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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的寄生火山

金成五作 清风明月 丙烯画, 90.9x65.1㎝，2012

封面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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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父亲曾是放牛人，作家很早之前便开始画有着童年回忆与梦想的离於岛(中国称苏岩礁)。
红色背景之上的细微流线，体现了因火山活动而形成的济州寄生火山的真实面貌，同时表现着寄生火山的地层与吹过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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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
并参与了多次国内外艺术展与邀请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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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火山与济州人的生活

生命的原始本土
文 金莲淑(诗人)

济州遍地残留着艰苦生活的印迹。
在满是石头的荒地上，挑出石子进行耕作的苦日子犹
如昨日般历历在目。
将挑出来的石头在田地中央垒建，也能形成一个小岳。
由于火山迸发而形成的368个寄生火山，如村庄守护者般分布于各地，使济州享有寄生
火山王国之美誉。
可能为大地守护神的寄生火山，坐落于村庄周围并成为了丰饶的象
征，同时也成为了畜牧最佳场所。
将牛马往山脊一放，即可放心。
可在远处眺望放牧且
毫无遗失危险，是济州人智慧的体现。
寄生火山山脚的绿草地，延续了畜牧人的生活。
在火山口较低的寄生火山，则进行了农耕。
因表面平坦且较浅，适合开垦土地。
土质也
好，光看色泽就能感受到柔软质感。
在汉拿山山脚的寄生火山，还能看到火田民的印
迹。
曾用于制作木炭的炭窑与用作牧场界线的墙垣印迹，至今保留完好。
更让人惊奇的
是，耕作印迹与炭窑遗址都在地形偏远的寄生火山山脊处。
寄生火山上留存的生活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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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药岳眺望的岳群与云海 ⓒ李昶勲

迹，均为济州人们坚强地度过穷困时期的生活标志。
现在也能看到放牧在山脚的牛马，
并随着吹来的微风回忆起当时的风景。
记得当时跟村里的小伙伴们一起登上寄生火山
顶，捡松叶和松球，依稀记得把捡到的都给了一个小伙伴。
犹如藏着宝藏的游乐园，许
多人一起蜂拥而上，全身心不知不觉地向着寄生火山。
即使山上的强风，也挡不住孩子
们的热情。
寄生火山同时也是小学春游的首选地，可以说是出生并成长的本土。
三百六十余个寄生火山们，每一个都个性十足，同时又相互和谐。
即那些火山灰土起源
于同一个纽带，即不同又相近，充满着奥秘。
分布在不同寄生火山上的花草们，在各自
的领域散发着光芒。
即使是一朵野花也能带来慰藉，给与梦想的寄生火山随着清风守护
左右。
虽然曾梦想如寄生火山般安稳的世界，然而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遍布各处的洞窟
阵地，伴随着刀割般的痛苦。
在4·3风暴时期，则成为了避风港。
时而是一个充满黑暗的
场所，又时而是一个开启梦想的山坡。
狂风暴雨与众人共度，母亲弯曲的背脊如那寄生
火山的曲线般，以温柔与坚强守护着济州。
身负众多故事却依然坚守的寄生火山，与母
性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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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水之源泉山泉与湿地的寄生火山，在孕育生命后，无私奉
献。
曾长期供济州人们依靠生活，并在同一个地点默默等候的寄
生火山，便是人们的安乐窝。
远处吹来一阵风，如报答般向着寄生火山传达着心意，并匆匆
落脚。
每一天，不同的阳光与清风，就是这样找到这里。
在风中
闻到了来自故乡的旧人之香，开垦济州荒地的坚强忍耐与土色
旧衣从未离身的先人之辛苦，乘着微风袭来。
其恩德打造了丰裕
的济州。
草叶略腥却又熟悉的气味，停留在寄生火山上。
站在寄
生火山顶，总有一股未知的力量缠绕内心，使其蠢蠢欲动，也
许是先人们的脚印给我带来了力量。
不失原始之绿的寄生火山，
充满着生气。
为祈求村庄平安与安宁，时而还在这里举办祈愿
祭，可以说是悲伤与喜悦共存的人生之终点站。
令我无限着迷的地方，寄生火山群落悄然展现在了眼前。
入口开
始相迎的告春鸟叫声与草虫声，如安慰疲惫的身心般提供可停
靠的歇息处。
在没有任何干涉的自由之地，在紫芒光即将笼罩之
际，将全身心托付给今天的寄生火山。
在许多年前某人曾站立的
此地，通过脚底袭来一阵莫名的感应。
低头可见大蓟、
露草、
球花
风毛菊等野花传来问候，在这里又收获了放下的勇气。
扁柏树叶、
秋天的红叶以及金刚藤果实上，都仿佛住着精灵。
正
是通过这些毫不知名的关怀，我们才能在保护下尽情享受济州
之情。
无论身在何处，我的内心深处终有寄生火山，也因此坚持
前往。
即使狂风下，它也会毫无动摇地等待我们。
山顶的环境也
发生了众多改变，通过运动带来的治愈，形成了崭新面貌。
我坚
信，比起各种变化，即使自然放置也能使寄生火山的价值更加
耀眼。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拥有自己珍贵的语言。
某一次在寄生火山顶
听到的一句
“一起”
，至今异常悦耳。
济州的今天，离不开共同体
习惯。
在时刻变化的当下，我们的邻里仍旧懂得分享，并保留着
寄生火山顶上的精神意志。
拥抱一切的清风将其融化，而它以母
亲的心性顽强忍耐。
伴着寄生火山，济州屹立在了引领世界的中
心。
开垦荒地走过来的岁月，造就了如今的丰饶，然而心中的本
土，却丝毫未变。
敞开胸膛迎接蠢蠢欲动的绿色生命，大家一起
形成的纽带感使其更加美丽。
济州正逐渐成为全世界人的本土，
寄生火山也成为了以其情绪纽带感，将所有人紧紧相连的神秘
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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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之清晨 ⓒ姜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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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燮

8

济州名品岳

寄生火山之季，登秋岳
文•图 金昌集(小说家)

秋天是寄生火山的季节。苍郁的炎夏绿叶被红色渲染，果实也硕果累累。
岂止如此，等待近半年的野花们也羞涩地绽开花瓣，散发着浓郁的花香与色泽。此时停留在济州的人，
可谓是大饱眼福，因为只要下决心，便可挑一处寄生火山尽情攀登。
瞻望着汉拿山默默坚守的寄生火山们，仿佛在等待贵人的寻访，无论是谁，都会敞开胸怀提供休息之
处。介绍几处值得一去的济州寄生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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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北寄生火山之盟主

御乘生岳
岳在唤我，离岳无法生活，今天也依旧登岳。
路过鱼里

是济州368个寄生火山中，规模仅次于军山的大型寄生

木（Eorimok，地名）
广场北侧的汉拿山国立公园管理事

火山。
山顶旁边便是周长约250米左右的圆形火口湖。
其

务所后继续向上攀登，突然想到了曾在御乘生岳游玩

西南、
东侧与北侧分别临近外都川上流、
都近川上流与

的马儿。
“也许正是在这里攀爬练腿力，才有可能成为

御乘生水库。
在开阔的山顶，可望见以汉拿山为中心而

供国军骑乘的好马。
”
’

成的大斗里峰、
小斗里峰、
万水同山、
鸟接岳等。

御乘生岳位于汉拿山入口鱼里木（Eorimok，地名）
广场

有关其名称，根据李元镇的
《耽罗志
（1653）
》
记载，因寄

北侧，是允许从汉拿山国立公园直接攀登的两处寄生

生火山下盛产国军所乘名马而起此名。
然而目前认为是

火山之一。
由于天期或时间限制而禁止登山时，人们可

将当地所叫的
“御乘生”
以汉字标注并加以解释而成。
也

以通过攀登御乘生岳来消解遗憾。
不仅具备了完好的登

有传言于正祖21年（1797）
“将出生于山底的骏马献贡朝

山路，在晴天还能作为观景台，一览以汉拿山为中心

廷后，作为御乘马获卢正之名，并获得奖赏。
”

的周围景色。
山顶上遗留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军事设

地址：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市海岸洞山218

施，为登录文化财第307号，是当时日军最高指挥部第
58军司令部驻地。
为了在釜岳洞窟阵地沦陷时，作为最
后的抵抗据点而建。
是太平洋战争后期，居守势的日军
强行动员居民进行搭建的惨痛历史之写照。

月郞峰

御乘生岳
地租岳
今岳

灵阿利岳
法井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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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地区寄生火山之女王

焚香以及向北两叩首。
朝廷得知此事后，对家门进行了

月郞峰

悬赏。
如今，城山邑古城里往水山里的路上，仍旧立着
孝子碑。

2010年，在济州特别自治道实施的寄生火山问卷调查
中，月郞峰当选为
“最印象深刻的寄生火山”
。
与其他寄
生火山不同，月朗峰呈罕见的左右对称圆锥形，并且喷
火口幽深，以典型的寄生火山之外形，被作为了寄生火
山之标志。
再加上广阔的周边景观以及与四三事件相关
的
“月朗窟”
悲剧带来的痛楚，使此处更加广为人知。
月朗还承载着忠臣孝子洪达汉的故事。
生于朝鲜时代旌
义县古城的洪达汉不仅孝心至诚，在1720年肃宗驾崩
时，还在此寄生火山顶安置了祭坛，并自朔望日进行

御乘生岳

山顶上有大且深的漏斗状圆形喷火口，火口外围约1500
米，向南北呈长椭圆形，北侧较平坦。
火口深度为115
米，与汉拿山白鹿潭相同。
火口表面长满了紫芒，山脊
长着稀疏的松树，山麓长满了杉树，草地上则开满了
糙毛蓝刺头、
伪泥胡菜、
蓝盆花、
山罗花等野花。
其旁边是小月朗岳，顾名思义，是仅此于月朗岳的草
地岳。
秋天除去牧草后直到入春，将是孩子们尽情玩耍
之地。
小月朗岳周边是在四三事件中遗失的小月朗村，
以及1992年发现11具四三事件牺牲者遗骸的小月朗窟。
地址：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市旧左邑细花里山6

月郞峰

御乘生岳喷火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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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滑翔伞名胜

西归浦居民们的休养所

今岳

法井岳

今岳曾被叫做黑岳，由此可见，解放前这里曾树木葱

西归浦自然修养林位于法井岳，虽然地势不算高，但
却呈现多样化的生态界。
除了宏伟壮观的周边自然景观
与清澈的溪水外，还有树龄高达50年以上的杉树、
紫衫
等形成的茂密森林，极为壮观。
修养林内具备了林中
屋、
森林修养馆、
露营场、
散步路、
瞭望台、
森林浴场、
生态
观察道路、
儿童游乐场、
凉亭以及健身设施等。
法井岳为
没有火口的圆锥形火山体，其四面由阔叶树形成了茂
密的树林。
寄生火山东南侧幽深处的河谷坡上有一座名
叫法井寺的寺庙，其上方是一个山泉。
寄生火山的东侧
呈陡坡状，与幽深的沟壑相连。
西侧较长的树林带蜿蜒
至1100道路，山脊以南北向延伸较长。
寺庙上方是汉拿山步道路线1区间的出发点。
这里不仅有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抗日运动中心地法井寺遗址，还
有见证四三事件惨痛历史的驻地，以及火田民遗址与
炭窑、
冬柏树和扁柏群落等，可以感受汉拿丛林的生态
以及生活的踪迹。
目前已开通法井寺-香菇种植场-雄岳顿乃克露营场约9公里区间。
戊午法井寺抗日运动比1919年三一运动早5个月，是济
州岛内发生的首次大型抗议运动，同时也是1910年代宗
教界引起的全国最大规模的武装抗日运动。
与1919年的
三一运动一起，在扩散民族抗日意识方面，起到了先
驱作用。
地址：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河源洞山1

