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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 青

古代官员年老致仕后，往往过起无欲无求
的退休生活。但明代有个屡任重职的烟台籍官
员——— 郭宗皋，回乡后却倾注心血和热情于农
田改造上，将盐碱荒地变为丰产水田，由此成
为退休官员生活的一道奇景。

热心农业的背后，是豁达乐观的人生态
度、老有所为的暮年追求。正是凭借着乐天的
心胸，郭宗皋屡遭贬谪和廷杖，却始终恬淡寡
欲，享寿九旬，令后世惊奇称道。

澡身洁己，父辈清廉子继之
郭宗皋出生于烟台福山的一户农家。父亲

郭天锡考中明孝宗弘治年间的举人。
到了明武宗正德年间，郭天锡在家中的郭

北园修建了一座亭子，亭上挂了一个牌匾，其
名曰“澡身”。所谓“澡身”，源于儒家经典
《礼记》的“儒行篇”，其曰：“儒有澡身浴
德。”唐代的经学家孔颖达著《礼记正义》，
对此有这样的解释：“澡身而浴德者，澡身谓
能澡洁其身，不染浊也。”也就是说，君子要
每每修省自己的心灵世界，勿要尘世污浊附着
己身。

半个多世纪后的明穆宗隆庆六年（公元
1 5 7 2年），致仕归乡的郭宗皋作《澡训堂
记》，系统阐发了自己对父亲“澡身”理念的
继承和发扬。自此，“澡身”而自洁，便成为
郭氏一族的家风。

郭天锡在家乡建了一座亭子，也在心中修
了一座亭子，为自己的道德情操留下休憩之
所。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怀着满腔抱负
的郭天锡赴任静海知县，他立志要刚直为人、
清廉做官。当时嘉靖帝正准备巡幸天下，打前
阵的宦官则忙着出使四方，安排接待。沿途各
县官员惧怕宦官的权势，大多搜刮民财争相贿
赂。而到了静海县，郭天锡却与他们空手相
见，礼节也不过是正常的官场寒暄，没有特别
的殷勤和巴结。在他处优越惯了的宦官竟勃然
大怒，命令随从鞭挞郭天锡。在绳鞭的抽打
下，郭天锡的躯体在颤动，牙关却始终紧咬，
不曾发出半声呻吟。

县衙内的胥吏，看得县令惨状，全都心中
凄然，偷偷抹泪。有人趁宦官不备，悄悄从侧
门潜出，跑到街头告诉百姓县令被打消息。郭
天锡自上任以来，清廉如水，爱民恤物，深得
大家的爱戴。百姓闻听县令无辜受刑，全都冲
入县衙，争先以自己身躯遮护郭天锡。县衙内
聚集的百姓越来越多，哀求声、哭诉声越来越
响亮，宦官的内心也越来越紧张。他们担心，
一旦引起民变，自己不仅要受牵连，而且可能
当即就有性命之忧。他们被迫释放郭天锡，立
刻逃出静海县，暂时不敢再作威作福了。

当天夜晚，孝顺的郭宗皋为父亲擦拭血迹
斑斑的伤口。令他想不到的是，父亲虽被打得
皮开肉绽，却因坚守了做人为官的原则，谈笑
一如往常，丝毫不以身躯之痛为苦。

父亲的坚韧，令郭宗皋内心猛烈震撼。后
来他不畏强权，因刚直受屈，两次遭受廷杖，
却内心淡然，大概也与此有关。

后来，郭天锡调任浙江平湖知县。离任之
际，他囊中羞涩，贫如布衣，而静海百姓却含
泪相送，延绵十里。郭宗皋眼含热泪，认真感
受着百姓对父亲的不舍之情。郭宗皋的内心，
相信为官治民者，大概就要像父亲这样。

平湖是繁华殷富的地方。郭天锡到任后，
当地属官见他清苦，曾私下对他说：“平湖锦
绣，布袋可微取之。”郭天锡却用东汉太尉、
名臣杨震“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四知”来
回应，令属官惭愧以退。后来郭天锡“五任名
区”，却始终“家徒壁立”，最后积劳而逝。
父亲留给儿子郭宗皋的，是家乡依然矗立的
“澡身亭”，内心永远矗立的“清廉心”。

