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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西部有 49座青山，每一
座都浸润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在苏
州山水景观格局中占据着重要地
位，对于季卫秋和他的同伴们来
说，从谢宴岭、支硎山、到寒山、龙
池、贺九岭、鹿山的这条山路已经
熟悉得不能再熟悉。15年间，他
们无数次乘着冬春草木未丰的时
候，走进山里，寻找摩崖石刻。

作为团队最早的成员之一，季
卫秋告诉记者：“团队成立是在
2004年左右，那时候高新区成立
了书法美术摄影家协会，一群志同
道合的文化爱好者走到一起，便开
始在时任高新区文联副主席的徐
卓人的带领下进山‘寻宝’。”季卫
秋说：“最开始，我们并没有明确的
目标，就是因为钟爱高新区的山
水，喜欢流连其中，拍摄摄影作品，
寻找石壁上的前人印迹。”

慢慢地，在山里呆得久了，总
能发现一些字迹斑驳，作者不明的
摩崖石刻。团队中的不少成员同
时是书法爱好者，大家就慢慢开始
了对于摩崖石刻的寻找与研究。

“千尺雪”摩崖石刻是“探寻·
发现”团队发现的第一处摩崖石
刻，为了弄清楚这块摩崖石刻的来
历，“探寻·发现”团队的成员们在
浩如烟海的地方文史资料中细细
搜寻，一个在历史中沉睡的名字被
唤醒，也成为了解寒山地区乃至整
个高新区文化历史的一把钥匙，他
就是晚明名士赵宧光。

赵宧光是明朝著名的书法家、
文字学家。万历年间，他偕妻陆卿
隐于寒山，夫妻二人读书稽古，精
六书，工诗文，擅书法，尤精篆书，
先后著有《寒山蔓草》《寒山帚谈》
《寒山志》等一系列著作。同时，赵
宧光利用岩石山野的天然景观，自
辟岩壑，叠石造园；凿山疏泉，构建
小塘；斩榛植松，养木培林；置砖雕
木，筑室起屋，建造了寒山别业，在
寒山一代留下了很多遗迹。乾隆

皇帝曾6次造访此地，留下了40余
首寒山诗，足见赵宧光及寒山文化
对于后世的影响。

也正是通过“千尺雪”以及周
边十几块摩崖石刻的发现，赵宧光
在寒山的遗迹遗存，被一一发掘，
而这些摩崖石刻中所积淀的历史
和文化，也成为这片山水的“灵
魂”。

有寻寻觅觅的艰辛，也有发现
历史的成就感，就在这苦与乐的交
织中，这个团队的力量不断壮大，
俞小康、钦瑞兴、苏久华、王坚、叶
水源、夏剑华、王晓东、薛贯清、陈
坚等人先后加入团队。几年间，又
有 30多块摩崖石刻被发掘整理，
重见天日，而寒山和白马涧地区的
每一个角落、每块石头几乎都被他
们翻了个遍。寻找的艰辛自不必
说，那时候山里还没有开发，没有
平坦的石板路，更多是被登山者踩
出来的山间小道，需要拨开荆棘，
在丛林中前行。秋冬季节，山上的
小篁竹经过砍伐，削口锐利无比，
一个不小心甚至能刺破登山鞋的
鞋底，几年下来，队员们光是登山
鞋就磨坏了好几双，而枯枝扯破登
山服更是家常便饭。

但对于队员们来说，寻找摩崖
石刻有苦有乐，其中不仅有发现历
史的成就感，更有与古人对话的机
会。一次，团队在某处石刻上发现
了三个篆体字，因为年代久远，只
能依稀辨认中间是个“月”，两边的
字则有“贝”和“瓜”的偏旁。队员
们冥思苦想，也不能破译，直到晚
上 11点，季卫秋在翻阅书法字典
的时候，发现当天发现的摩崖石刻
中的两个字与篆书的“贮”和“瓢”
非常相近，他灵光一现，可不就是
“贮月瓢”三个字吗？古人把这么
美好的意境融于这三个字中，解读
古人的想法，分享他们看过的美
景，而这也是“探寻·发现”团队的
乐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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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摩崖石刻的珍视，不仅仅体
现在队员们一次次不畏艰难的探
索，一次次耐人寻味的解读，更体
现在他们对石刻的悉心保护。

2015年，位于寒山岭的一处停
车场施工工地被突然叫停。原来，
在施工过程中，有文保志愿者发现，
刻有“蜿蜒壑”“飞鱼峡”等摩崖石刻
的石碑或被填埋或被淹，部分崖体
甚至受到了损伤。经过他们的大声
疾呼，该情况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将摩崖石刻重新挖掘出来，善加保
护，而这其中就有俞小康的身影。