郁。
然而经历四三事件后，茂密的森林被烧毁，清净的
湖水也全部干涸。
如今，只有在大雨过后才能看见积
水。
在水量丰富的时候，许多摄影师为了拍摄汉拿山的
水中倒影，曾蜂拥而至。山脊内侧有两处日本帝国时期
的洞窟阵地。
因山顶树木稀少且车道俱备，村里就在山顶建造了滑
翔伞滑翔场，并在村内设置了着陆场并对外开放。
这一
消息传出后，这里便成为了受滑翔爱好者欢迎的翱翔
名胜。
2009年9月起，通过公共劳动事业，将除了2公里长的寄
生火山步道以外的其他非水泥道路，修整为了全新的
登山路。
从停车场路过两个山泉，即可看到除了原有的
水泥道路之外，另有步道和可直接登顶的登山路线。
想
要尽情享受寄生火山，建议先从右侧转一圈后，进入
登山路沿着左侧游山脊，需时约2小时。
地址：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市翰林邑金岳里山1-1

ⓒ장덕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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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芒铺盖的秋季寄生火山代名词

日出与日落之“天下第一”

地租岳

灵阿利岳

虽然如今名声退却，但在过去，地租岳曾是秋季寄生

东西南北分别被御岳、
哈尼波已
（Hanibogi，名称）
、
马波

火山的代名词。
入口的紫芒一直延伸至山顶，与凹凸延

已（Mabogi，名称）
、
二敦岳包围，中间巍峨而立的便是

绵的山脊和谐相融，使看到的人都赞叹不已。
还有每当

灵阿利岳。
因位于与勿永我里岳、
灵娥岳相反的西侧，

下雨时，在积水的三个喷火口中倒映的大大小小的山

因此通常被叫做
“西灵阿利岳”
。
其最大的特点是中心部

峰，其景色极其优美。
装饰着寄生火山的五颜六色的秋

各处分布着许多岩石。
朝向山顶的山脊处，有两座酷似

季野花，种类多的数不过来，帕那色斯草、
轮叶沙参、 直立对话的岩石，另外还要几个姿态独特的岩石。
南侧
龙胆、
蘘荷、
济州野火球、
童氏老鹳草、
鼠掌老鹳草、
委陵

山脚处也有大块岩石堆积，其下方则有类似火口的池

菜、
野菰...朝鲜时代，济州将除南元邑的鹿山场、
表善面

塘，北侧有仓库川水流流过，可谓是应所尽有。

的上场、
朝天邑的针场以外的牧场，分为10个小型牧场

如名字中包含的
“灵”
字般，人们普遍认为是出自其
“神

进行了分别管理。
鹿山场为包含小鹿山与大鹿山的现今

灵”
之意，然而也有人以类似龙躺在周边的墓地碑石

济东牧场一带，是献马功臣金万镒曾经养马的牧场。
西

上，因此标注为
“龙卧岳”
。
寄生火山顶上的南北侧山峰

归浦市于2011年在这里引进了“绿色生活空间构建工

以山脊向连，形成一个较浅的马蹄形火口。
火口末端至

程”
，投资近5亿韩元开展了“甲马场路与村庄小道建设

外部斜面种有部分杉树与松树，顶部为紫芒与藤蔓形

工程”
，最终在750万平方米的村庄共同牧场建设了“甲

成的草地，南面山脚则为杂木林。
在晴天，汉拿山下西

马场路”
。
该路总长20公里，因太长，另外设置了10公里

南侧的几个寄生火山尽收眼下，南面可望见山房山与

长的“小甲马场路”
，作为地租岳与大鹿山观赏路线进

军山等寄生火山，尤其是日出与日落景观堪称天下第

行运营。

一。
池塘北侧有一个小洞窟，是四三事件当时居民们曾

地址：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表善面加时里62

经藏身的场所。
地址：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安德面上川里山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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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马与畜牧文化

“国马宝库”济州的畜牧遗产
文•图 康万益（济州大学耽罗文化研究院特殊研究员）

畜牧是指在草地饲养牛马。
济州人们通过利用汉拿山中山间地带
（海拔200~600米）
的草地
饲养牛马，形成了多样化的畜牧文化。
中山间地带因草地、
寄生火山、
河川以及熔岩平原
较为发达，再加上没有野兽并且冬季气候温和，是畜牧的优选场所。
正因如此，济州岛
在朝鲜时代荣升为了全国名马产地，甚至流传了
“生孩子了送首尔，生马儿送济州岛”
的说法。

14

八骏马之一凝霜白 ⓒ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

“八骏马”
之一“凝霜白”
。
凝霜白寓意如白
霜般颜色纯白的马匹。凝霜白绘画作品
中，记录着
“产于济州回军时御”
字样，即
威化岛回军时骑过的济州产马匹。
是高丽
后期，生于济州的凝霜白向李成桂将军供
给的军用马。
济州马始终没有灭绝，至今已有700多年的
历史。
为了保存济州马的纯种血统，文化
财厅将济州马指定为了天然纪念物，济州
岛畜产振兴院于每年夏季，在5·16道路边
的济州马牧区，公开短腿马供游客观赏。
国马供应地——十所场
朝鲜时代获得朝廷认证的济州马，不仅荣
短腿马是济州马的代表品种。
因此马在奔

盛为了中央政府的贡马，还被分配至设于

跑的时候采用维持平衡的“朝路模路”
走

全国各地的军营与牧场。
在元朝与明朝时

法，因此其名字
“朝朗马
（短腿马的韩语读

期，济州马还曾供应至中国。
济州马的主

音）
”
来源于此。
短腿马是高丽后期，蒙古

要活动舞台是中山间地带的牧场。
济州史

在济州设置
“耽罗牧场”
并运营时来到济州

上最初设置的牧场是于1276年设置的耽罗

岛的马种之一。
短腿马性情温和、
马蹄强

牧场，由蒙古设置并运营了近100年。
到了

劲，抗疾病能力强且体型较小。
济州马按

朝鲜时代，在世宗大王的国策事业下，在

照毛色，分别有黑马
（黑色）
、
赤马
（红色）
、 中山间地带设置了国马场。
骢马
（灰色）
、
布鲁
（斑纹）
等名称。
至朝鲜后期，这里的国马场合并为了10
李成桂将军与济州马

处，被称作十所场。
此外还有献马功臣金

建立朝鲜的太祖李成桂
（1335~1408）
在1388

万镒与其子孙们，另外照看献国马匹的山

年威化岛回军时，骑乘的正是济州马，是

马场以及专门养牛的毛洞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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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地 名 了 如 指 掌 。百 中 祭 另 称“泰 乌 里
（Tewuri，牧人）
祭”
，是在阴历7月14日祈
愿 牛 马 繁 盛 而 进 行 的 畜 牧 礼 仪 。巴 岭
（Baryeong，圈地）是指将牛马圈在空闲
地，用它们的排泄物做肥料的过程。
是济
州人们在贫瘠的土壤环境下，为施肥而想
到的传统方式。
踩地是为了防止播种在干
燥的济州岛火山灰土的种子被风吹走，而
利用牛马在播种后进行踩踏，属于镇压农
耕法。
上山放牧是汉拿山高山草原中盛行的牛马
放牧方法。
1980年代初，在阴历6月份左右
完成夏耕后，为了让辛苦的牛马解解暑，
便带到山上进行休息。

汉拿山高山地带的上山放牧 ⓒ申龙万

上山
（1400米~1950米）
的海拔较高，夏季清
爽且多风，是血蜱侵害较少的地方。
再加
上有天然草地和水，以及避风雨的岩石
与农耕相结合的畜牧文化

窟，可谓是上号的放牧地。
上山放牧的方

畜牧业的产物畜牧文化，分纯粹畜牧文化

法主要为熟知汉拿山顶的地形条件与气

和与农耕相结合的混合型畜牧文化。
盖墙

候、
植被环境的居民们较常利用。
八噶尔薛

垣、
烙印、
阉割是纯粹畜牧文化，而圈地、 （Batgalxwe，黄牛）是种旱田时上场的公
踩地则属于混合型畜牧文化。

牛，没有八噶尔薛（Batgalxwe，黄牛）
时就

墙垣是证实朝鲜时代国马场存在的分界石

会借来用。
奔薛（Benxwe，轮流喂食的牛）

墙，等同于十所场的上下分界线，《济州

是指邻里间轮流放牛，并在指定场所进行

启录》
中也有有关墙垣的记载。
根据具体位

喂食的牛。
枚母薛
（Memxwe，租养牛）
是指

置，设于海拔150米~250米一带的叫做下

贫困的农家给牛多的一家代替养牛后，在

垣墙，450米~600米叫做上垣墙，350米

生牛犊后分养的牛。

~400米则称作中垣墙。
烙印是为了防止放

16

牧过程中发生牛马丢失，以及在发生牛马

近代畜牧形态——村落共同牧场

破坏农耕地时方便相应的主人负责而采取

村落共同牧场是1930年开始，在日本帝国

的方法。

统治下每个村都设置村落共同牧场合作社

烙印是将印有字或图形的铁块烧透后，在

后出现的形态。
本来，济州的每个村庄都

牛马的大腿部烫印的类似盖章的过程。
泰

有一片在夏耕后供牛休息的共用草地，然

乌里（Tewuri，牧人）
是指聪智畜牧业的牧

而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被日本法定为了

人。
他们对牧区周边的寄生火山与河川、
园

村落共同牧场。
这一牧场合作社根据
“村落

林的名称以及与牛马的移动路径相关的主

共同牧场合作社条约”
，动员合作社会员

共同搭建牧场分界石墙、
放火、
修建牧场道

展，尽全力保护共同牧场周围的草地、
水

路与移除障碍物以及设置了供水设施。
位

源与防风林，实现环境保护。

于勿永我里岳南面的水望里村庄共同牧场

1930年代约达116个的共同牧场，至2016年

中，至今仍在举行百中祭礼与牧牛。

减少为了54个。
随着共同牧场的消失，将
引发地下水污染、
畜牧文化消失、
土壤侵蚀

为了防止
“共同牧场悲剧”
的发生，采取了

加速以及村庄团体意识削弱等各种问题。

限制共同牧场放牧牛马数量的措施，依次

为了守护村庄共同牧场，所有村庄人员必

来预防草地荒废化。
这一规章中残留着管

须一起付诸努力。
济州地区的畜牧文化正

理共同牧场这一共同资产的自治条例与习

在逐渐消失，在还来得及之前，必须找出

惯。济州人们为实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

有效的畜牧文化保存对策。

6所场水月峰上墙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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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之家坟墙

