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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信息交流 

第二十八期 

2016 年 1 月 5 日 

       复旦大学数学系 62 届学友联谊会     

  

         热烈祝贺               
 葛锁网被评为江苏高教 30 多年 10 个重要人物之壹 

据新华报业网－新华日报 2015-12-13 报导  

江苏评出高教 30 多年 10 个重要人物  

他们影响了江苏高教的发展 

    当选的 10 名“重要影响人物”分别为江苏省原副省长王湛、中国工程院院士

韦钰、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的创始人叶春生、中国科学院院士曲钦岳、两院院

士严恺、著名化学工程学家时钧、中科院院士闵乃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作者胡福明、原扬州大学党委书记葛锁网和著名教育学家鲁洁。 

葛锁网 1998 年担任扬州大学党委书记，在部省领导的支持下，完成了学校

的实质性合并，使扬州大学由“独联体”融合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

学，被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誉为“高校管理体制改

革的旗帜”。2002 年，他受命筹建宿迁学院，借助 8 所联建高校的优质资源，用

10 年时间、在高校零基础的宿迁创办了“苏北最美丽的大学”。 

南京同学小聚会 

2015 年 12 月 31 日在南京的校友葛锁网、臧国才、叶耕中、邱家恒、赵崇

诰以及 63 届校友（原系学生会主席）李国荣，在南京理工大学小聚，现把在南

京校友的情况简介如下： 

杨友春：聚会时，我们与他通了电话，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比以前好多了，

但是，上午出门还不太方便，下午有时去练练书法。2017 年的聚会，可能参加

不了。这次小聚未能来，以后再找机会弥补。 

李立新：他是个忙人，赵崇诰给他打电话，是他女儿接的，说他出差了，

至今，十次聚会出的“纪念册和光碟”，他还没拿走。 

马锦忠：他因患“帕金森症”，一直住在南理工的校医院，平时由护工护理，

臧国才还经常能见到他被“保男”推着，出来活动。 

http://www.math62.org/Photo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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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聚会的几位同学，身体都还可以，葛锁网每周要打三次乒乓球；臧国

才是退休聊天族，有一帮聊友，经常在学校的小花园闲聊；叶耕中活动范围稍

广一点，有时去日本看儿子，2 号他去北海过冬天；邱家恒的退休生活过得很潇

洒，跳跳舞，上上网，到会几个人中，他最不显老；赵崇诰的变化不大，平时

看看电视，打打麻将，每年都要参加几次老年人竞技麻将比赛；李国荣还在工

作，他是理工大老年体协主席。 

关于 2017 年的聚会，我们都争取参加，除葛锁网一人参加外，其他四人均

表示与老伴同往。对聚会的建议，没什么新内容，一是服从组职者安排，二是

费用以 AA 制为主，三是以叙旧为主，旅游为辅。 

下面是我们小聚的合影 

 

        关于 2017 年聚会的往来信件 

郑国莱与殷冠华的信件   

冠华： 

久未联系，甚念！自你询问 2017 你聚会事宜以来，上海同学讨论了你的提

议，拟出了初步的《聚会方案》（刊载在《交流》25期上）；后收到了多人的

参会反馈信息（刊载在《交流》26 期上）；后又收到丁仁与夏道藏的《意见与

建议》（刊载在《交流》27 期上）。想必都看到了吧！因成熟、可行的聚会方

案需要广大同学来讨论与认可，故而我觉得要广泛听取更多同学的《意见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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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以便能按照大多数赞同的意见及其方案普告大家，并准备在 2016 年 5 月