俞小康是队员们眼中一个很
执着的人。最早，正是他一个人，
每天背着数十斤的摄影装备，手足
并用，披荆斩棘，拍下了第一批寒
山摩崖石刻图片。他对石刻有着
深挚的情感，当看到原本寂静的山
林被辟为赛车场，越野摩托呼啸而
过，他会通过自己的渠道积极发
声，碰到有好事者偷拓偷描摩崖石
刻，他也会主动加以制止。他告诉

记者，每一次偷拓偷描都会对石碑
石刻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对这
些石刻最好的保护就是不要去轻
易去触碰它，这样才能为后世留下
一份珍贵的历史遗存。

“了解的越深入，越感觉自己
责任重大。”俞小康说。

除了发现，保护和研究更加重
要。十余年间，团队发现一共在高
新区范围内发现了80多处摩崖石
刻，其中的大部分已被破译成功，
这些努力为了解、研究高新区文
化，做出极为重要的贡献。通过解
读，每一块石刻背后耐人寻味的历
史，文化名人和寒山地区的联结更
加清晰。

“探寻·发现”团队的工作一直
得到高新区历任领导的关心和支
持。近几年，随着政府相关部门的
重视和更多文化爱好者的加入，“探
寻·发现”团队的探寻范围早已超出
了寒山摩崖石刻，大阳山、树山、玉
屏山，处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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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一场名为“湖山风
雅颂”的历史文化特展在高新区
文体中心举行，展览通过集中展
示高新区的历史人文、蚕桑文化、
苏工苏作、摩崖石刻、石碑拓片，
梳理了高新区近 7000年左右不
断代的历史，集中展现了高新区
深厚的文化底蕴。

为了筹备本次展览，“探寻·
发现”团队的成员们与专家、学者
一道，翻阅古籍、史籍，遍访遗迹，
系统梳理了高新区从新石器时代
良渚时期至民国初期以来的文化
脉络，展出了上百件珍贵文物，涵
盖高新区出土的陶器、青铜器、瓷
器、玉器及历史文献、遗迹遗存
等。同时，策展方还对区域内的
摩崖石刻石碑进行拓片，80余幅
珍贵拓片和部分实物再配以摩崖
石刻现场照片投放等形式，让这
些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得到
更好的保护，成为区域文化的“金
色名片”。

钦瑞兴，高新区著名书法家，
“探寻·发现”团队成员之一，同时
也是此次特展的策划人之一，他
告诉记者：高新区汇聚着丰富的
山水人文资源。纵观苏州历史，
高新区堪称其文化腹地，通过梳
理高新区文脉，他也发现了更多。

他特地拿出了元代画家朱德
润绘制的《秀墅轩图》图片，这幅
《秀野轩图》，是朱德润描绘好友
周景安住所“秀野轩”之景色，画
卷采用平远章法，以花青运墨写
平林疏材，远山映苇，小屋临溪，
二人轩间对坐闲话，三五行人往
来溪桥边，境界清旷幽美，笔法秀
雅苍润，设色清雅明快，恰到好处
地表现了秀野幽居的主题。

但过去一般认为这幅画所绘
的是浙江余杭的风景，通过他的
考证，周景安住阳山西南，锦峰山
玉屏山之间。东望天池山，南临
贞山，四山之间，平畴沃野，草木
葱茏，景色极佳。“画中所展现的
景观特征，与苏州西部诸山能够
一一吻合，高新区还有更多地方
值得我们去挖掘解读。”钦瑞兴
说。

“‘探寻·发现’团队是一支对
文化极度热爱的团队”，高新区文
化体育与旅游局副局长，同时也
是团队成员之一的夏剑华表示：
“正是他们的热心参与，为高新区
的文化遗存保护和地方文化传承

做出重大贡献。”
为了加大高新区地方文化研

究保护力度，团结更多热爱传统
文化、地方文史的能人志士，共同
参与文化资源挖掘、研究与保护，
2018年 5月，高新区在原“探寻·
发现”团队基础上成立了“高新区
地方文化研究会”。研究会延续
了“探寻·发现”团队“以深度挖掘
地方文化为己任”的宗旨，坚持专
业化、学术化办会方向，还聘请了
全市历史人文、文物文史、非遗民
俗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为顾问
团，继续开展针对高新区历史文
化的各项研究工作。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研究会
在区文化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对
全区范围内的摩崖石刻石碑进行
寻访普查、测量传拓、释文解读工
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查阅资
料，多方探寻，在山间、在村落、在
寺庙探寻与发现各类历史文化遗
存，新发现各类石刻石碑 30余
处。9月底，“湖山风雅颂”特展
举行，高新区摩崖石刻中的精华
成为此次特展的一大亮点。

同时，由研究会编撰的《勒石
为记——苏州高新区摩崖石刻碑
刻选粹》也即将付梓，与广大文化
爱好者见面。这本书，既是“探
寻·发现”团队过往工作的一次总
结，记录着他们在研究高新区摩
崖石刻过程中的每一项重大发
现。同时更是一种勉励，在研究
传承地方文化这条没有终点的旅
程中，团队的每一位成员仍将努
力探索。