居于岳下，埋于岳中
文•图 金东秀
（冀州文化研究所长）

相会的前提必定是离别。
如登上高处后必须返回 “青山埋母，绿山埋父，过两座寄生火山时满面
般，在生活中迎接快乐的背后，始终无声伴随着

泪水”

阴影。
也许，人生就是无法定言的得失之反复。
人
生随着时间慢慢渗入大地，而人类却将暴露于世

身负离别情恨的寄生火山

界的称作历史，而那些轻易消逝的则称作回忆。

寄生火山身负着离别之情恨，拥着千万个故事而

在寄生火山形成之后，这片大地上有过哪些、
有

坐的那些封坟，是因
“差使本祭”
中提及的乌鸦的

过多少生命之歌呢？我开始深深思考记录在寄生

一时失误，而提前离去的人们的痕迹。
那些曾身

火山大地上的喜怒哀乐之痕迹，那是对死亡的思

为父亲、
妻子或子女的众多坟墓，现已回归自然。

索。
因为死亡让人觉得孤单，所以产生了礼仪。
人

如果说万物皆神，那么神便是自然，而我们也将

们举行礼仪的前提是相信存在未知的世界，并希

归于自然并成为神。
因此在济州，人们普遍认为

望在彼岸的世界可以重新开始第二个人生。

祖先死后成为
“祖先神”
而保佑家人平安，并帮助

我开始对死亡感兴趣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奶奶。 家庭实现富贵与荣华。
追根究底，这只是我们创
记得奶奶是1909年生，因为我是长孙，奶奶从小

造出来的灵魂观念。

对我爱护有加。
每次去参加喜事，便会省下饭桌

然而，正是因为这种信念，家门才得以平安繁

上的饭菜，回来给我吃。
等我长大后，她便把省

荣，子孙们也开始接受祭祀礼仪。
祖先化作夜晚

吃俭用存起来的钱偷偷塞我手里，还说男孩不

的星星在关注着我们，没有祖先则没有后代，这

能下田干活要学习，因为这个还跟妈妈大吵了

是血统主义的一大枝干。

一架。

崇拜祖先的观念从我开始，而我也会成为后代的

奶奶去世时享年72岁，我并没有像其他孩子们一

祖先，只有诚挚的履行祭祀，日后我的后代才能

样参与丧葬礼，而是拿着当时的奥林巴斯老相

效法。
朝鲜时代儒教的核心，是以本人与社会之

机，拍摄了奶奶的葬礼过程。
奶奶先是埋在了现

间形成的家族主义为中心，实践孝行。

松岳图书馆附近的亲戚田里，7天以后为了办葬

18

礼用灵车搬运到了摹瑟峰西侧山脚。
想想已经过

寄生火山的坟墓，世上最大的金字塔

去30多年了。
奶奶葬礼当天，村民们共同出力搭

坟墙，死者的围墙。
无论在哪里，都没有为死者

建了坟墙，至今仍位于摹瑟峰西侧山脊。

建围墙的事例。
可能是济州的自然环境与济州团

1.前往摹瑟峰的丧舆队列（1981年）
2.用铭旌盖好棺材后进行下棺祭的情形（1981年）
3.寄生火山上的坟墙ⓒ高南寿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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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坟
体价值观，造就了如此的济州人。

尤其是韩半岛的童子石保留着佛教色彩而分布于

墙仍属于神圣领域。如济州人对生死观的痕迹

各地，而济州的童子石虽然是通过来自韩半岛的

般，坟墙既是魂魄停留之地，同时也是济州人们

入岛始祖或牧师、
济州出身的两班土豪、
流放者等

的神灵圣所。

进行了传播，但从结果来看，演变成为了根据济

所有文化圈都会以独有方式构建只属于自己的圣

州的风土与思想重新诞生的济州式石像。

所，它诞生于自己的思想基础并被崇拜。
我们记
得埃及法老之坟金字塔。
金字塔的四角塔，冲着

艺术为生活而生

天散发着强烈的气势。
因为是顶天而立的单一纪

当艺术向往于生活，则正如进化心理学家艾伦·

念物，再加上气势雄伟，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大的

迪萨纳亚克所说，“人是审美人类，即追求美的

坟墓。

Homo Aestheticus”
。
人类的审美能力是最基本的心

然而将视线移至济州，便可以发现济州有着更加

里构成因素，艺术则位于人类获得的进化之中

庞大的金字塔建在广阔的大地上。
看到如夜幕般

心。
据她所说，所有人类在过去到现在都认为自

覆盖整个济州岛屿的坟墙群，便可了解其规模有

己是艺术，并且正在履行这些想法。

多庞大。

与用个人的眼光看待世界、
表现自己的个人创作

我们拥有着世界上最大的金字塔，而终有一天，

相比，共同体美学是用看不见的伦理、
条例与关

我们也将作为其中的一员，回归大地。

联，通过共同实践来完成社会化。
这一实践的社会化过程，从当代来讲，是在不超

20

灵魂的使者——童子石

越贯通于整个社会理念的范围下，不得不履行的

济州寄生火山上有一个特别之处，近看建于寄生

默认的
“社会强制性”
，或者是在
“社会必要性”
之

火山与农耕地的坟墙，可看见被誉为灵魂使者的

下残留如坟墙般伟大的构造物。

童子石石像。
济州的童子石中涵盖着各种宗教，

因此，
“社会强制性”
取决于朝鲜当时的政治趋势

如佛教、
巫教、
道教、
民间信仰等。
童子石是以济州

之主流性理学，而
“社会必要性”
则是边防地理条

样式固定的坟墓块，顾名思义，是男女小孩形

件、
以畜牧为代表的特殊产业、
火山岛屿的风土地

象。

质与地形、
变化莫测的岛屿气候以及岛民的心性

童子石在慰藉灵魂方面有多种功能，如崇拜、
奉

等各种复杂含义的结合。

养、
守护、
装饰、
咒术、
游戏等。
童子石露出地面的

从理论方面来讲，坟墙始于是崇祖思想，然而从

高度普遍为40~90厘米，埋在地下的部分约为

社会必要性方面来讲，坟墙是以济州的现实为基

10~20厘米。
童子石的比例为2.5等身至4等身，脸

础的建造物。

部占比较大。

此外，这一建造物通过长时间的反复，开始与美

童子石一般立于坟墙内的下阶，通常情况下会立

学结合，从圆形坟墙发展为前方后圆形态、
从四

两个童子石或立碑石、
童子石和墓表，也会按顺

角形坟墙发展为等边梯形等现象说明着这一点。

序依次立碑石、
童子石、
文官石、
墓表等，当然其

这些变化正是向审美进化的过程。

顺序有可能各不相同。

从坟墙的形态论来讲，由直线到曲线、
由垂直到

锐角的变化，以及整体形态从静止转向了背山欲

从各种方面来讲，坟墙对济州人来说具有自发的

冲向大海的充满活力的形态。
这些蓄意表现，可

亲缘性，因为在600多年期间，坟墙的形态自然

以说是欲通过事物发生改变的人类欲望的表现，

地深深印在了济州人的心上。
因此，坟墙作为自

或在反复无趣中试图展现个性的欲望与需求。

然产生的大地艺术，其规模胜过任何建造物，同

坟墙作为石墙的一种，却与死亡文化相关联，这

时是与岛屿景观和寄生火山和谐相融的环境美

一点使得坟墙与石墙差别较大。
坟墙的石头不允

术。
坐落于自然的坟墙。
随着季节变化多端的其魅

许任何人擅自移动，也有不允许擅自跨过坟墙等

力中，有着帮助铭记济州人生活与文化的健康动

禁忌。
此外还有在出远门迷路时，在坟墙里停留

力。
在看到济州坟墙后大吃一惊的异乡人的表情

会有灵魂保佑的温暖人情。

中，坟墙作为大地艺术，始终与寄生火山与自然
和谐相融，坐落在美丽的岛屿中。

坟墙内的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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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邃蔚蓝的济州秋夜

遇见“健康长寿之星”老人星
文 尹奉泽（西归浦艺术文化总联合会会长）

遥望天空之星，即可看见路。
沿着秋路豁开的路边去到西归浦，可看见世界上最美丽的生命之星。
那是《土亭秘诀》作者土亭李之菡曾三次前往汉拿山观看的星星，
也是秋史金正喜在流放至大静县当时抬头观望的健康长寿之星，
正是南极老人星。

← 秋天在汉拿山拍摄的南极老人星，闪闪照耀在西归浦大海之上。

ⓒ权五哲

济州 2016 秋

自然 济州的明星

1

2

1.2.南极老人星与周围的星座ⓒ尹奉泽
10月初，凌晨5点58分，拍摄于1100道路边海拔550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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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天多繁星，我心多忧愁。
”
即使并非阿里郎歌

晋国的天文书记载，“此星出现，将天下太平，

词中的一段，天上也依旧繁星闪烁。
也许是因为

所有人健康长寿。
”
因此将此星成为了寿星，在中

太多，活在当下的现代人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星

国还视为福禄寿三星之一，是民间信仰的顶峰。

星。
因为没有星星，所以毫无感触，因为不抬头

那么在西方，该星有什么特殊意义呢？2016年奥

望星，所以想到未来才会更加忧愁。
然而，我们

运会在巴西里约召开，巴西国旗上共有27个星

的先人一早就通过星星开启了人生之路，如果夜

星，其中的第十个星星就是南极老人星。
它是龙

空没有星星，则无法向前半步。星星既是引路

骨星座中最耀眼的阿尔法星。
宇宙中最耀眼的恒

者，同时也是宇宙唯一的坐标灯塔。
只有在西归

星为大犬座的天狼星，其次便是老人星。
它位于

浦市地区水平线才能看见的南极老人星，就是那

南纬52°41´，与南十字星一起为航行南半球的船

个灯塔。在以光的速度飞行310光年才能到达之

舶与飞机起到坐标作用。
因为在南纬40°
以上，老

处，有着给人们带来健康长寿的南极老人星。
据

人星是最亮的星星。

3.寿星老人图/朝鲜时代，107.7×61.8ⓒ国立中央博物馆
将祈愿人类健康长寿的寿星（南极老人星）拟人化的作品。
寿星的特点是长头短身，
并掌管着人类的寿命。据传，只要寿星出现，国家的兵乱就会平息，
看到寿星的人也会健康长寿。