铁头御史，廷杖罚俸不改志
到了嘉靖八年，郭宗皋考中二甲第二十名

进士。这一年的科举，可谓群英荟萃，人才济
济。著名的“嘉靖八才子”中如李开先、唐顺
之等六人都是此科的同年。

考中进士，意味着可以出仕为官。郭宗皋
先授翰林院庶吉士，不久改授为刑部主事。他
会同巡按御史一起重审案件，为蒙冤的百姓平
反，以“明察仁恕”闻名。此后郭宗皋陆续主

持浙江乡试、调任兵部主事，又任湖广道监察
御史。

担任监察御史的消息传到故乡，亲人们都替
耿直的郭宗皋担心。郭宗皋与他的父亲相似，对
高官权位从不畏惧，往往直陈其弊，容易开罪大
臣。早在殿试的策论中，郭宗皋就谏言“六事”，切
中当时之弊，却惹怒了辅政的内阁大学士。经过
读卷官的据理力争，他才侥幸保住了进士的资
格。如今他担任负责言路的御史，触怒帝王恐怕
是早晚的事。

事实也果然如此。嘉靖十二年的十月夜，天
空出现异象，“星陨如雨”，百姓惶惶不安。不久北
边重镇大同遭受蒙古骑兵侵袭，大同兵卒又哗变
叛乱，整个朝堂乱成了一团。但因为嘉靖帝刚刚
夭折长子，又为生父兴献王名号与朝臣激烈对
峙，大臣言事稍不合心意，就会遭到怒斥和惩罚。
所以整个朝野噤若寒蝉，无人敢应声。独有郭宗
皋上疏，劝谏嘉靖帝“淳崇宽厚，察忠纳言，勿专
以严明为治”。而这正好触动了皇帝的忌讳，郭宗
皋先被下诏狱遭数番折磨，后又被拖出当众廷杖
四十。但平时酷爱锻炼身体的郭宗皋，被打后竟
和没事人一样，继续兢兢业业地办理公务，整个
朝堂都惊讶不已。

后来郭宗皋奉命巡按江南，勘察当地吏治得
失。他仰慕父亲，性情也很耿介，接待高官总是按
礼仪行事，从不阿谀奉承。某年内阁大学士顾鼎
臣到江南公干，郭宗皋只送给他廪米一斗。曾任
内阁首辅的费宏，接圣旨后北上赴京。郭宗皋送
他登舟，作揖而退，没有任何馈赠。其他大小官员
到达江南，郭宗皋更是如此接待，从不特殊。而他
自己每次外出，都骑马而不乘轿，从不讲排场仪
仗。有官员认为他太过清苦，他总是回答“分当如
是”。郭宗皋不仅对自己生活严格，对工作也要求
苛刻。有百姓诉讼案件，他都是自己当面审讯，从
不委托胥吏经手办理。如果部下有错，他也是查
证明确后再予惩治，绝不随意施以刑罚。到郭宗
皋去世后，吴地的老百姓还感慨说：“御史廉平，
以郭公为最。”

郭宗皋虽受过廷杖，但骨气并未衰减，时常
上疏言事，语气还是很激切。嘉靖帝有时对他又
恼又气，无可奈何地称他为“铁头御史”。嘉靖十
六年，“铁头御史”郭宗皋巡按顺天。当时廷臣荐
举保定巡抚刘夔，郭宗皋却直言揭露刘夔“谄媚
无行”，逢迎太子太师李时，不讲纪律原则，不该
得到提升。结果郭宗皋又惹怒宠幸刘夔的嘉靖
帝，好在这次处罚较轻，只是被剥夺两个月的俸
禄。但郭宗皋一贯清贫，如此罚俸一度让他被迫
借债度日。

廷杖几死，边陲戍守十七年
嘉靖十七年，郭宗皋擢升为山西按察司副

使，备兵雁门，后来调任易州。他在这里亲自巡视
所有的偏远隘所，发现其中的防备弊端，接着修
筑亭障，加强防御力量。他在这里镇守期间，边疆
无事，赢得朝野称赞。

嘉靖二十三年，郭宗皋守边有功，奉命整饬
蓟州的防务。这里毗邻京师，从前蒙古骑兵很少

侵扰，所以守备非常松懈。但郭宗皋认为，时下蒙
古骑兵屡次侵犯他地，应该早早为之防备。他上

“守边五事”，建议远设探哨，近调兵马，增加戍
卒，积蓄粮草，下发火器，完善防御体系。奏疏
呈递后，嘉靖帝以为他言之有理，群臣却认为
郭宗皋是杞人忧天，其言断然不可信。