的校庆返校日聚会上认准最后的聚会方案，随后就公告在《交流》29 期上。于

是，我在《交流》27 期上，开辟了《聚会方案探讨专栏》，继而在《交流》28

期上刊发更多同学的《意见与建议》，请哪些同学来参与探讨呢？我想到了你、

汪国强与崔绍农三位同学，希望你们 3人都来发表意见。今天，我同时发件给

你们 3 人，渴望在你们接件后，立即写出你们的意见，可附和别人的意见，更

需提出你们的各自意见，行吗？ 

希望你们 3 人都能尽快写出各自的《意见》稿，供赵崇诰在 28 期上刊出（望

于 2016 年 3 月前发给崇诰），行吗？拜托了！感谢你的大力支持！ 

期盼你接到此件后，能回复与我！谢谢！郑国莱   2015.11. 30 

国莱秘书长：你好！ 

我离家数月，刚从天津大姐家回来，打开邮箱见你来信。根据你的提示，

我又仔细阅读了《交流》25 期、26 期、27 期。我感到大家的意见建议都好，我

也没有太好的意见建议，总的希望部分身体尚健的同学，能再有一次机会相聚。

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年级范围的聚会了，所以希望能够办成。太具体的意见建议

也没有。我希望安排一点时间给各个班级同学聊聊天，大家谈谈毕业后 55 年的

经历。这些在年级范围谈，人多聊天就不方便，人多发言机会有限，人多范围

大，有人听力不好听不见……。至于组织参观迪士尼乐园和博物馆也是值得的，

从 1957 年入学至今还没有去过博物馆，而迪士尼乐园是新搞的，也是难得的机

会。我们退休在外地，也是难得到上海。据说，游迪士尼乐园的门票价格很高，

本人自理是理所当然，尽量减少别人负担。需要费用和费用不够部分，可以分

摊给大家。力保成功，不要因为费用而无法办成。 

关于报名参加的事，我上次说要看到时的身体状况，因为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我有一次腰痛，三天三晚没有睡着一分钟，半个月没有下床，

一个半月没有下楼。所以我说要看身体状况而定。根据你们的要求，我明确：

我参加，连同老伴共 2人。 

谈不出太多的意见，见谅！ 

谢谢各位热心的同学，特别要谢谢上海的同学们！ 

祝 聚会办成！ 

           殷冠华   2015.12.6 复 

又及：建议建立同学们的微信和 QQ 通信录，这样联系就十分方便。 

我的 QQ 是 188527947，昵名：平安老人 

我的微信：ygh19390211 ，昵名：平安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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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手机号码：改用 13087238659 

王锡祥稿件 

我说点感想和建议 

国莱兄： 

   你来征求我的《意见与建议》，因家务事忙，迟复为谦，我说点感想和建

议吧。 

   我认为我们 2012 年毕业 50 周年庆的聚会是一次成功的聚会，我见到了半

个世纪未见面的老同学、还“叙叙旧”、玩玩景点，不少同学还携家属前来，

真是机会难得，人数空前。在这里要再次感谢上海同学东道主似地的接待和秘

书处同学精心周到的安排。 

   毕业 50 周年庆的聚会是成功的聚会、高潮的聚会，也是转型的聚会。向何

处转，主要是活动内容，丁仁的建议有个回答：“丁仁建议把聚会的活动内容

从游玩景点名胜转为室内活动（见见面，叙叙旧）并重游校园里”。 

  我想，我们都年纪大了，再次聚会都是八十上下的人了，一个中心是健康，

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搞点社交活动是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的自然需