3

那么多星星中，为什么南极老人星主管人类的寿

只能在韩国济州岛西归浦市地区水平面才能观测

命与国家的太平呢？人活在世上，最大的愿望便

得到。因为长寿星位于南纬52°，从地理位置来

是健康长寿，即寿命。
未满99岁的人在谈及寿命

看，就在西归浦。
并且因有1950米高的汉拿山，在

时，不使用寿字，起码到100岁以上才能叫做长

其北侧水平线无法看到。
然而，即使在西归浦，

寿，120岁则叫做天寿。天寿是过两次花甲的年

也不是随时可以看见的。
因其位于南纬52°
，只在

纪，寓意健康长寿。

秋分9月下旬至次年春分过后的4月初旬显现。
相

现代人最关注的是
“怎样才能健康又长寿”
，因此

应的观测时间也不同，因地球自转时间为23小时

才会不计代价地追求健康。
全球所有国家的人生

56分，一天中能够看见南极老人星的时间每天从

指标也依此而定，由此可见健康长寿成为了人类

早到晚以顺时针方向推迟4分钟。
秋天约凌晨5点

所追求的最高价值。

左右开始可见，到春分时期则与日落同时显现并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掌管人类健康长寿的星星，

迅速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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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象列次分野之图/19世纪，花轴，112×79.5ⓒ国立中央博物馆
该资料是对1395年（太祖4年/洪武8年）12月刻于乌石的地图制作的拓本，写有12局分野、星宿分度、日宿、月宿和天，石板中央有直径约76厘米的三重圆（紫微、太微、天市
垣）、二十八宿与1467个星座。南极老人星以“老人”标注于午方（正南方）右侧未方左侧的白色圆点处。
圆点的大小代表星星的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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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遥望星星时一般会抬头看天，因为认为天

丙子胡乱时期因提倡主战论而被押送至清朝的清

在我们的头顶。然而，其实我们位于宇宙的中

阴金尚宪，于1601年作为安抚使停留济州约6个

央，映入我们视线的一切都可以叫做天空，只是

月，此期间因终未看见南极老人星而遗憾不已。

因为视野中有障碍物，因此无法全部看见。但

世宗大王也欲见此星，而派遣历官尹士雄前往汉

是，即使抬头看天，也无法直到到底是什么，因

拿山观测南极老人星的位置。

为那不是属于我的星星。
我们不经常看星星的另

孝子正祖大王为了母亲惠庆宫洪氏的花甲宴，特

一原因是，抬头约30秒就会发晕且颈部疼痛，无

意在华城安排了寿宴，并以3层大水波莲进行了

法长时间维持。

装饰，装饰的顶端正是南极老人星，以此预祝母

然而在西归浦，不用抬头即可看见健康长寿之星

亲的万寿无疆。
此外，为祈求百姓丰收、
国运荣盛

南极老人星，因为它就升在波丘上4°
高的位置。 而亲自掌管农耕的灵星，以及为了对掌管健康长
因为在南纬，观测时间也不相同。
10月中旬为止

寿的南极老人星进行祭祀而编制
《星坛享仪》
的那

只能看见1~2小时，12月为4小时，到次年3月初旬

颗星星，仅在西归浦能见。

则为1~2小时。

想要观测更美的星象，建议前往灯光较暗的中山

可观测最亮的时期为10月5日至11月20日，因为这

间或山麓道路。如果能在夜间登上寄生火山看

一时期为典型的秋天气候。
过了这个时期，偶尔

星，那将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会出现黄沙，再加上日较差大，水平线上其海雾

西归浦内则推荐孤根山，因为不仅可以夜间登

等将导致无法正常观测。

顶，还能看见南极老人星。
乘着紫芒波浪与星光

朝鲜性理学家桐溪郑蕴先生，自1614年至1623年

覆盖的秋风，每一个波丘上悄落着健康长寿之星

被流放至大静县，近10年间时刻怀念南极老人

南极老人星，所以说西归浦的秋天充满了星光。

星，并留下了汉诗，证实了此地居民的健康长寿

在秋天离去之前，与信得过的朋友一起在西归浦

并非巧合。
此外，1840年至1848年被流放至大静县

祈愿健康长寿，并漫步于夜晚星光下的话，相信

的金正喜，也靠南极老人星解忧愁，甚至将本人

可以遇见美好的姻缘。

停留的草屋借以南极老人星之名，命名为了“寿
星草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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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房山停车场东侧星空（上图），Sony α99，Samyang 14mm F2.8（光圈 F2.8，快门速度15秒 ISO 800）
前往伊西多尔牧场路上的Cteshphon上空（下图），Sony α99，Samyang 14mm F2.4（光圈 F2.8，快门速度30秒 ISO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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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星拍摄

记录秋夜
群星奇幻
文•图 全玹奭（Hamo Guest House代表）)

唯独漫长的炎夏终于结束，白天依
旧温暖的阳光加上凉爽的清风，是
适合漫步的季节。
在这样的天气去看
星，仿佛给人一种走进奇幻电影世
界的感觉。
在幽静的深夜，迎着凉风
望向天空，便可理解讲述众多故事

秋夜星空的星座（10月，晚9点）
肉眼可见的最亮的星（1等星）以★标注，
星星越小就越暗。
ⓒGANA出版社（有趣的星座与宇宙故事）

的先人之意。
尤其明亮的四颗星呈四角形，以此
为起点连接腿和头部，就能完成飞
马座。
脑海中开始想象美丽的公主安
德洛墨达与解救她的珀尔修斯、
以及
美丽的卡西欧佩亚女王。
此时如果偶
遇流星，所有人都会开心不已，并
融为一体。
如此繁星闪耀的济州之夜，用照片
停留瞬间也是不错的选择。然而在毫
无准备的情况下准备一大堆拍照设
备，是很难拍到满意的照片的。为了
拍摄美丽的星星，需要一定的准
备，要考虑“什么时候、在哪、怎么
拍”。
秋夜星空的星座（上图）拍摄于1100高地。
（与拍摄地无关，只要对准星空的东西南北向，即可拍摄相同的星座图片。）
10月，下午11点30分（Sony α99 + Samyang polar 8mm F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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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与锄建岛，11月，上午2点40分
Sony ILCE-7M2 Sigma 24 mm F1.8（光圈 F2.8，快门速度30秒，ISO 800）

什么时候拍？

在哪里拍？

星星当然是要在可视度高的天气拍，能

如果定好了什么时候拍，下一步就要考虑

否看到星星取决于当天的天气、
大气污染度、
月亮

在哪里拍。
在哪里拍呢？如上所述，要去没有光

的相位以及光污染等四大因素。

污染的地方。
当然，也不能只满足暗这一条件，

其中最重要的天气。
阴天或下雨天是肯定看不到

同时要是能够拍到对象的场地。
光是星星也固然

的。
其次是大气污染物。
空气中微尘较多时，将挡

好看，但是如果将一棵树、
海岛、
独特的建筑等吸

住星星。
微尘的反射效果，同时加深由于月亮或

引眼球的拍摄对象一起拍进去，将会给照片赋予

其他光线引起的光污染。
相反，大气干净的话，

精彩故事。

光污染也随之降低，即使海上有渔船或升月，都
可以拍好星星。
第三个就是月亮的相位。
与光污染

怎么拍？

相同，月亮太亮也会妨碍拍摄。
再加上月亮与星

星星照片，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

星的亮度差，拍照时难度较大。
同时，根据拍摄

利用拍摄点状或星轨的广角镜头拍摄的照片；

技巧，也是可以充分利用的拍摄对象。
最后一个

另一种是利用望远镜头或天体望远镜，再加上

是光污染。
虽然济州岛的黑夜渐亮，但是可以在

赤道仪等各种设备以及需要后期修图的星云与

龙眼岳、
迷路公园停车场、
1100高地、
马放牧地等

星星照片。本文中将介绍不使用赤道仪而拍摄星

较暗的地方进行拍摄。
此外，可通过网络与各种

星的方法。

手机应用提前预测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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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装备
相机+三脚架/建议使用单反相机或无反相

制作慢速拍摄
（PS CS6）

机加广角镜头的组合。
因为星星是闪烁的点，因此使

1. 将所需图片放于同一个文件夹内。

用望远或广角效果几乎相同。
可一次拍下较多星星的

2. 在PS程序中打开文件。

广角镜头更有优势，同时还能起到降低自转引起的
星流移速的效果。我本人比较爱用全框架机身与
14mm、24mm镜头组合进行拍摄。最近拍摄的图片
中，有一部分用的是可拍摄星星的智能手机与摄像
机，还有普通数码相机。
三脚架建议使用不易晃动的

3. 进入1中的文件夹选择第一个文件，选择文件夹下端的
Image Sequence选项后，点击打开。
打开文件后，在菜
4. 弹出Frame Rate)对话框，选择速度。
单的File中选择Export、
Render Video，即开始制作慢速
影片。

结实的产品，但是因为可以利用背包与岩石等地
势，只要在快门开启的过程中保证稳定即可。
额外装备
相机遥控器/除了拍摄单张照片之外，还

制作星轨

可以长时间拍摄多张，制作星轨图片，或者慢速拍

利用Startrails程序，可轻松制作星轨图片。

摄影片等。
此时，即可使用相机遥控器。
新一代相机

可通过http://www.startrails.de/免费下载。

都带有智能手机控制功能，即使没有遥控器也可以
长时间拍摄，但是由于连接无线网络会快速消耗电
池，因此比较推荐使用遥控器。
设置
光圈2.8 快门速度30秒 ISO 800

※ 拍摄星星照片时，建议使用RAW图片格式。
即使细心设置并拍
摄，但还是免不了受到光污染、
白平衡与曝光差等影像。
RAW格式会
提高像素，并通过无损坏压缩技术，维持原图的高画质，再加上色
彩感突出，适合曝光、
白平衡调整等后期修图。
掌握修图程序PS或
Lightroom等基本利用方法，也有一定的帮助。

以上是手动拍摄时常用的设置值。
需要牢
记的是，镜头必须手动拍摄。
如果设为自动，因为在
没有灯光的夜晚，即使再怎么设置并按快门也只能
使相机发生停滞，无法正常拍摄。
一定要把镜头设为
手动，利用镜头的无限区域拍摄，还可以利用月亮
或远处的灯光对准焦点进行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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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在哲

三位马泰乌里（Tewuri，牧马人）的故事

“马儿你往哪走”
文 金善喜（自由撰稿人）

“阿勒勒勒勒~马儿你往哪走，
到这儿来阿勒勒勒勒~”

干的活。
只有懂得牵马、
会分辨牧草、
可快速找到饮水处
与避难处等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能被称作牧马人。
在济
州，马是不可缺少的伙伴与生活必需品。
农耕、
推磨或
者是搬运重物等，都得靠马儿帮忙。
过农耕时期后，就

2、
30年前，在济州的原野遍地都能听见牧马人的牵马

会将马儿移至牧草地放牧，这一切都要在马泰乌里

声。
济州具有得天独厚的牧场条件。
汉拿山中山间一带 （Tewuri，牧马人）
的管理下进行。
从前，每个村庄都有
有广阔的草原地带，再加上丰富的降水量和一年四季

