
的古典园林狮子林中，你可以与同好一起探寻中国古
代八雅：琴、棋、书、画、诗、酒、花、茶。还能在管家的

可是苏州人都去过的竹辉饭店，现在摇身一变，成了
一个集餐饮、娱乐、策展为一体的滨水园林街区。
这里有着极具江南特色的建筑，漫步其中能享古
典园林之趣。如果说苏州中心二期演绎的是时光里
的苏州烟火气，那么环宇荟一定代表了文艺苏州的小
清新。刚开业就有四大艺术展联袂亮相，包括心脏所
X CHAO 画廊空间艺术展、
“模玩星球”
手办雕塑展、顾
金珍刺绣艺术展、有南
“生生”
互动雕塑艺术联展。
赏完展，大概天色已暗。不妨从环宇荟往北走
走，十全街两侧的招牌都已经亮了起来。如今，这条
老街上隔几步就有一家网红餐厅，从西餐、云南菜、韩
餐到传统苏州美食，一应俱全。

DAY 7

文化艺术之旅

带领下，体验古代市井游戏的快乐，比如投壶、蹴鞠、
抖空竹……游园会还设有古风集市，穿着古典服饰的

苏州有“百馆之城”的美誉，长假里的最后一天，

展览时间：2022 年 9 月 29 日—2023 年 1 月 2 日
展览地点：苏州博物馆西馆（长江路 399 号）三楼
特展厅
●“亮栗而行”：2022 乾隆南巡，一场穿越时空的

笔端幻境

展览时间：2022 年 8 月 20 日—11 月 13 日
展览地点：苏州博物馆西馆-1F 苏色生活馆
●何以梦红楼—江南运河上的文学、影像与丝绸
展览时间：2022 年 9 月 16 日—12 月 20 日
展览地点：苏州丝绸博物馆历史馆
●拂梭千年—苏州缂丝精品展

展览时间：2022 年 9 月 18 日-11 月 20 日
展览地点：吴文化博物馆二楼吴颂展厅
●伊特鲁里亚人——古代意大利的贵族

展览时间：2022 年 8 月 30 日—11 月 30 日
展览地点：吴文化博物馆第二展厅
●考古里的长江文明

展览时间：2022 年 8 月 28 日—11 月 27 日

游客们，用铜钱与货郎们买卖物品，一幅姑苏繁华图

收收心准备开始新一轮的学习工作，那么就在古今穿

展览地点：张家港博物馆

跃然纸上。

越和现代艺术中，体味“静”下来的美妙。

●五百年来一大千——吉林省博物院藏张大千

如果没赶上游园会，那么隔壁拙政园的拙政问雅

先去苏州丝绸博物馆看看吧。长假期间，
《何以

一定不能错过。
“ 拙政问雅”是集非遗文化精品、园林

梦红楼——江南运河上的文学、影像与丝绸》特展正

展览时间：2022 年 9 月 6 日—10 月 30 日

艺术空间、吴门书画文化等为一体的沉浸式体验项

在这里举办。本次特展围绕《红楼梦》这一主题，通过

展览地点：常熟博物馆 D2 展厅

绘画展

目。它将日间园林游赏经验中，对于文化符号的走马
观花转化为夜间的文化体验，让游客能够有更为深入
的园林感知，真正能体现园林文化的精髓、苏州文化
的情怀以及中国文化的精深。

DAY 6

网红打卡之旅

七天长假，总要 get 一些好吃好玩的新地方。
这一天，建议你准备好钱包，开始依次打卡苏州
最火的网红地。第一站就是上个周末刚刚空降苏州
中心南区二期的怀旧的“城市集市·街巷”
“。
苏州站、青春校园卡拉 OK、红星粮油店、大光明

2022 第八届卓逸杯跆拳道公益赛在苏州成功举办
2022 年 9 月 25 日，由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卓逸体育（北京）有限公司、
冠军基金主办，
苏州市跆拳
道协会、佳兆巷邻里中心承办，宝成国际集团支持，中
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裕元创新创业公益基金支持的
“2022 第八届卓逸杯跆拳道公益赛”在苏州兆佳巷邻
里中心圆满落幕。两届奥运会跆拳道冠军吴静钰女士
通过视频的方式为小选手们送上了祝福和鼓励！