要，只要力所能及，应该多参加点社交活动！“叙叙旧”就是聊聊家常，按马

斌荣的话说是“交流生活中的亮点”。我建议把“叙叙旧”改为“聊聊天”。

既聊聊生活、也聊聊时政；既聊聊世界事、也聊聊国家事；既聊聊过去、也聊

聊现在！ 

  我在北京有三个朋友圈：一是工作单位的 老朋友，每月聚一次，每次一天，

每年十二次；二是高中老同学每月聚一次，每次半天，冬夏天各停二次，每年

八次；三是复旦老同学，一年聚一次。活动内容就是见见面，聊聊天。 

  我工作单位的老朋友，有个说法：“要活得明白点”、“过好快乐的一天”。

为了聊天有准备，平时关注有个重点，我们 10 来个人有重点三个：聊聊时政新

闻、说说经济纵横、解读重磅网文。一人领讲，众人聊聊，气氛很热烈。聊天

实际上是相互学习，通过学习交流确实明白了好些事 。大家兴趣和积极性都很

高。 

   殷冠华的提议把聚会周期从十年缩短为五年，我赞成。就算我们都能活到

90岁，五年一次，也不过三次，何乐而不为呢？ 

  办好同学聚会，有大量的组织工作要做： 

  首先要做好转型宣传，从室外游转为室内聊。 

  今后聚会目的就是老同学见见面，聊聊天，就地重游，或有可能和晚辈一

起看看校园里当年长辈生活学习的地方。聚会是社交活动，有益于身心健康，

只要你（妳）身体健康，希望你（妳）、欢迎你（妳）到时一定前来。考虑到

因健康、兴趣等原因参加聚会人数会越来越少，作为聚会组织者，五年一次，

不管人数多少，要坚决办下去坚决办好！ 

  至于为了聊天有准备，有不少组织工作，这里我就不说了。请你让南方的

小汪（国强）做参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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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因为同学来自五湖四海，有大量后勤工作要做； 第三 费用问题，

原则上 AA 制。但我想说，中国有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如果上

海同学有心请外地同学，大家（至少我）不会拒绝！ 

  我的如上建议，不知当否，供参考。 

                                                           锡祥   2015-11-29  

浙中新景四日游散记 

郑国莱 

   今年 10 月 12 日—15日，我参加了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退休支部组

织的，浙中新景四日游。这次参加的人员有属于我社退休支部的党员（其中有

谢惠民同学的表弟赵永利同志），也有非党的退休人员，还有外单位一直同游

的老旅友，共 49人。同去的还有上海欢天喜地旅行社的一名一直较为熟悉的吴

经理、一名导游与一名司机。 

10月 12 日清晨 6:30 是全团在上海工人文化宫前集合的时间，大家基本上 

都能集合前到达，个别有稍微迟了几分钟。大约 6:40 左右旅游巴士启程，经嘉

兴过跨海大桥到绍兴，再经温州到雁荡山灵峰，约开了 6 个小时。我团就下榻

在灵峰山脚下的灵峰农家乐山庄里（见图 1）。先安排好住房（都是双人间标准

房），我和赵永利同志合宿一房，近年来多次旅游，我两都一直同宿，也拍有

数张合影照（见图 2）。随后吃中饭（每餐每人 15 元标准）。餐毕后，略作休

息，便在灵峰牌楼前集合。集合前，我以农家乐山庄为背景拍了一张留念照（见

图 3）.约下午 14:00 左右，旅游大巴开往本次旅游的第一个景点——雁荡山国

家家森林公园景区（见图 4）。森林公园（号称雁荡山森林氧吧，位处于中雁荡

山）。约半小时后，巴士抵达雁荡山国我曾前后三次游览雁荡山，但此景点没

来过，这说明该景点尚属新开发的景点。导游介绍说，走进该景区，宛如走进

世外桃源，对于惯于城市生活的人来说，可谓远离了城市的喧嚣，置身于宁静

的“森林浴”，尝试一番亲近大自然的实际体验。导游关照说，进出基本上是

一条路，仅前面一处稍有分叉，朝左走不多路，可观赏高耸的小龙湫；朝右走

则是一条观赏主路，一般不大会出现走失现象。随后，大家就自由结伴同行或

单独游赏。我与老赵总是结伴同行，并总是走在全团的最前面。 

在走进景区不多路，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清澈河底的小溪，内有许多金色鲤

鱼在畅游，溪的前方有一座小石桥，桥的一边有个较大的山洞——水仙洞，深

暗难测，我拍下了多张照片（见 5）。随后穿过曲折的山路，来到分叉点。我们

先走左侧，走过较为陡峭的台阶，不多时，就见到了“小龙湫”景点（见图 6）。

拍完照，再改走右侧，一路上，有不少山峦叠嶂的景色，美不胜收，我拍下了

多张照片，有架设在绝壁高处的铁梯（见图 7），有傲首并立、含笑迎阳的双峰

（见图 8），有霞光艳影的云峰（见图 9）有青翠恬静的藏龙神谷（见图 10），

有倒景映衬的碧水蓝天（见图 11），当然还有不少值得赏目的景致，这里就不

一一多述了。当我们回到雁荡山森林公园门口时，已近下午 17：00,天色渐暗，

我和老赵留了合影。过不多时，全团到齐了，大家便乘上大巴回灵峰农家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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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18:00 左右吃晚餐。晚饭后，大家各自安排，有多人去灵峰观赏非常有名的