一两名马泰乌里（Tewuri，牧马人），专业马泰乌里

温和的气候，是适合牧草生长的绝佳环境。
此外，还有 （Tewuri，牧马人）
的人生始于7、
8岁。
马泰乌里
（Tew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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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且技术力高的
“马泰乌里
（Tewuri，牧马人）
”
们，这

牧马人）
会在春天至初秋，牵着马走约三四个小时，寻

里早以名马产地而家喻户晓。
“马泰乌里（Tewuri，牧马

找适合放牧的济州中山间。
到达牧草地后将马儿放牧，

人）
”
顾名思义指牧马人，但这可不是任何人都能轻易

与它们一起生活2~3天或一周。

涯月邑於音里梁桂元先生

“马泰乌里（Tewuri，牧马人）
的首要条件是喜爱与忍耐”

今年68岁的梁桂元先生是其中之一，他
是第12代牧马人。涯月邑於音里是梁桂
元先生的故乡，他的家门最早开始养马
是在约350年前。梁桂元先生也从小跟着
爷爷和父亲，自然而然地走上了马泰乌
里（Tewuri，牧马人）之路。毕业于济州
农业高中畜产科后，便正式开始了养马
人生。
梁桂元先生认为成为马泰乌里
（Tewuri，
牧马人）
的最重要的条件有两个，那就
是喜爱和忍耐。
喜爱是指喜欢并热爱。
在广阔的草原自由奔跑且冷不丁就会
受惊的马儿，管理起来可不简单。只有
长时间与它们交流并了解他们的习
性，才能一眼就能看出它们的状态。其
次重要的是忍耐。不能因为身价高就多
养，身价低就卖，应具备不受行情的

正在制作冬季喂牛马的圆形干草的梁桂元先生

影响，坚持养马的忍耐，即不能只贪
图礼仪而养马。
拥有广阔草地的於音里，自古以来是养马的首选地，

已经找不到几个专业的马泰乌里
（Tewuri，牧马人）
了。

因此村里人大部分都开始了养马。
然而在四三事件当

自从济州岛内出现竞马场后，开始饲养了赛马，然而

时，马泰乌里（Tewuri，牧马人）
们蒙受“山里人”
之罪

并非以前一起在草原奔跑的短腿马，而是专为竞赛饲

名，不仅马匹被抢，有些人还被烧死，从此以后养马

养的马，数量也不算太多。

人便急剧减少。

一生与马为伴的马泰乌里（Tewuri，牧马人）
梁桂元先

盛行时期，养马的收入也颇高。
在农耕时期，利用马匹

生，非常希望住在济州的小儿子能够借他的班，但是

帮邻居们耕地踩地，能赚取一定收入。
他也是用这些马

在他说出
“可能我会是最后一个泰乌里
（Tewuri，牧人）
”

买了房、
买了田，还供两个儿子上学结婚。
然而，如今

的时候，眼神中充满了惋惜与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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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京面清水里李赞珩先生

“野生放牧的马更健康。”

从事马泰乌里（Tewuri，牧马人）
生涯约
45年的李赞珩先生（76岁）
，目前在翰京
面清水里约饲养着30匹马。
与制作草地、
供牧草、
喂饲料等最近盛行
的饲养方式不同，李赞珩先生始终坚持
原生态野山放牧。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
李赞珩先生的马匹们各个野性十足。
而
驯服这些充满野性的马，也是李赞珩先
生的人物之一，在给马匹戴上缰绳后，
便开始了牵马训练。
最 初 开 始 做 马 泰 乌 里（ Tewuri， 牧 马
人）
，是在18岁那一年，当时清水里村庄
共同牧场里也有好几名马泰乌里
（Tewuri，牧马人）
和500多匹马。
那些马曾
是 农 耕 和 生 活 的 血 本 。马 泰 乌 里
（Tewuri，牧马人）
的作用在农耕方面也

听到이찬형先生的“阿勒勒勒哇哇~”叫声后跑来的马匹

非常显著，为了防止播种的种子被风飘
散，需投入30多匹马在田地里
“踩田”
。
他
说，牵马声和踩地声有一些不同，
“阿勒勒勒哇哇~阿勒勒达达儿里达达儿偶来~~”
的踩田

值得庆幸的是，他有可靠的后继人。
他的大儿子和儿媳

声，会让他暂时忘记劳务的辛苦。

妇正在和他一起从事马匹饲养。

四三事件之后，村庄里的马匹几乎消失，李赞珩先生

在田野以野生形态养马的马泰乌里
（Tewuri，牧马人）
李

不是为
是清水里中唯一一个延续着马泰乌里
（Tewuri，牧马人） 赞珩先生说，如此养起来的马比其他马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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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脉的人。
他的梦想是将现在的30多匹马增至100多匹，

了骑马，也不是为了竞赛，而是以爱好养马的李赞珩先

并坚信未来10年内可以实现。

生的话中，可以感受到将马视为人生伙伴的爱护之情。

朝天邑臥屹里金沂凤老翁

“希望消逝的踩田歌，
能够一直延续。”

“走这到那
踩得好呦
阿勒勒勒阿勒勒呼呀
原来是在山间
游玩过的马匹呦
阿勒勒啊哈阿勒勒哈呀哦咯咯咯~”
这是朝天邑臥屹里的85岁金沂凤老翁，
响亮哼唱的
“踩田”
歌。
自从7~8岁开始马泰乌里（Tewuri，牧马
人）
人生，他的踩田生涯也随之开始。
每
次牵着马匹进行踩田，都会哼唱这首歌。
金沂凤老翁开唱后，三四名其他马泰乌
里
（Tewuri，牧马人）
便会会唱。
在汽车走入生活以前，只有养马的人才
能赚大钱。
为了拉马车，每匹马曾以一
万两千韩元的价格卖到地方，然而汽车
出现后，马匹需求急剧下降，养马行业
也走向了低谷，金沂凤老翁也放弃了养
马，开始种植柑橘，但是过去的踩田声

唱着至今记忆犹新的踩田歌的金沂凤老翁

至今回荡在他的脑海里。
虽然如今已无
从寻找，但他还是希望踩田歌能够通过
采录等方式继续流传。
在现今的济州岛，已经很难听到马泰乌里（Tewuri，牧

整个济州畜牧文化的历史。
趁现在还来得及，应该策划

马人）
们的牧马歌与踩田歌。
在当代马匹的故乡济州，

一个传承泰乌里
（Tewuri，牧人）
哀愁的牧马歌与祈愿泰

正统马泰乌里
（Tewuri，牧马人）
正在逐渐消失的事实，

乌里（Tewuri，牧人）
和马匹平安的泰乌里（Tewuri，牧

直教人感到遗憾。
因为这代表伴随马泰乌里
（Tewuri，牧

人）
祭祀（百中祭）
等的泰乌里（Tewuri，牧人）
庆典，打

马人）
的人生的上千年济州畜牧文化也在逐渐消逝。
马

造一个济州唯独仅有的特色现场。
因为历史不是过去，

泰乌里
（Tewuri，牧马人）
的历史并非个人的历史，而是

而是这一瞬间也在继续书写的现在进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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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金永甲•高南寿摄影家之寄生火山

寄生火山，那彼岸的空间
文 高贤州（摄影家）

济州岛，在这个小小的绿岛漂浮着的360多个大大小小的寄生火山们，那此起彼伏曲线漫无边际向四
处蜿蜒！
以汉拿山为中心，在整个岛屿内隆起的寄生火山，以各自不同的表情，装着曼曼的故事漂浮在岛上。
“寄生火山”
是济州的象征。
靠着裙角搬运石头河泥土而创造绝海孤岛
“济州岛、
耽罗”
的济州女神社文
台婆婆
（Seolmundae-halmang, 身高力气大的济州女神）
是母爱的象征。
相传，是从她破旧的裙角中漏出
来的泥土落在四处，从而形成了360多个寄生火山。
寄生火山是济州人的家园，同时也是埋葬故人的
死亡之地。
寄生火山与济州人共同呼吸，共同生存。
登上寄生火山顶，会有一种此岸似彼岸的感觉。
是一个从未领略过得美丽且静谧的沉默空间，济州的
寄生火山既淳朴又美丽，它不奢华不伪装，有一股无限的能量。
许多摄影家们为了找寻美景，而不断
找到这里。
“美丽”
如同一股无可抗拒的强大力量般悄悄袭来，勾走你的灵魂，让你无可抵挡的接受眼
前所有一切。
寄生火山的魅力在于丰满的曲线美。
柔美的山脊给众多艺术家带来灵感。
安静且变化多端的生命之曲
线，寄生火山的曲线即素淡又艳美。
那股素淡美并非即刻反应的美，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流露出来的
自然美。
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领悟的越看越美的、
在日常中也能感受到的、
朴素却长久的美丽。
，寄
生火山的美丽之中，留有时间与岁月留下的青苔。
济州的代表摄影家故金永甲与高南寿先生的寄生火山照片，会让看到的人感到烟云供养，大饱眼福。
看着散发神秘力量的寄生火山图片，会不由得让人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
照片送给人们时间的香气，
当照片里的世界进入内心，我便会成为照片里的主人公，
“拍照人”
的心与
“我的心”
瞬间相通。
即成为
曼茶罗，当滚圆的圆充分饱满，就会变得平和。
因存在而产生的所有的种子中，都藏有叫做
“想象力”
的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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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永甲（资料提供：金永甲头毛岳展览馆）

Oreum #11, 1999 ⓒ高南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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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永甲（资料提供：金永甲头毛岳展览馆）

Oreum #45, 2004 ⓒ高南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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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曼茶罗
“想象”
从一个
“有”
传播至几个，或几个融为一体，是专注的能量，是汇合到分散再散开的宇宙之力。
从存在
（being）
向成为
（becoming）
发展的过程中独自生成的力量，那便是
“想象力”
。
随着想象的种子发芽，所
有艺术均完成了进化。
金永甲与高南寿的寄生火山，与其说是记录照，不如说是寄生火山的审美图。
一个图片用纬线与经线，将过去的回忆慢慢忆起，使我再次
“回顾”
我的过去。
那些由
“瞬间”
重叠的时
间们会在遇到某一形象、
听到某个音乐、
吃到某种食物、
去到某个场合、
闻到某种香气时，突然停留在
我们身边，又快速被其他存在所替代。
记忆只通过五感的回路寄生，通过众多过去的回忆与阴影，在不知不觉间形成了现在的自己。
通过与
沿着记忆的回路遇见的
“另一个自己”
沟通，便会在不知不觉间开始
“治愈”
。
他们的作品会将过去的时
间碎片，如拼图版重新拼接。
那些回忆便会敞开深海般的怀抱拥抱并渗透。
高南寿，用放下的空间写诗
高南寿在寄生火山这一空间，充分展示了自己独有的
色彩。
他的寄生火山图非常简单，甚至让人惊讶。
他将
所有一切都极大限度地进行了压缩，只是在上面画了
一个或几个线条。
长久注视高南寿的作品，会不知觉间
从心底袭来阵阵暖意。
他的作品非常严正，没有任何装
饰与轻浮感。
其本身就带有威武与稳重的余白，究竟秘
摄影家 高南寿