此时朝廷重臣夏言和严嵩二人争权，而郭
宗皋并不依附任何一方。两人为拉拢郭宗皋，
相继来到易州巡查，郭宗皋却都是按礼仪迎
接，并无特别巴结。夏严二人为此都非常嫉恨
郭宗皋的“疏狂”。当郭宗皋的守边奏疏呈递
后，两人合力阻止，导致他的任何建议都没得
到落实。

到了嘉靖二十九年，蒙古骑兵大举南下，
在京师郊外焚掠八天，杀民抢物不计其数。此
时才有大臣想起郭宗皋当年所奏，佩服他的未
雨绸缪。但这时，郭宗皋却因大同总兵张达战
死而身陷囹圄了。

出任宣大总督后，郭宗皋对军士“以法御
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很快军中肃然，
没有怨声。因之前大同兵变而混乱的局面很快
安定下来。

随后蒙古骑兵数次南下，郭宗皋组织力量
依凭坚固工事守卫，待敌军疲劳再迅速出击。
蒙古骑兵四次进攻山谷，最终都无功而返。而
郭宗皋往往身先士卒，甚至数次身披甲胄，骑
快马率军杀敌。

但不久，大同总兵张达因受御史胡宗宪的
蛊惑威胁，想建立更大战功，未通知总督郭宗
皋就贸然出击。他率领二百骑兵到达红寺堡
时，陷入蒙古军队的重重包围。待郭宗皋获得
消息率军援救时，张达已战死于乱军之中。

很快，御史言官上疏弹劾郭宗皋“失
援”。他和大同巡抚陈燿一同被逮捕下狱，被
判处受一百廷杖。陈燿当场死于廷杖下，而郭
宗皋则昏死过去，又被贬谪到靖虏卫（今甘肃
境内）戍边待罪。

重伤昏死的郭宗皋，被押解他的官差抬进
竹轿里。一直抬了二百里，郭宗皋才逃离鬼门
关，慢慢苏醒过来。到了边地后，郭宗皋没有
地方住宿，先寄居在百姓的茅草屋里。他自己
一边戍边，一边种地放牧，仅仅能免于饥饿寒
冷而已。

广袤苍茫的边陲，自然环境恶劣，夏极热
而冬极寒，初来这里的郭宗皋很不适应。边地
有官员曾是他的部属，见他如此受苦，于心不
忍，想为他修葺房屋，派人每日送餐，却都被
郭宗皋一概回绝。很快，郭宗皋就找到了生活
的乐趣，他自己上山采药，细心研究药理，待
学问成熟后，为百姓诊疗看病，救活了不少性
命。

郭宗皋在边陲一呆就是十七年。其间边事
吃紧，嘉靖帝曾手札询问兵部尚书：“故督臣
宗皋何在？”兵部尚书以“谪戍”作答。随后
有大臣轮番上疏举荐郭宗皋。但随着战事好
转，嘉靖帝又打消了起用这个“铁头”的念
头。

一直到明穆宗登基，廷臣才奉嘉靖帝遗

诏，将郭宗皋从戍边之地召回，起用为刑部右
侍郎，又改兵部侍郎。等到郭宗皋到达京师，
又被任命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赴任途中又
升为南京兵部尚书。此时，郭宗皋已快七十岁
了。

很快，有言官上疏，认为郭宗皋在宣大总
督任上有重大过失，不宜再起用为官。吏部尚
书杨博当年就为郭宗皋鸣不平，如今更亲自作
证，向皇帝和群臣解释当年张达战死的前因后
果。至此，郭宗皋蒙受的不白之冤才得以昭
雪。但郭宗皋历经宦海浮沉，已不再有意于仕
途。他不断上疏以年老请求致仕。皇帝也怜惜
他在边地受苦多年，就同意了他的要求。

郭宗皋致仕后，一不逗留京城，攀龙附
凤；二不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他回到故乡
后，将暮年心血放在了改造盐碱荒地上。这成
为古代官员退休生活的一大奇景。