戏院、海滨浴室……一处处沉浸式造景，复刻了上世

区别于商业赛事，
“跆出梦想·牵手成长”
卓逸杯跆

纪九十年代的苏州烟火气满满的街市环境。公用电

拳道公益赛是由冠军基金联合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静钰

话、邮箱、方方正正的游戏机、用红砖块分割的乒乓球

于发起的一个纯公益项目，旨在响应缺乏机会参与体
育比赛的儿童需求，打造各阶层儿童体育交流和融合

洲运动会召开”的墙画，复古时髦的各种老物件带领

成长平台，
推动体育教育公平、
促进儿童健康成长。此

着所有人坐上时光机，一秒回到三十年前。

赛事从 2015 年发起首届随迁子女跆拳道友谊赛延续

当然，这个集市不光“好玩”，还特别“好吃”！这

130 人报名、近 200 人次参赛。孩子们在赛场上全情

至今，已覆盖近 45 所打工子弟学校和社会公立学校，

投入，奋力拼搏；比赛间歇，不同队伍的孩子们通过沟

里集结了 28 家人气美食店，既有传统老字号，又有年

超千余名学生。本届公益赛是该赛事设立以来首次将

通和交流，让火热的比赛现场充满了浓浓的友情。

轻人喜欢的炸物、奶茶等，拍照拍累了，随时能切换到

正赛移师苏州举办，是在去年将分赛区落户苏州以来

2023 年，卓逸杯公益赛正赛将回到北京，并将邀请来

逛吃逛吃模式，还有开心麻花沉浸式剧场可以体验。

的再一次升级，
也彰显了苏州对于跆拳道运动的热情。

自江苏、
天津和河北三地的选手们共同参加，
助力青少

逛完了如果你还不过瘾，那么新晋网红打卡地环

本次赛事共有来自 7 支校内外跆拳道俱乐部共计

年成长和全民健身事业。

有诗云“春船载绮罗”，说的就是苏州与丝织业相融共生。
到了宋朝，苏州逐渐成为江南蚕桑业中心。除了销往世界各地，丝绸还成了朝廷向外族缴纳岁贡的重要
物品。丝绸锦缎沿着运河流向远方，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也成为世人心中不灭的神话。
我们在苏州古城里游走，寻找千年前，苏州丝织业的遗迹。

[30]天津卫视
07：55 剧场（周一至周日）
19：30 人世间（周一至周
日）
21:20 非你莫属（周一、
日）
群英会（周二、
三）；
跨时代战书（周四）；
青春守艺人（周五）；
你看谁来了（周六）
22:00 爱情保卫战（周二、
三）

轩辕宫里锦绣传千年
文/星华

【壹】

[31]广东卫视
09：10 剧场（周一至周日）
13：25 老广的味道周一至
周六）
19：35 外交风云（25-38）
（周一至周日）
21：15 财经郎眼（周一）；
全球零距离（周
二）；健康有道（周
三）；你会怎么做
（周四）；去野吧餐
桌（周五）；行进大
湾区（周六）；美好
生活欢乐送（周日）

[32]浙江卫视
18：00 新闻深一度(周一
至周五)
19：30 大考（周一至周日）
20：30 中国好声音（周
五）；嗨放派（周六）
21：30 今日评说（周一
至四）
22：00 综艺（周五）；听说
很好吃（周六）；追
梦人（周日）

[34]北京卫视
09：28 剧场（每天）
12：00 特别关注（每天）
17：23 养生堂(每天)
19：30 剧场（周一至周日）
21：09 我是规划师（第二
季）
（周一）；我是大
医生（周四）；向前
一步（周日）

[35]山东卫视
08:40 万家灯火（周一至
周日）
10：10 大医本草堂（周一
至周日）
19：30 三泉溪暖（周一至
周日）
21：30 此时此刻（周一）；
乡约（周二）；求职
高手零零后职场季
（周三）；花漾剧客
厅（周四）；戏宇宙
（周五）