诀是什么呢？
高南寿以犀利的眼光，抓拍了在时间的风化作用下仍

然威风凛凛的美丽。
他选择了黑色与白色，如果说黑与白作为生与死是相克的概念，那么在作品各处
也留有证明活在
“现在和这里”
的因素。
作家仅仅看到的是寄生火山的美丽风景？寄生火山对高南寿来
说，不仅仅是瞬间捕获的美丽风景，而是人生哲学声息的空间。
通过人们的脚步打造了小路、
寄生火
山上强韧而生的野花、
牛马的形态等，将寄生火山的生命力表现得细致又简洁。
不仅仅是形象中带有
的指定象征与隐喻，而是散发着一种诗化的被压缩的细腻。
诗化色彩会自然而然地融入照片中，空白
中带有的一股力量，因为空白，采显得更加坚强。
高南寿摄影家懂得利用照片的力量，虽然静谧，但
却能够感受到其中的强大能量。
长时间如同寄生火山上的一棵树般瞭望、
观察、
一起呼吸，从而形成深
厚情谊的他，其作品并非只是风景的一部分。
对他来说，摄影并非拍下风景，而是记录下与风景相交
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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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永甲，将刹那的瞬间转化为四维空间
金永甲的作品，具有安静且冷静地将所有事物都向下拖拽的莫名力量。
这是熟知垂直为欲望之顶，而
水平是放下之哲学的人才能领略的世界。
被垂直的世界驯服的我们，在面对放下所有的水平风景前，
会不由得茫然与心痛。
他的作品中，一个形象里共存着似空非空、
似轻非轻的矛盾空间。
那形象如同修
行者的缓慢呼吸，让面对的人感到从容。
那股空白的从容，如同进入彼岸空间般惊奇。
金永甲欲将自己的创作化作一种
“思维”
深深陷入，因为对他来说，
“思维”
在成为艺术行为之前，必
须与
“生活的沟通”
相连接。
在以观察者的视线长时间看并感受的过程中，发现了某种
“巧合”
。
希望捕
捉这一刹那的作家的直观与感觉，能够与大众得到共鸣。
在成为记录与艺术之前，渴望交流。
世界上

摄影家故金永甲ⓒ朴勋一（资料提供：金永甲头毛岳展览馆）

一切都在震动，并由此产生共鸣。
将自然的共鸣长时间通过相机镜头进行捕捉的金永甲的作品，在成
为形象之前，最先融入心里。
风景本身就是一个屹里的存在，看似无心却有心... 那就是乏味的风景。
在时间的风化作用下，留有残痕的美始终化作回声重新返回。
他的寄生火山风景，有一股让我们回顾自己的力量。
在被数字化吞噬的形象饱和的世界，为眼睛与灵
魂都筋疲力尽的我们，悄悄伸出援手给与安慰。
通过一个照片，即可感受到在变化的时间中呼吸的自
然气息与长时间与风作伴的寄生火山的神秘色彩。
究竟重复走了多少一样的场所呢？在每天都有不同
的云彩、
不同的阳光以及不同风速的那些时间与风景中，也许他也是在治愈自己。
现实带来的寂寞、
孤
单、
贫穷、
悲伤与痛苦，这一切在面对风景时可能都已烟消云散。
作品里的风景色彩与层次，犹如深渊
般安静，如深水般透彻。
停留在那里，会感觉到被掏空，随之寂静，寂静过后便会正确行动。
他面对
自然的态度中，有着冥想家般的宁静，从而使人们思考艺术的感动从何而来。
两位摄影家的寄生火山作品中，以节制代替了欲望、
以隐藏代替了伸展、
以沉默代替了骚乱、
以单纯代
替了复杂、
以静止代替了运动、
以放下代替了填充... 这一系列的东方性思维，填满了整个空间。
让看到
作品的人思索的他们的细致笔尖，慢慢进入我们的心里流淌。
事先吸引人们心灵的这些作品，是带给
人们安慰的力量。
无止境延伸的那流丽曲线上的琳琳青草、
云朵的低语和野花们的窃窃私语向融，在
耳边回荡。
漫步于寄生火山之上，风声便会化作一首诗环绕心中，寄生火山的靓丽曲线则化作一幅画
沁入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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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永甲（资料提供：金永甲头毛岳展览馆

Oreum #29, 2002 ⓒ高南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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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岳人故金钟喆

“昨天刚下山”
文 金钟旻（农夫、木匠、历史学徒）

1979年5月，故金钟喆于汉拿山王冠凌之顶ⓒ高吉弘

42

“在他呼唤寄生火山的名字之前/它只不过/是一

登上了位于旧左邑的防下岳（东巨文伊岳）
。
据金

座野山/他呼唤寄生火山的名字之后/它来到他身

钟喆所说，“该寄生火山展示着它的造物祖社文

边/成为了一朵花”

台婆婆
（Seolmundae-halmang，身高力气大的济州

胆敢引用金春洙诗人的诗句
“花”
，来表现
“他”
，

女神）
的独特个性，因为它的外形唯独奇特。
”
而

“他”
正是“登岳人金钟喆”
。
虽然寄生火山早在济

防下岳也是《登岳人》
1册中第一个被介绍的寄生

州岛开始有人居住之前就已存在，但是人们对寄

火山。

生火山的认知水准，可以以金钟喆呼唤寄生火山
名称的前与后来划分。

金钟喆出生于1927年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他是当

在20多年以前的济州，有人提议
“去登山吧！”
，

时经营医院的医生家的独生子，在当时属于富贵

那就百分之百认为是汉拿山，并没有人会想到寄

人家的孩子。
然而在他3岁之际母亲早逝，父亲希

生火山。
当时的寄生火山，仅仅是寻找放牧的牛

望他成为一名医生，但是在他上光州西中学校
（6

马或去祖先墓地扫墓时的里程碑。
即使以毁灭一

年制，光州第一高等学校前身）
的15岁那年，他

个小巧美丽的寄生火山而建设一个高尔夫球场，

的父亲也离开了人世。
妹妹比父亲早几年夭折，

人们也都无动于衷过。

17岁那年，惟一的亲人姐姐也离开了人世。
金钟

然而，从那时候开始就尤其爱护汉拿山与寄生火

喆怀着巨大的痛苦，度过了幼年与青春期。

山的金钟喆，年逾古稀时便开始一一走遍所有寄

青年期的金钟喆相继在济州北过敏学校和晨星女

生火山，并记录整理埋藏于其中的故事，留下了

子高中担任了教师，随后走上了新闻工作者的道

宏伟业绩。
1990年起连载于济民日报的《登岳人》 路。
以济州新报为开始，先后在济州新闻和济南
正是其产物。
1995年1月，与癌症斗争的他对原稿

新闻、
济州MBC和济州KBS担任了编辑局长和编

进行了重新整理，并以《登岳人》
之题，出版了3

制局长等职位。
他没有在一个地方长期逗留，因

本书。
在图书出版约20天后，他永远闭上了眼睛。 为他的自由灵魂始终向着汉拿山。
在离开新闻社
而人们正是通过他的
《登岳人》
，才得以真正了解

后登汉拿山期间，收到了正在准备创立的济州

寄生火山。

MBC的邀请，在完成任务之后又辞掉了工作，

金钟喆给所有寄生火山起名并赋予各自的色彩

回到汉拿山。

以后，人们对寄生火山的认识，就像桑田碧海

金钟喆是在经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与济州四三事

般发生了转变。甚至普遍认为“不知道寄生火

件后颓废不堪的济州岛，一日三餐最可贵的时期

山，就算不上了解济州”。不仅如此，人们还争

绽放济州文化的众人之一。
对身为教育者、
新闻工

先开始登寄生火山，并开始异口同声地高喊“保

作者和登山爱好者金钟喆，世人们的评价全部相

护寄生火山”。

同，不仅仁厚谦逊，而且懂得帮助爱护身边人。

在炎夏酷暑渐渐被秋天替代的8月末，寄生火山

在连载
《登岳人》
当时曾任济民日报编辑局长的宋

登山会“登岳会”
的孙升千会长和会员们，以及

尙一文学评论家说：“新闻要讲究是非，难免有

“济州寄生火山保全研究会”
的金弘久代表，一起

些尖锐，而金钟喆先生始终不失人性美。
实力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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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却从不炫耀。
《登岳人》
的优美文体，就如同他

济州的D大调

的人品。
”

-致金钟喆

作为登山爱好者，金钟喆留下了鲜明的脚印。
济
州四三事件当时的
“汉拿山通行禁止令”
，在1954

高银

年9月21日解除，从此之后，金钟喆就开始疯狂
于汉拿山。
只要提起汉拿山，就无所不知。
而汉拿

你的修饰语中只有形容词。

山，也是自
“登山”
概念盛行以来，首次发生登山

如同由巴赫归回巴赫的

事故的山。
1961年，首尔大学法学院登山部曾在

G弦上的忧愁。

汉拿山遇难，酿成了冻死事件。
在那一年，金钟
喆便组织了
“济州红十字登山安全队”
，这也是我

眼中的寂寞

国最初的民间登山救护队。
金钟喆连任了登山安

背后的雨声

全队的首任和第二代队长，救助了许多人，紧接

还有日晕流淌的寂静阶梯

着创建了济州登山会。
这一事迹是济州登山爱好

所有快乐都夹杂着悲伤。

者们的骄傲历史。
1960年代移居济州的诗人高银也非常赞赏金钟

还有孕育美丽女子的

喆。
通过1990年代连载于京乡新闻的自传小说
《我

年轻母亲的海边

的山下，我的人生》
，高银诗人将金钟喆描述为
“汉拿山的男子汉”
，并好几次忆起与他畅饮的回

今天，在这文殊兰花凋谢的阴天，

忆。
金钟喆比高银大6岁，却待当时在济州经历彷

将以昨日空荡之身离去，

徨的高银如亲密好友，也许是高手之间心有灵

而我，将沉默不问。

犀。
在我1年前做采访时，他曾对我说：“每次想

任由风吹。

起金钟喆大哥，他都会突然出现在我眼前，对我
说‘昨天刚下山’
。
对他来说，汉拿山才是真正的

金钟喆之所以疯狂于汉拿山与寄生火山，或许是

家，济州市只是临时住所。
每次见面，都会去东

为了安慰从小失去家人以及所经历的孤单与悲

门市场就着斑鳍光鳃鱼酱和烧酒。
我们俩曾好男

伤。
而曾编写《万人谱》
的高银不可能不理解他的

色，不是真好，而是真的互相珍惜。
”
最近有形容

苦衷。他在1966年编制的诗集《海边的韵文集》

男性之间友谊的新词叫做兄弟罗曼史，可能当时

中，收录了回忆金钟喆的诗
“济州的D大调”
。

两人之间就是这种感情。

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作品，都出自出于困境或长期
在牢中生活的人们，而
《登岳人》
这一力作，相信
也是通过能听到
“背后的雨声”
的金钟喆的深深的
孤独与悲伤而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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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女人不喜欢男人堆中有人气的男人，而当时