归乡务农，盐碱地改为水田
原来，早在任职山西按察司副使期间，郭

宗皋就萌生了将盐碱地改造为水田的想法。
当年的初春时节，郭宗皋到城南外巡查，

发现这里有几十块稻田，但盐碱非常严重，
“土白如雪，极卤之地也”。他很好奇，如此
恶劣的自然条件，是如何种植庄稼的？等到夏
天他再次巡查，却见这里禾苗茂盛，稻谷低
垂，长势非常喜人。原来盐碱地也可以种植水
稻，这让郭宗皋印象极为深刻。

嘉靖二十三年，任陕西左参政的郭宗皋，分
辖管理现在的宁夏。他发现宁夏人也经常在盐卤
地种植水稻，“于是知卤地之可稻”。他感慨自己
的孤陋寡闻，“（盐碱地种水稻）人以为常，而予见
之晚也”。郭宗皋再次坚定了“盐碱地可用”的想
法。

郭宗皋谪戍甘肃靖虏卫时，“索居无事……
颇涉猎平生未读之书”。读书中，他发现，古人即
有改造盐碱地的成功案例。如战国时秦国郑国
渠，“溉舄卤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战国魏国的
邺县令史起，引漳水灌溉民田，人民殷富，作歌颂
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
古舄卤兮生稻粮！”东汉时京兆尹樊陵，也曾引水
变盐碱地为水田。这些成功经验，给郭宗皋以极
大鼓舞。

郭宗皋决定，要对家乡的荒芜盐碱地进行改
造，“用水之利，变卤之恶”。他信心百倍地认定，
这将“地不易者而力增焉”，可以富民救饥，为家
乡造福。但他身处边塞，只能“以书教儿辈为之”，
传授把盐碱地改为水田的经验，并让家人试验种
植水稻。但家人毕竟生疏于此，虽经数次试验，但
都未成功。

郭宗皋致仕回乡后，虽是古稀之年，却可
以实施自己沉淀多年的计划。他特意带回善于
制作水车的木工一人，善于水田耕作的老农一
人。

隆庆二年，在故乡柳行庄村东的盐碱地，
郭宗皋下地督导，整改土地，建成水田四十
亩。他和木工共同制作牛挽水车一架，脚踏水
车两架。郭宗皋参照元代王祯《农书》的记
载，在河中竖起木栅，拦河修建堰坝。他用水
车把河水引往地里，后来增加木栅高度，使水
面高于地面，水就自流入田中。当年水田每亩
仅收稻谷四五斗，但次年即能收七八斗，个别
的亩产超过了一石。第三年，大多数亩产能超
过一石，少数甚至达到两石。柳行庄附近类似
的盐碱地很多，郭宗皋计划先在这四十亩荒地
里试验，再将其他荒地“次第开拓之”。

郭宗皋的改造水田计划，引起了福山知县
金世和的注意。他是四川池州人，谙熟于水稻
种植。他向郭宗皋介绍四川种稻经验，鼓励其
改堰坝为石闸，提高灌溉的效率。有了县令的
支持，郭宗皋更坚定了广辟水田的信心。

隆庆五年，七十三岁的郭宗皋撰《柳行庄
水田记》，详细阐述自己耄耋之年“费不恤，
劳不恤”的原因和动力。他分析旱田和水田的
利弊，认为“大抵水田者，南方之所以致殷富
者也，其利数倍于陆田”。而且“陆田者命悬
于天，人力虽修，水旱不时，则一年功弃：水
田者制之田人，人力苟修，地利可尽”。如今
田地盐碱荒芜，于旱田无法种植，改造为水田
却可耕耘。所以郭宗皋“老有所欲为”，就是
要“求自然之利，于不耕之地”。他希望“此
业不堕”，如果“旁近盐碱不耕之田”，看到
他的成功，能够争相效仿，也是“佐国家劝农
之微效”。

这番言语，道尽了这位退休官员的心声：
自己年纪虽老迈，却仍愿为父老故乡、国家社
稷尽绵薄之力。

水稻收获当天，郭宗皋请来故乡名流好
友，一起观赏稻田、品尝稻米。收获的喜悦，
让热爱土地的他诗兴大发，即兴作诗曰：“瘠
土变为泽园田，清流时借以诗泉。老农东路三
千里，雇值青趺半万钱。六月莲塘花正开，稻
翻新雨碧云堆。江南有客曾倾盖，笑问何人缩
地来。”