铺林立吆喝不断。其中也不乏许多贩售丝绸半成
品的店铺，加之发达的水路交通网络，宋锦得以因
此传播到全国各地，走进老百姓的生活中。包括

和紧邻的人民路、白塔西路相比，祥符寺巷是

宋锦等许多丝织品甚至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

少有的安静，兜兜转转下，倒是有了江南小城特别

东亚和东南亚，至今仍有南宋时期的织锦保留在

的味道。

日本的博物馆中。

很少有人知道，在这条巷子里，有一座始建于
北宋元丰初（公元 960 年）的轩辕宫，宫内主要祭

【叁】

祀黄帝及先蚕圣母嫘祖。嫘祖是轩辕黄帝的元
妃，因发明了养蚕，治丝，制衣裳而兴教化，辅佐黄

如宋代锦的生产，也促进了当时发达的书画

帝，母仪天下，被称为“先蚕圣母”蚕神。

装裱业。

这里就是苏州宋代以来的机神庙，又名“仙机
道院”，
《履园丛话》卷二三“机神庙”条：机杼之盛，
莫过于苏杭，皆有机神庙。苏州之机神奉张平子，
不知其由，庙在祥符寺巷。”
苏州的机神“张平子”据说是东汉科学家和文
学家张衡。张衡怎么会被崇奉为机神呢？二者之
间的渊源说来有趣。张衡是古代有名的发明家，
他不仅发明了浑天仪、地动仪,还发明了许多的机
械仪器。因为张衡似乎有着掌精密机械的天才，
苏州人相信纺织的技术也是张衡发明的。所以张
衡便被人们称尊奉为“机神”。
传说，轩辕宫是苏州的手工业户出资所建，兼
作行业议事场所。苏州丝织手工业历史悠久，从
事者甚多，每年 9 月 16 日机神生日，无论是老板还
是工人都要到庙内进香，祈求丝织业兴旺发达。
按照记载，轩辕宫最早的正门就在祥符寺巷，
如今，门头还在，但是进出却已经不走这里了。重
新改造翻新后的轩辕宫，大门改在了旁边巷子里
的洪元弄 10 号。洪元弄，北通白塔西路，南接祥
符寺巷，巷中有条岔路，路到底即是始建于南朝的
祥符禅寺遗址。
我们现在看见的轩辕宫已经不是宋代时候的
样子了，但千年来轩辕宫却一直与苏州的丝织业，

[38]东方卫视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清同治年间，纱缎业行业公

09：24 人世间（17-57）
（周一至周日）
12：29 人世间（21-58）
（周一至周日）
18：00 东方新闻（周一至
周日）
19：34 大考（10-17）
（周
一至周日）
20：42 十年逐梦路（周一
至周六）
21：11 我们的歌第 4 季（周
日）
21：34 我相信（周一、五）；
石库门的笑声重阳
特别节目（周二）；
梦想改造家第 9 季
（周三）；思想耀江
山（周四）
22：45 我们的歌第 4 季
（周一）；红色学府
（周二）；石库门的
笑声重阳特别节目
（周五）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会在遗址重建轩辕宫。清末，这里先后建立了云
锦公所、丝业公所和铁机丝织业同业公会。现轩
辕宫东侧庑廊墙壁上，苏州状元陆润庠撰写的《重
建轩辕宫记》碑，则记述着清朝年间轩辕宫重建并
设云锦公所的往事。

【贰】
轩辕宫的建成，与宋代苏州丝织业的发展息
息相关。
早在春秋时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踏板织机，
这种织机的出现是织造史上一次质的飞跃，实现

苏州宋锦是在唐代蜀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
南、北宋时期，丝织业重心转移到了南方，故
而江浙一带成为当时的丝绸中心。据历史文献记
载，宋高宗在向南迁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消耗或
遗失许多物品，因此急需用大批量高质量的精美
织锦来书画装裱和制作服饰，因而姑苏成为生产
这种织锦的主要产地，最后形成一大名锦，即宋
锦。
南宋朝廷迁都杭州后，在苏州设立了宋锦织
造署，将成都的蜀锦织工、机器迁到苏州，丝织业
重心逐渐南移。两宋时在苏州设织造署。宋代，
江南丝织业进入全盛时期，苏州出现了一种非常
细薄的织锦新品种，是理想的书画装裱材料。虎
丘塔是北宋初建成，距今已有一千多年。1956 年
3 月，在塔第一层与第二层之间发现一经箱，箱内
放有经卷七卷，各卷外面用绢质经袱包裹一层至
四层不等，为绢、绫、锦等织物。这批被发现的织