如果没有两个人的爱情，可能
《登岳人》
也不会诞

20多岁的金顺伊诗人与40多岁的老男人金钟喆，

生。
金顺伊对金钟喆不仅仅是爱，更是尊敬。
金顺

开始了烈火般的热恋。
金顺伊在就读于1960年代

伊通过高中老师、
济州岛民俗自然史博物馆研究

女子高中时期，在当时的中学、
高中学生之间是

员、
济州岛东山文化财鉴定委员、
济州岛文化财鉴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著名诗人。
当时是文学少年

定官等职业，担起了家庭生计。

少女们跳龙门平台的文学杂志
《学园》
，每个月都

当时辞掉新闻工作者职业的金钟喆，全身心投入

会登载高中生金顺伊的作品，还授予了第八届

到了研究寄生火山上。
因国内没有相关资料，就

“学园文学奖”
大奖。
后来，金顺伊毕业于梨花女

开始读1910年日本人写的有关济州岛火山的文

子大学国文专业，在遭到曾任济州道议会议长的

章，一边查看制作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地图和

父亲反对后，果断离家，并在1972年的生日当天

1950年代的美军地图，一边确认寄生火山。
翻译

举办了两个人的婚礼。
当时，金钟喆45岁，金顺

日本泉靖一的《济州岛》
也是在这一时期，（该译

伊26岁。
当天的济州新闻里，登载了题目为
“我们

本发行于2014年出版的
《夏之丘》
。
）
还用妻子买来

在俗离山法住寺结婚了。
”
的传奇性的广告。

的1/5,000地图，通过确认等高线，一一计算了寄
生火山的比高。

成为东巨文伊岳登山向导的登岳人会员们 ⓒ李一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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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春，故金钟喆于飞雉岳ⓒ徐在哲

然而，即使再怎么经常去汉拿山与寄生火山，每

究竟是哪一个，因为有很多地图上没有标注的寄

周定期连载《登岳人》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今

生火山。
每当这时，他就会在周围村庄一一打听

道路发达，拿着
《登岳人》
坐车前往，就能轻易找

有关寄生火山的名字和相关的故事。
之后，便再

到寄生火山。
然而在当时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下，

此返回寄生火山，仔细观察东西南北，尤其是寻

金钟喆只能做公交车去到寄生火山周围，再徒步

找山泉直到天黑。
因为在过去放牛的时期，给牛

一一走过去。
在铁成分较多的寄生火山上，指南针

饮水的泉水就是生活的痕迹。

之所以被寻找寄生火山的人们视为经
根本派不上用场，一不小心进入葛扎瓦，连方向 《登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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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无法分辨。
在下冬雨的某一天，甚至差一点在寄

典，并不只是因为记录着每个寄生火山的详细信

生火山冻死。
他曾对妻子诉苦说，
“汉拿山即使在

息。
金钟喆曾把好几本《李熙升国语大辞典》
看到

冬天的黑夜，用手摸一摸树就能知道位置，但是

破旧不堪，即他同时也是非常热爱国语的当代大

南元邑的一个小寄生火山，找起来真的很难。
”

作家。
阅读《登岳人》
，会在不知不觉间被高尚唯

有时候千辛万苦登上了寄生火山，却无法知道它

美的文章深深迷住。

我曾在金钟喆先生离世前的几个月间，负责了

每次驾车路过某个寄生火山，首先想起
“啊！那是

《登岳人》的出版工作，可以说是与新闻界元老

金钟喆先生这么这么描写的那座寄生火山！”
，随

级前辈与区区小辈的因缘。在此期间，我有幸体

后便会忆起拥有黄牛般炯炯眼眸的面孔。
如果还在

会到了济州文化的香气，并以此安抚了我刚愎

世，也许在每次心累的时候就会拿几瓶马格利酒

自用的心。那之后，为了学习金钟喆先生的华丽

去找他，然后问：“这些岁月您是怎么走过来

文笔，还曾一一手抄（打字）
《登岳人》内容，或

的?”
，每每这时便会遗憾先生走的太早。

者模拟登岳人中的文章进行写作。但是直到现

至少在出版图书的过程中，能够与老师交流感

在，在不抄袭《登岳人》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描

情，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光荣的事情，直到现在也

述寄生火山。

会温暖心底。

寄生火山既是位于济州岛汉拿山山脚的
寄生火山，同时也是济州方言中对独立
山峰的代称。
共330多个寄生火山，在全
球范围内的岛屿中数量最多。
地中海西
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是被大众所认知
《登岳人1•2•3》初版

的世界上寄生火山最多的地方，然而其
数量也不过260多个，远不及济州岛。
如
果不考虑埃特纳火山与汉拿山的活火山

与休火山之差，那么数量远远超前的汉拿山寄生火山，就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
其
分布密度约为5.5㎢，尤其是以汉拿山为中心，东西向稠密分布，称得上是“寄生火山
之王国”
。
没错，正是寄生火山至王国。
岛内无处不见寄生火山， 没有寄生火山的这座岛屿，将是
只有冷风吹过的死亡荒野，是岛人们无法想象的事情。
因为正是在这些山脚，人们度过
了生存与埋没的岁月。
很多地方既是形成村落的母体，同时也被视为信仰仪式的进行
地，许多神话诞生于此。
如果说奥林匹斯是希腊神话中众神的居所，那么汉拿山与寄生
火山们，则是济州神话中众神的故乡。
这里曾是抗争的据点，也曾是外侵时的通讯网。
很多诗客面对这一奇胜发出了感叹。
直到现在，这里也仍旧是生活手段之一的畜牧基
地。
岛人们的生活气息，渗透在每一个寄生火山角落。
无论山体大小，与其相视而坐，寄生火山便会以自己固有的身姿迎面而来。
远看都差不
多的每一个寄生火山，都拥有各不相同的相貌与穿着，甚至散发的光彩和风色，也不
尽相同。
它们拥怀的许多故事，是让众多作客静心倾听的缠绵细语。
金钟喆
《登岳人》
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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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岳作家3人3色

济州岛的始原，宇宙的主题
文 黄YeaSeulMee(自由作家)

在济州的地平线轻柔跃动的368个寄生火山。从海岸至汉拿山山脚的整个济州，都占满了略圆的寄生火山。在那些寄生火山
山脚下，许多野花争相盛开，迎着秋天的阳光闪闪炫耀并涌起波澜，银色紫芒也铺满整个山脊。随着不同季节与不同心情，
呈现不同面貌的寄生火山风景，激发众多诗人的感触性，并解答不解的哲学问题，也许这正是济州人们的文化与艺术的开
始。正如“生于寄生火山，回归寄生火山”的济州格言，济州人的人生必然始于寄生火山，并与它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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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母胎
金莲淑的寄生火山

1

2
3

4

1.拒文岳的时间/丙烯画/162.2×130.3cm/2010
2.千万只萤火虫让我翩翩起舞/丙烯画/259×194cm/2014
3.花儿往哪去/丙烯画/162.2×130.3cm/2014
4.通向拒文岳的路/丙烯画/116.8×90cm/2010

金莲淑作家的作品中，所有的路正是

材。石头是怀抱生命的对象，而女性是

探索的所有生命之象征，是怀抱生命

与寄生火山相连。不知从哪里开始的道

生命的根基，风是其中滋生的文明，

的母体本身，而她努力寻找的艺术自

路曲折蜿蜒，最终与点缀地平线的寄

也是济州人的生命力。对细微生命的关

我也在这里。自她出生、成长，并思考

生火山山脊相连。似断不断的那条路，

注，有时会转移至花草。在过去的岁月

作为艺术家的存在性的岁月里，寄生

是济州人顺应着济州土地而走过来的

里，通过生命不断探索艺术自我的金

火山始终守候在这里。出自寄生火山的

路，路上点缀的光，就如同点亮这条

莲淑作家的创作人生，最终与涵盖所

苦恼，在贫瘠的济州大地轮回后，背

沉默道路的灯火。

有象征素材的寄生火山相汇。

着变化无常的风，重新回到了寄生火

济州岛出身的中坚女性美术家金莲

她的工作室位于寄生火山山脚，抬头

山。金莲淑被拒文岳的生命力深深迷

淑，长时间专注于探索自身的艺术自

就能看见神秘的黛绿色拒文岳。
铭记着

惑，并用自己独有的绘画语言，诠释

我。攻读绘画专业的她，通过投入到利

济州太古之初的寄生火山，在数百万

了这一感动。对于金莲淑来说，寄生火

用象征生命的素材进行的版画工作，

年前济州隆起的瞬间，喷涌的熔岩以

山是孕育着生命的子宫，是承载济州

将探索逐渐移至了生命。她开始以象征

无可抵挡的气势浩荡流过，从而打造

始原的神话空间，同时也是保存着宇

性手法，诠释石头、风以及女性等素

了济州生存之路。寄生火山上有她长期

宙秘密的叙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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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中心
白光益的寄生火山
1
2

3

4

1.在寄生火山顶/画布混合画/162.2×130.3cm/2016
2.在寄生火山/画布混合画/53.3×45.5cm/2016
3.寄生火山上的风/画布混合画/259.1×193.9cm/2016
4.在寄生火山/画布混合画/45.5×37.9cm/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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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火山给艺术家们带来独特的自然

其中的期间，寄生火山对济州人而言，

及灭（Gime，用窗户纸或布制成的神

观与视觉性造型感。艺术家眼中的寄生

是生活乐园之上的整个宇宙中心。

像）为素材，进行了创作。为了理解身

火山，并非风景或眼见的具体对象，

在被风席卷的天空下，在漫天的繁星

边的自然现象，济州人们创造了1万8

而是更接近融入本人视线与解析的抽

下，寄生火山依然以它优美的曲线，

千个神。白光益正是欲通过巫俗素材，

象性对象。对公然声称自己是济州原住

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土地。暗黑的天空中

象征性地表现为探究宇宙根源而努力

民的白光益画家来说，寄生火山也并

繁星移动，宇宙的能量席卷着寄生火

活过来的济州人的认同性。十多年间通

非因火山爆发而形成的单纯自然景观。

山流向某处。那单纯又简洁的宇宙之流

过符箓和及灭（Gime，用窗户纸或布

对他而言，寄生火山是济州本身，是

逝，具有象征性。是混沌中的秩序，是

制成的神像）找寻的自然观，在经历各

痛楚和喜悦。在经历桎梏历史的期间，

流逝与寂静中济州人的认同性，是存

种济州土俗素材后，归属到了济州人

每个山脚都是凝结着济州人灵魂的史诗

在的始原。

的宇宙寄生火山。从此之后，白光益在

般的场所。
在反复循环生于寄生火山下、

在济州出生，并毕业于济州所在大学

30多年的时间里，持续创作了以寄生

奔跑于山脊、
依靠寄生火山生活并归入

的白光益画家，从一开始便以符箓和

火山为主题的系列作品。

当寄生火山上不分昼夜的宇宙空间悄然

相互交融，形成了壮美的世界。

州且济州人的文化精神与历史之象征

开启，星星、月亮和风等自然界的神

白光益说，他的作品中蕴含着尹东柱

寄生火山，将济州人的一切融入到了

有条不紊的
秘，如全景画般徐徐展开。

诗人的诗魂。作品中，承载着依偎着寄

作品之中。融入作家通过生活而获得的

横竖反复的网内，悬挂着拥有各种色彩

生火山，欲理解森罗万象的济州人的

感悟后，寄生火山系列作品被赋予了

的天空、
星辰与寄生火山。
宇宙的中心便

数星星的夜。他诠释的并非从单纯的自

作家独创性的艺术观点与语言色彩，

是寄生火山，寄生火山就是宇宙，两者

然景观获得的灵感，而是通过最像济

犹如壮大的宇宙般深不可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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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线条的美学体
崔盛圭的寄生火山