“灵峰夜景”，也有在客房内打牌消遣的，也有多人相聚聊谈的，我、老赵与

一位老社长及本次旅游团领队 4人则去灵峰景区的一家咖啡店喝咖啡交谈叙旧，

较晚才回客房就寝。 

10月 13 日，有多位摄影爱好者在凌晨 4-5 时左右就起床，赶在灵峰景区尚

免费开放之际，就进入景区拍照，收获颇丰。当然绝大多数团员都准时 6:30 起

床，7:00 吃早餐。7:45 左右，全团乘旅游巴士开往本次旅游的第二个景点——

石桅岩景区。此景区便是南溪江风景区的一个主要景点。旅游大巴行驶了约 1.5

小时后，便抵达了石桅岩景区入口。我拍下了几张石桅岩雄姿的照片（见图 12）。

石桅岩位于永嘉县鹤盛乡东皋镇，南距温州市区 70 余公里，景区兼具雄、奇、

险、秀、奥等特点。区内小三峡约长 3公里，集峭壁危岩、奇峰险峡、急流深

潭、沙滩草地于一体，景色清幽迷人。石桅岩三面涧水环绕，直插云霄相对高

度 306 米堪称浙江南天柱；其形似船桅，造型独特色彩红润，姿态雄奇。水仙

洞洞深 10 米，宽约 6 米，高达 8米。与石桅岩隔溪相对的诸峰，簇拥环立，然

高不及半，更彰显了石桅岩高耸入云的气势。导游办完购票手续后，便带领大

家进景区游赏。导游关照说，景区进出也只有一条路。我和老赵依然走在前面，

不时停下拍上几张美景艳照。在入景区不远处，我拍下了桅桥雄姿照（见图 13），

在前方的溪流边，我拍下了桅岩倒影照（见图 14）。由于没有导游伴讲，一路

上，要我准确识别石桅岩景区的各个景点实值为难，我也只能根据事先获知的

景点名称——水山峡、麒麟峰、下岙瀑布、将军岩、公鸡崖、象山菠萝岩、水

响岩与龙潭公园森林公园等名称，去一一对照猜测，有的估计猜对了，较多的

则没能加以确认。为此，我只好在拍下的不少照片中选出三张，供大家赏识。

一是我走进峡谷，可看到水山峡的美景（见图 15），二是我攀近峰腰，映入眼

帘的是麒麟峰的雄姿（见图 16），三是我登上山峦，可临赏到将军岩的威势（见

图 17）。此景区游毕，便原路返回，到景区入口处再乘车开往本次旅游的第三

个景点——丽水古镇，去用中餐。中餐后，全团便各自走镇逛街。边走边赏。

该镇尚很繁荣，市面较旺盛，人流、车流不息。我边赏边拍，该镇上最有特色

的便是塔（见图 18）、廊（见图 19）、亭（见图 20）与树（见图 21）。 

约到下午 1:00 左右，全团集合乘车前往本次旅游的第三个景点——崖下库

景区（见图 22）。行车时间约在 1小时左右。到了景区，只见高峰突兀，崖边

栈道隐约可见，对于我们这个老年旅行团来讲，要完成攀登之举，实属很难。

然后，大多数团员（包括腿脚不够利索的与曾病患重病的）在导游的带领下，

却硬是一一先后攀完了全程。该景点，老赵只在近段自行游赏，我则依然独自

领先攀爬。凡有爬山事，为何我跟以往一样，总是会奋上勇攀，快登争先，一

是基于自己身体尚健，无“三高”、“病患”；二是欲检验自己是否还能依旧

登攀；三是习惯成自然。尽管自己依旧能领先攀登走完全程，但自感登爬速度

已慢了下来，步伐的节奏也慢了下来，腿脚也已不够利索了。一路上，我拍下

了多张美景艳照。有雄峰迎客（见图 23），有峭巗登阶栈（见图 24），有崖壁

栈道（见图 25），有索桥高跨（见图 26），有高泉落潭（见图 27），有巨石嵌

道（见图 28）等。原计划攀爬时间是 2 小时，因走完全程个人用时不同，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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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约用了 3 小时左右。约下午 17：00左右，全团乘车返回灵峰住宿点，