艺，宋代苏州的装裱业十分昌盛。从宋代留传下
来的锦裱书画轴子来看，宋锦在当时已有“青楼台
锦”
“ 纳锦”
“ 紫百花龙锦”等 40 多个品种。
《天水冰
山录》记严嵩家中收藏的宋锦计有大红、沉香、葱
白、玉色种种。其中有三种织金锦，名目是：青织
金仙鹤宋锦、青织金穿花凤宋锦、青织金麒麟宋
锦。
大书画家米芾曾经多次提到苏州装裱情况：
“余居苏，与葛藻近居，每见余学临帖，即收去，遂
装粘作二十余帖，仿《名画记》所载印记作一轴，装
背。”
“ 吕颜直，苏州裱匠之子。”
“ 姑苏衣冠万家，每
岁荒及迫节，往往使老妇驵携书画出售，余昔居
苏，书画遂加多。”甚至苏州属邑昆山，也有以装裱
为生的手工业者。如“昆山民沈十九，能与人装治
书画。”

【肆】

其实在宋代苏州，有很多地名都和苏州的丝
织业有关，见证了苏州丝织业的辉煌。
在《宋平江城坊考》中记载，当时苏州就有绣

2003 年轩辕宫被苏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控

锦坊、锦绣坊巷、织里桥南街、画锦坊、画锦坊巷、

制保护建筑。2014 年，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

孙织纱巷、丝行桥、绣衣坊、绣衣坊巷、绣线巷、巾

原则，对轩辕宫开展了抢救性修复保护。经修复

子巷、幛子巷、新罗巷等地名，这里大部分地名是

了第二至第四进 820 多平方米建筑后，原本已显

在宋代新出现。从这些地名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

破败的老屋又恢复了昔日古色古香的容貌，随即

苏州丝织业品种繁多，分工日益细密。

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到了南宋苏州经济繁荣兴盛，绘画与刺绣相

而苏州宋锦，则在绵延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愈

互影响，促使刺绣技艺更加精湛，苏州刺绣艺术名

发精致典雅。2006 年，宋锦织造技艺入选国家级

声远扬并形成了更大的规模。苏州城内有绣线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 年，宋锦织造技艺作

巷、衮绣坊、绣锦坊、锦绣坊巷、绣衣坊等众多的专

为中国桑蚕丝织技艺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联合

门刺绣巷坊，可见当时苏州刺绣规模之大，分布之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广，这些坊巷则记录着苏州刺绣业的繁荣。而从
出土的宋代苏绣日用品上，可以看出当时已经使
用了多种刺绣针法，这说明宋代苏绣已经成熟，日
用品颇有绣工精微、生动形象、设色精妙、光彩夺

规律的织造结构和花色更为复杂的织物，出现了

目等特点。

各种提花织机，通过多综多蹑和束综提花的配合

书画装裱的聚集地。装潢裱褙是一种专门的工

物，很好地展现了千年前苏州高超的丝织工艺。

了用踏板代替手来控制综片。此后，为了能够有

生产出图案更加丰富的织物。

在《宋平江城坊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苏州城里有画锦坊、画锦坊巷，这里应该是当年

而宋朝的商品经济非常发达和成熟，熙熙攘
攘的集市中日夜灯火通明，人来车往络绎不绝，商

集古斋

桌、28 寸自行车……甚至墙上“热烈庆祝第十一届亚

11：00 新相亲大会（周一
至周五）；非诚勿扰
（周六、日）
19：32 沸腾人生（周一至
周日）
20：30 非诚勿扰（周六）
21：20 抖音·蒙面舞王（周
日）

高价收购：旧字画、旧书、旧扇骨、
旧 照 片、旧 纸 币、紫 砂 壶、墨、像
章、酒、旧家具、旧旗袍等留之无
用，弃之可惜的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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