夏剑华表示：研究会以后，
“探寻·发现”团队就有了正式的
组织，从原来只注重对文化遗迹
的发现，向其内在蕴含的文化信
息的研究发展，对地方文化研究
向深度拓展。同时，他们也要从
单一的文物和历史遗迹，向地方
文化名人和传统民俗、饮食、方
言、戏曲、食品等领域。

“研究会将以更高的文化自
觉，寻访发现、记录研究、出版传
播苏州西部这块地方浓厚的文
化，尽可能早出成果、多出成果、
出好成果，让传统文化焕发出时
代价值，以文促旅，以旅彰文，服
从和服务好文化旅游发展，开创
高新区文旅融合新篇章。”对于未
来，夏剑华以及“探寻·发现”团队
的成员们壮志满满、饱含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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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苏州西部就是一片被文化浸润的土地，它东

枕千年京杭运河，西临三万六千顷烟波太湖，是古吴文化、

苏工苏作及近现代蚕桑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得天独厚的山

水资源和积淀深厚的人文遗存为高新区铸就了独特的文化

风貌。为了让深厚文脉在这片土地上传承发展、历久弥新，

一代又一代人付之以心血和努力。近十几年来，在高新区

活跃着一支这样的队伍，他们“以深度挖掘地方文化为己

任”，在寒来暑往的坚持中记录着高新区文化事业的秋收冬

藏，这就是“探寻·发现”团队。

2018年秋天，“探寻·发
现”团队成员听闻高新区有
一块疑似宋代时期的墓志
被发现，有买家要以高价收
购，队员们立即报告了区文
化主管部门，并且陪同文保
部门相关人员三次进山寻
找。最终他们找到了这块
刻于元祐 6 年（公元 926 年）
的宋代墓志，明洪武年间的

《苏州府志》曾记载有此碑，
通过考证证实，这是宋朝徐
师闵的墓志。这块宋碑长
宽分别为 104cm，超出了一
般墓志的尺寸，也让这块宋
碑更显珍贵。

精彩故事

高新区文联 协办

以深度挖掘地方文化为己任以深度挖掘地方文化为己任
——记高新区记高新区““探寻探寻··发现发现””团队团队

□□樊樊 文文

（上接B01版）注重智能化
技术改造，用智能制造这一“利
器”武装到牙齿，是高新区众多
品牌企业、龙头企业不约而同
的选择。从企业产业集群培育
的角度来看，这是从需求端发
力，拉动了智能制造产业的发
展。

近年来，苏州高新区充分
发挥相关政策的激励、导向作
用，抓好名硕、佳能、阿特斯等
一批重点技改项目，推动电子

信息、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大
面积智能化改造，推广智能车
间、智能工厂建设，莱克电气高
速电机智能生产车间、纽威阀
门球阀智能生产车间等33个智
能生产车间获批省级示范智能
车间。

至目前，高新区已获智能
制造国家级项目6个，包括国家
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2个、
国家级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
新模式应用项目2个、国家服务

型制造示范平台1家、国家服务
型制造示范企业 1家。辖区还
有 15件高端装备产品、生产线
被评为省级首台套重大装备，
认定数量位居苏州全市前茅。

“产学研金用”
合力构建生态圈

智能制造是一个系统创新
事业，需要各方面的通力合
作。为此，高新区围绕“产学研

金用”，大力构建“智造”生态
圈。

在高新区，致力于智能制
造生态圈建设的有工信部电子
五所华东分所牵头的苏州市智
能工业融合发展中心、昆仑数
据牵头的苏州市工业大数据创
新中心、赛飞工业互联网研究
院牵头的高新区工业互联网产
业联盟等。

近年来，高新区先后制定
《关于加快发展智能制造促进

转型升级的若干意见》《智能制
造产业发展三年提升计划》等
智能制造专项扶持政策，精准
支持了区域智能制造产业发
展，着力打造江苏智能制造产
业集聚区，加快“高新区制造”
向“高新区智造”转变。仅近几
年，区级财政就累计支出近亿
元支持区域智能制造产业发
展。

为不断完善智能制造生态
圈，高新区还积极探索通过智能

制造产业协会、智能制造私董
会、智能制造学院等方式，构建
供需对接、产学研合作平台，构
建一流智能制造产业生态支撑
体系。其中，富纳智能制造学院
就是通过举办智能制造学徒班
等，积极探索产教研全方位的校
企合作，打通智能制造学校教育
与产业需求最后一公里。

此外，高新区还积极发展
“互联网+制造”，实现优势叠
加，加快智能制造产业生态构

建。抓住“互联网+”机遇，充分
发挥阿里工业云、国信优易、清
华工业大数据创新中心、中国
移动苏州研发中心、赛飞工业
互联网研究院等工业大数据企
业的优势，面向重点产业生产
制造全过程、全产业链、产品生
命周期，实施制造业融合催生
工程，培育制造业与互联网融
合新模式，大力发展网络化协
同制造、个性化定制等网络化
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