回去用时约在 1.5 小时左右。 

19月 14 日清晨，我略早起床，到山庄牌楼外，拍下了一张灵峰的早景照

——灵峰晨曦（见图 29）。当然，大家依旧是早上 7:45 左右乘车前往本次旅游

的第三个景点——百丈漈景区（见图 30）。该景区位于浙江省文成县（以明代

开国元勋刘基的谥号——“文成”命名）。文成县位于温州市西部飞云江中上

游。境内山峦起伏，连绵不绝山地面积占全县总面积 82.5％，俗称“八山一水

一分田”。天下奇观百丈漈乃是全国最高瀑布（应是我所见过的最大最壮观的

国内瀑布），它系第五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景区东距瑞安寨寮溪 27 公里，南

距平阳南雁荡山 30公里，西距泰顺乌岩岭 40 公里，北距青田石门洞 80 公里。

景区林木森森高旷绝；清泉万泓，瀑布悬飞；溪流密布，湖潭潋滟；生态和谐，

万物滋繁。百丈漈，即百丈飞瀑乃是该景区的最瞩引人目的景点。它位于海拔

300—638 米的山涧，纵深约 3 公里，面积为 4.75 平方公里。上游汇集 200 多平

方公里的集雨面积。各水源溪流汇到东侧天顶湖，湖外悬崖边缘是绝壁，形成

百丈飞瀑和瀑布群，有一漈雄、二漈奇、三漈幽的特色。本景区集山光水色之

大成，融自然、人文于一体，构成其特有的风光特色。导游告诉我们，进出景

区依然只有一条路。我和老赵仍然一起走在前面，见到美景绝色就对景拍摄。

首先是雄壮的一漈（见图 31），随后是多处小瀑布（见图 32、33、34、35、36），

接着是奇特的二漈（见图 37），随后走过牡丹苑小景，再走不多路，就是幽雅

的三漈（见图 38），再走近些，可见三层飞瀑的英姿（见图 39）。到此，我和

老赵开始分行，他就在此处近处走赏拍照；我则再往上登升，先走近第三层飞

瀑的下端，我拍下了飞瀑近景（见图 40），再走到高处，我拍下了最高飞瀑（见

图 41），再走到第三层飞瀑的右侧，我拍下了飞瀑壮景（见图 42），在回程路

旁，我还拍下了惹眼的青泉男孩（见图 43）。在整个行程中，我们只是沿路观

景、拍摄，因时间较为紧凑，没有去走访其他的文化古迹，如陶氏真人炼丹台、

罗隐观瀑崖、观音洞、三圣殿、刘基观瀑台等，有所遗憾。不过，能观赏到如

此美妙的瀑布群与如此壮观的百丈飞瀑，实已是万分欣慰与绝对满意了。1935

年陈叔通（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行七人，从天台山、雁荡山游览至百丈

漈，叹为观止，谓之百丈漈远胜于雁荡龙湫。游赏结束，快近中午，全团便乘

车开往文成县城去用中餐。 

中餐毕，约下午 1:00 左右，全团乘上旅游巴士前往本次旅游的第四个景点

——安福寺景区（见图 44）。行车时间也有 1.5 小时。安福寺位于文成县西坑

畲族镇，始建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分圣门、金刚殿、大雄宝殿、西方殿，

共四进，边有僧厢、轩房数十间，建筑面积达 2500 多平方米，为一方名刹，声

名远播。明清时期，僧俗名流相聚，吟咏题赋广为传颂。民国年间，寺僧义诊

施药，慈悲济世，弘化一方。但由于历史原因，后仅存残缺石碑等重要文物。

安福寺处于国家级风景旅游区“百丈漈”、“飞云湖”、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刘基故里”与国家级森林公园“铜铃山峡之间，给文成县的旅游业注入