此后，郭宗皋的退休生活，基本是耕种水田，
寓乐于农。郭宗皋在水田中建了一座草亭供纳凉
休息，名曰“畯喜亭”。“畯喜”二字引自《诗经》“馌
彼南亩，田畯至喜”。而“畯”字，《说文解字》曰：

“畯，农夫也。”“畯喜”，表达了郭宗皋身为农夫种
植水田的喜悦。

每到新稻收获时，郭宗皋就邀请亲朋好友，
欣赏稻田秋色，品尝新鲜大米。郭宗皋对试种水
田的感受，在诗作中常有体现。如《畯喜亭绝句》
有“水心亭畔午风香，晚稻芙蕖各吐芳”“六月莲
塘花正开，稻翻新雨碧云堆”“无事看云白日卧，
有时流水素琴鸣”等诗句。他还作有畯喜亭对联，
全都表现了他热爱生活、赞美劳动、与世无争、快
乐豁达的心境。

在郭宗皋带领下，福山诸多盐碱地，都得
到治理和利用。郭宗皋致仕时，家境并不宽
裕。他清廉洁己，任宣大总督时，上任总督留
下的小金库，全被他充公为官费。平时的办公
经费，也让审核官员详加勘察，从不以私人挪
用公款。当他致仕后，想以俸禄买两副棺椁运
回家乡。可到了淮安，发现棺木价格上涨，自
己只能买得起一副。郭宗皋不得已，向当地杨
总兵借钱另买了一副。回乡后，他“家居环堵
萧然，不异于寒士”，根本还不了借债。他不
愿失信于人，只得卖掉一副棺椁，让人拿着钱
送还给了杨总兵。但经过开垦盐碱荒地，郭宗
皋平添了四十亩水田，家庭经济状况大为好
转。

郭宗皋推广水田的良苦用心，并没有被后
世遗忘。万历四十四年，福山县令宋大奎因先
前大旱造成民饥，遂以郭宗皋治水田之法，修
造水车三十余架，让有田地靠近河流的都要引
水灌田，种植水稻。是年，共计一千一百六十
二亩陆田改种水田，而收成更是陆田的数倍。

九旬寿终，一生康介世人知
郭宗皋在故乡闲居二十余年，以兴建水

田，种植水稻为乐事，但朝廷却没有忘记他。
当时朝廷大臣上疏举荐十余次，奉旨询问的特
使也络绎不绝，但郭宗皋一概表示不愿再度出
仕。万历帝新婚时，派山东巡抚和大臣看望郭
宗皋，表达皇帝的思念。万历帝长子出生，皇
帝又派使者看望，并要当地官员按年给郭宗皋
拨发廪米。

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山东巡抚向朝廷
奏请，褒奖郭宗皋“立朝忠谏，囊箧曾无石储，守
己清白，厅事仅容回旋”。又赞誉他“直节挺然，不
忝元城铁汉；忠实诚若，堪拟魏公长城。迨养浩于
林泉，唯游情于图史，乡邦推重，朝野称贤”。万历
帝第三次派人看望慰问，使者送来采币和羊酒。
九十岁的郭宗皋感恩回馈，上书派儿子前往答
谢，但不久即病逝。

朝廷闻讯，赠郭宗皋太子少保，并以其
“温良好乐，执一不迁”，给予谥号“康
介”，还派官员前往祭葬，营建墓地，赐予华
表牌坊以及石人石马。时任吏部侍郎于慎行为
其作墓志铭。

而当郭宗皋病故的消息传到他曾任职的代
州，百姓感念他在当地震慑豪强，造福百姓，
“闻讣奔丧，即日徒步归送者万余人”。

郭宗皋早年历经仕途沉浮，曾数番遭受厄
运，但正是豁达开朗的性情，让他找到了晚年
生活的寄托，健康享寿九旬。而他暮年“老骥
伏枥”，矢志改造盐碱田的故事，更是在家乡
代代相传。

■ 政德镜鉴┩到盗

一个“奇”字可概括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两次遭受廷杖共一百四十次，却始终身躯康健，高寿而终，世人叹为奇人；