了宗教文化和传统精神，使美丽的大自然与丰富的传统文化辉向成趣。以佛教

协会为首的广大信众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在原址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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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安福寺，并于 2008 年 4 月 2 日举行了奠基仪式。安福寺主体部分修建成传

统的丛林规模，附属建筑部分具有慈悲济世宗教修正、旅游休闲等方面特色。

中轴线上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藏经楼为三层，一层为法

堂，二层为展厅、阅览室，三层为藏经阁（佛教图书馆）。两厢配殿，东边为

钟楼、客堂、僧房、斋堂、方丈室；西边为鼓楼、云水寮、僧房、禅堂、上客

堂。为适应现代化宗教养生旅游的需要，寺内辟有禅味茶园、养生堂、忏悔堂、

健身房、休闲松林。接待部设客房、素餐厅、咖啡厅、小卖部供应佛教餐饮、

佛教圣物、旅游纪念品等。山间林下还特设茅棚，给社会人士提供隐居和修身

养性、听经闻法的机会。现在，该寺在佛学硕士达照法师的住持下，各项工作

正方兴未艾。据导游讲，近年来，安福寺香火很盛，在一些节假日，会出现车

水马龙、人山人海的场面，寺外的马路上挤满了轿车，人鼎旺盛。捐援款十分

惊人。现在我们看到的安福寺已很具规模、整体布局已较完善。我们沿着通进

寺庙的马路直走，到转弯处，看到了安福寺的寺外建筑（见图 45）再行走 500

米左右就来到了安福寺山门前（见图 46），再走进安福寺，依次拍到了“弥勒

住处”殿（见图 47）与“宝山灵殿”（见图 48），天王殿、大雄宝殿，再走到

藏经楼前，随后回出到大雄宝殿与藏经楼之间过道上，看到了镇寺之宝——千

年古树化石（见图 49），再走边厢两侧，拍到了安福寺内景一角照（见图 50），

然后走出安福寺，回到停车场。约下午 4:30 左右，全团乘上旅游巴士，行车近

2 小时，回到了灵峰住宿点。 

19月 15 日，因今天路经停车点较多，又值最后一天，故而导游关照大家早

起半小时。早餐后约 7:00 许，全团乘车前往本次旅游的第五个景点——林坑民

居景区（见图 51）。行车时间为 2小时。该民居系楠溪江保存最完整的山地民

居。这里，水美、山秀，被誉为“湮没在深山中的璞玉”。曾受到某香港电视

记者的航拍采访，并作过相应的报道，从此“林坑”民居就出了名；加上后因

航拍记者在后期航拍中，小蜻蜓直升机因碰崖失事，机毁人亡。林坑民众为纪

念该航拍记者，就将林坑民居的办公处改建为纪念馆，馆内挂起了小蜻蜓直升

机残骸，收集了该记者的生平事迹；再在各地电视台记者的宣扬下，林坑民居

的声名暴涨，终使林坑民居成为旅游热门的景点之一。该民居村范围并不大，

我们耗时 1 小时便走全了路桥过道，所有建筑都建在沿溪的山坡上，随着山坡

的上下、曲折，民居鳞次栉比、层次分明。为方便行走联系，溪道两边架起了

多座石桥、木桥，显得十分醒目。我就林坑碑石（见图 52）、林坑木桥（见图

53）、林坑石桥（见图 54）与林坑村居（见图 55、56、57），拍了多张留影照

片。 

约到上午 11:00 左右，全团乘上车开始返回上海。开到某服务区时，大家

各自解决了中餐。餐后，巴士直开国家 4A级景区——诸暨华东国际珠宝城，让

大家见识见识，旅行社没有要求大家一定要购物，显然大多数团员只是走马看

花，当然也有少数女同志购买了手链等物。参观了约 1小时。随后再开车前往

近嘉兴的粽子博物馆，大家各自购买了自选的粽子、油豆腐等食物。用时也近 1

小时。之后巴士便直往上海。为方便旅客，巴士先在地铁一号线莲花路站停靠，

有多数团员下了车去乘地铁，少数团员依旧在起点上海工人文化宫下车回家。 

浙中新景四日游圆满结束，我右后觉得此趟旅游真是不虚此行，值得没去

过的老同学借鉴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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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1月 

 

                                旅浙照片 

 

 

1.灵峰农家乐山庄                  2 我我与赵永利的合影 

 

  

3.我在灵峰                                     4 雁荡山国家森林公园  

                             
 

5.森林公园风光一——水仙洞桥       6.森林公园风光二——龙湫泻布   

   

 

 

 



 10 

 

 

7.森林公园风光三——铁梯高耸    8.森林公园风光四——双峰迎阳 

        
9.森林公园风光五——云峰傲天    10. 森林公园风光六——藏龙神谷 

       
11. 森林公园风光六——天水倒景        12．石桅岩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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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石桅岩景区风光之一桅桥雄姿 14.石桅岩景区风光之二——桅岩倒影 

  

 

15. 石桅岩景区风光之三——水山峡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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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石桅岩景区风光之四——麒麟峰姿 

 
17．石桅岩景区风光之五——将军岩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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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丽水古镇风光之一——倚庙高塔 

 
19. 丽水古镇风光之二——长廊傍河 



 14 

 
 

 

 

 

 

 

 

 

 

 

 

20．丽水古镇风光之三——幽亭望溪 

 
21. 丽水古镇风光之四——古树亲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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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崖下库景区 

 

23. 崖下库景区风光之一——群峰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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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崖下库景区风光之二一—峭巗登阶 

 

25. 崖下库景区风光之三一—崖壁栈道 

 

 

26. 崖下库景区风光之四一—索桥高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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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崖下库景区风光之五一—高泉落潭 

 

 

 

 

 

 

 

 

 

 

 

 

 

28. 崖下库景区风光之六一—巨石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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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灵峰晨曦 

 

30.百丈瀑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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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百丈瀑景区之一——第一叠泉——雄壮的一漈 

 

32.小瀑布之一——树布相映  

 

33. 小瀑布之二——崖布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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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小瀑布之三——桥布相迎 

 

35. 小瀑布之四——双布层叠 

 

36．小瀑布之四——谷布听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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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百丈瀑景区之二——第二叠泉——奇特的二漈 

 

38.百丈瀑景区之三——第三叠泉-——幽雅的三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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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百丈瀑景区之四——三层飞瀑 

 
40.百丈瀑景区之五——飞瀑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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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百丈瀑景区之六——最高飞瀑 

 
42. 百丈瀑景区之七——飞瀑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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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百丈瀑景区之八——青泉男孩 

 
44.安福寺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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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安福寺景区风光之一——安福寺河边外殿 

 

46.安福寺景区风光之二——安福寺近景

 
 

47．安福寺景区风光之三——安福寺弥勒金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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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安福寺景区风光之四——安福寺灵山宝殿 

 

49.安福寺景区风光之五——安福寺老树化石 

 

50.安福寺景区风光之六——安福寺内景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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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林坑民居景区 

 

52. 林坑民居景区风光之一——林坑村寨 

 

53. 林坑民居景区风光之二——过街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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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林坑民居景区风光之三——过街石桥 

 

55. 林坑民居景区风光之四——桥边村居 

 

56. 林坑民居景区风光之五——山坡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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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林坑民居景区风光之六——村道一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