致仕后自力更生，改造盐碱荒地为水田，勤于稼穑，传为世间奇谈。

郭宗皋：廷杖不改乐天 晚情尽付耕田

□ 王家相

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这是新时代的一个重要课题。中
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在这方面进行
了有益的探索。自2000年创办以来，坚持厚植
文化底蕴，把传统文化与蔬菜展览相融合，创
作了数以千计的具有地域特色的蔬菜文化景
点。今年举办的第十九届菜博会，更是把优秀
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精神相结合，创制了200多个
蔬菜文化景点，既弘扬了传统文化，又增强了
菜博会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收到了相得益彰的
效果。

选择优秀传统文化为题材。中华文化源远
流长、博大精深、灿烂辉煌，但也有精华与糟
粕共同存在的客观。菜博会坚持正本清源，准
确把握，从传统文化资源的宝库中选择那些有
用于现代的优秀成果，与蔬菜展览相结合，达
到创造性转化。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历法的
独特创造，被国际气象界誉为“中国的第五大
发明”，并列入联合国非遗名录，为传承农耕
文化这一重要题材，菜博会创作了“绿播四
时”景点；中华传统节日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中最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瑰宝，为让人们感
知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以此为内容创作了
“绿绘佳节”景点；今年是戊戌狗年，寓意着

“犬守平安”“家和兴旺”，据此创制了“金
狗旺福”景点。

与新时代精神相融合。菜博会在创作文化
景点中，会通古今用于世，赋予优秀传统文化
新的时代内涵。“沙漠绿洲”景点，将“丝绸
之路”沿线12个自然、人文景观浓缩其中，让
观众既饱赏大漠绿韵，又对“一带一路”建设
的重大意义和时代内涵有了深入的了解。“绿
色是福”景点，以绿色扦插为大背景，以人们
喜闻乐见的传统题材舞狮和“福”字为主要造
型，精巧地构创出主题意境，彰显着“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龙舞庆
春”景点，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改革开放40年，

沧桑巨变，国泰民安，神州大地歌舞升平的欢
乐景象。这些景点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时代活
力，有高度，有深意，接地气，具有极强的感
染力、吸引力。

注意不同人群的兴趣和接受程度。菜博会
在创作文化景点的内容选择上，既面对大多
数，又注意针对性、区分性，能引起不同人的
“思”与“想”。“蔬语廉心”景点，选取广
为传颂的当地古今勤廉人物，运用蔬菜艺术对
其廉政故事进行展示，在寓廉于景中宣传廉政
形象，传播廉政理念，受触动大的是手中有一
定权力的公职人员。选取《二十四孝》中的故
事创作的“绿扬孝道”景点，传递着浓浓的孝

道情怀，让青少年触及思想，产生共鸣，养成
敬老助老、尊敬师长的时代美德。以南北方古
村落为造型的“绿唤乡愁”景点，透着历史的
沧桑和岁月的年轮，能唤起中老年人对乡村的
记忆、乡愁的眷恋。这些侧重于不同人群的景
观，通过新颖的形式、健康的内容、优美的意
境，寓教于乐，给人以精神上的享受、满足和
愉悦。

独特的表现方式。菜博会发挥当地特色，
用蔬菜创制文化景观，用文化景观来展示蔬
菜。由绿叶蔬菜、山药、土豆、芋头、花生等
打造的山势、长城、宫殿雄伟壮观；由数以万
计的红、白、青芸豆粘贴的赵州桥、龙门石窟
等，精致精美，如临其境；由黄、白、绿南瓜
和五彩椒挂果饰成的烽火台、祈年殿、岳阳
楼，气势恢宏，绚丽多彩；由绿蔬扦插而成的
雄狮、二十四节时令物景，充满了生机活力。
蔬菜园艺馆内20余种古朴的廊架，展示着600多
种实地种植的蔬菜，使观众在观赏廊架艺术的
同时，感受着立体种植的魅力。鲜活的蔬菜为
传统文化增添了生机，传统文化的血脉为蔬菜
注入了灵魂，人们在观赏蔬菜中感悟博大精深
的传统文化，在品读传统文化中领略青蔬绿
韵。

■ 农耕文化新亮点

蔬菜园艺馆内，600多种蔬菜实地种植。观众在观赏廊架艺术的同时，感受着立体种植的魅力，在品读传统文化中领略青蔬绿韵。

传统文化血脉为蔬菜注入灵魂

福山郭氏家谱中郭宗皋部分

郭宗皋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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