1
2

3

1.海望山房山/电脑绘图/2016
2.水月峰/电脑绘图/2016
3.寄生火山的四季（秋季）/电脑绘图/2016

通过寄生火山感受济州人心中的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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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展现的是拥有春天的嫩黄、夏天的

曲线般的委婉曲线。委婉优美的线条，

如母亲怀抱般的安全感，以及宇宙的

青绿、秋天的鲜红、冬天的无限黑白的

是韩国的山所持有的线条。他将山脊与

秩序、生命力的安全感的，并不只限于

四季。虽然是同样的寄生火山，却会随

韩国代表图纹“ 彩条缎”进行搭配，并

济州出身的作家。长时间寻找可以表现

着四季更换不同形态，这极其表现着

完成了自己独特的作品风格。虽然看起

韩国与韩国情操素材的崔盛圭作家，

韩国特色与济州本色。

来如同平面造型设计般简单明了，但

在寄生火山的优美曲线找到了答案。

如同色彩乐园作家的昵称般，崔盛圭

是其中包含着核心，还带有东方色彩

只留下了寄生火山的曲线与色彩，温

为了表现韩国特色，通过各种装饰与

与韩国色彩相结合的感触性。

柔荡漾的寄生火山曲线，犹如济州大

技巧，表现了山体。他在作为产业设计

崔盛圭来到济州看到寄生火山的曲线

地的深呼吸般此起彼伏。不经意间，远

师活跃于各个领域的同时，持续制作

后，得到了很深的感触。他认为的最韩

处的寄生火山瞬间来到眼前，而眼前

利用韩文、太极旗等韩国素材完成的插

国性的线条，都集中在寄生火山上。如

的又会慢慢走远。凝视作品，仿佛有一

图作品。他的作品世界，是寻找可以投

同柔和的Sin函数曲线般的山脊，它如

种陷进寄生火山所蕴含的世界般的感

射韩国人认同性的对象的过程。
终于，

同韩服袖口线条与月亮坛、布袜尖儿的

觉，虽然知道是光效应艺术，但却还

崔盛圭在曲线中找到了答案，并发现

曲线般，带有济州特色，甚至涵盖了

是被寄生火山所拥有的生命力所征服。

所有韩国特色素材中都存在如Sin函数

韩国的线条美学。这也正是韩国人一直

以来追求的灵活的感性。因此， 崔盛圭

山作为作品的素材。济州的大海，是在

作为济州神话的发源地、生活的乐园以

作家说，“寄生火山是济州岛的形态、

地球的另一边也能看到的神秘之海，

及抗争精神声息的场所，寄生火山是

济州人民的心性和韩国人民的象征。”

济州的天，也是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

蕴含着济州人的人生与气息的地方。寄

并表示，并非在济州画寄生火山，而

的美丽天蓝。如果融入寄生火山，那便

生火山温柔拥抱着济州所经历的历史

是以济州岛民的心情写了一篇“线条优

是济州独有的风景，是完美表现济州

与痛楚，艺术家们也许正是为了通过

美的寄生火山之歌”。对他而言，寄生

之美的作品。所以度艺术家来讲，没有

寄生火山，来表达埋藏于济州人民心

火山超出自然，它是济州人民文化的

比寄生火山再能表现济州之美的素材

灵深处的悲痛。因为对他们而言，寄生

象征，是最具济州特色的济州人民的

了。然而，寄生火山并非单纯的风景，

火山是超出自然的美丽，是表现自身

认同性本身。

而是承载济州人生活面貌与文化，以

自我与认同性的艺术对象，以及济州

很多艺术家为了表现济州，将寄生火

及济州的一切的全新世界。

文化与艺术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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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堂，生活与宗教等同的济州人之圣所
文•图 Joey Rositano(纪录片导演)

细花里天子道（Cheonzatto，细花里守护神）
山神堂燃灯神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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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屹里本乡堂新过岁祭

我开始从事摄影，与其说是对艺术的热爱，更是为了

上映的电影
《众神的世界；乔伊所痴迷的济州神堂故事

记录下济州岛内崇拜图俗信仰的最后一代人的故事。
今

(Spirits: The Story of Jeju Island's Shamanic Shrines)》
的制作当

年是我在济州岛生活的第11年，也是我开始研究并记录

中。
电影
《众神的世界》
是描述济州岛民与神堂以及土俗

土俗信仰的第5年。
一开始的两年，努力通过影像媒体记

信仰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长篇纪录影片，将在变化多端

录下了土俗信仰与信徒们的记录，那之后便正式开始

的济州岛，岛民们为维持信仰生活与传统方式而做出

应用摄影。
虽然开始摄影的时间不长，但却感觉已经发

的努力记录到了影片中。
开始济州岛探险生活，转眼是

现了照片带有的可能性。
摄影与其他媒体相比，更勇于

第11个年头，个人认为已经对济州岛了如指掌。
在投入

挑战，而且可以立即表现我的想法与观点。
如今，已经

与电影制作的过去5年间，以济州岛各地的村庄为中心

深深陷入摄影的美妙当中，即使其他题材，也开始优

进行了探险，并与渔民、
海女、
农民、
巫师、
学生、
店铺老

先适用相机。
有关土俗信仰，一般使用记录照片，却仍

板等很多人见面，听取了有关济州岛巫歌的信息。
这一

在尝试其他创意性的方法。
最近正在专注于即将在济州

行动的目的在于，摆脱书上记录的济州岛巫歌，搜集

人们互相口传下来的故事。
并通过历经几年访问巫师，

就会优先想到济州方言。
坐车公交车在市区和村庄来往

最终成功搜集了与济州岛普通巫歌不同的形态各异的

的途中，听到爷爷奶奶们用济州方言对话，就会有一

神话。
在我开始做相关工作的时候，是济州岛旅游开发

种莫名的亲切感与暖意。
济州方言在我使用并感受韩语

潮吹起之前，因此正好能将细花或月汀等偏僻山村，

的过程中，起到了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
因为听得懂济

逐渐转变为游客涌入的旅游景点的过程完好记录下来。 州方言，所以单靠我一个人也可以进行大部分的采
虽然现在访客颇多，记得以前访问细花的时候，只能

访，也得以顺利进行济州岛探险。

听见蟋蟀声和海涛声。

因为整个过程中没有资金赞助，所有一切都要自己承

如上所说，我的电影主题是济州岛民的信仰生活。
济州

担，因此需要勤俭解决。
在采访的过程中听到最多的提

岛各地的村庄，都住着守护村庄的守护神，这些村庄

问是，为什么会开始研究济州岛图俗信仰，我想说，

守护神虽然与大祭等活动的主人公神有着不同的功

绝对不是因为济州岛的土俗信仰尤其是海女文化开始

能，但却是济州岛神话中不可缺的重要存在。
居住于各

出名。
因为我开始这件事，是在土俗信仰与海女文化还

个村庄的巫师和村民们，与这些村庄守护神有着密切

没有人气的11年前，也许真正的动机，是因为通过济州

的关联，同时具备了神堂巫歌等神话体系。
每当遇到难

岛老人家们的人性美或人文方面的特别之处，从而引

事，最先找过去的便是村庄守护神所在的神堂，并且

发了对人类存在的深刻反思。

各村庄每年会进行2~4次大型祭礼。
每个村庄的神堂形

虽然济州岛的老人家们，在历史的激流中经历了许多

态也各不相同，这一部分将通过影片详解。
目前为止研

痛苦，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与大海、
陆地以及自然

究的济州岛神灵有1万8千个，其中有几百个神，是比较

和神形成并维持着密切的关系，从而拥有安逸的现代

家喻户晓且起到村庄信仰之重心角色的神。
其中，大部

人所没有的洞察力。
同时，他们也是与神们共存并实践

分出自松堂本乡堂的金白珠
（Geumbaekjo，女神）
。

宗教本质的人们。
正是有老人家们的教导，我才能顺利

通过在济州岛拍摄途中录取的语音，还能学到济州方

研究济州岛的神话与信仰生活，并从中发现另外一个

言。
其实比起标准语，我更喜欢济州方言的语调。

自己。
希望11月份即将面世的习作，可以成为现代社会

因为济州岛是我在韩国的唯一住处，因此提起韩语，

对传统与信仰的意义和未来的深刻反省的有益平台。

金宁里本乡堂新过岁祭

终达里龙王祭

Joey Rositano 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出版了济州图俗信仰写真集。其制作
的以济州图俗信仰为素材的电影《众神的世界》，将于11月份在济州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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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马的故乡

以马主题小镇重拾往日名气的衣贵里
南元邑衣贵里是朝鲜时代运营马场的献马功臣金万镒的故乡
他的牧场范围曾包含衣贵里至桥来里
相传共饲养了一万余匹骏马。
文 高受延（节目构成作家） 图 李一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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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贵里村庄共同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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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面有风景优美的衣贵岳，四周流经西中川与衣贵川的衣贵里，位于西归浦
市南元邑中山间。
村庄由中央洞、
月山洞、
山下洞构成，居民人数约1800余人。
衣贵里村庄的由来，始于济州史上曾任最高官员的“献马功臣金万镒”
。
衣贵
里出身的金万镒曾经营朝鲜时代规模最大的马场，其范围从衣贵里直达桥来
里，并饲养了一万余匹马。
由于长时间的壬辰倭乱，国营牧场遭到了封闭，国家的仓库也日渐荒废，朝
鲜当时急需马匹。
就在这时，金万镒向国家献出了适合战斗的战马、
用作交通
工具的驿马、
伴君军粮与武器的驮马等共1300多匹马，并分7次进献。
由于功劳
可嘉，在1620年（光海君12年）
被封为正二品五卫都总府都总管，成为了献马

金万镒第17代后孙 金京玉 里长

功臣。
1628年
（仁祖6年）
以79岁高龄成为了从一品崇政大夫。
1724年，金万镒的
子孙金南宪，为饥荒的百姓献出了储备粮约1340石。
被这一善举感动的英祖，
特赐了一套锦衣，而衣贵里，顾名思义是指“君王上次昂贵衣物的村庄”
。
金
万镒的第17代后孙金京玉里长说，金万镒家门的子孙们足足作为山马监牧
官，足足延续了218年，在没有战乱的时期也坚持献马。

衣贵马主题小镇骑马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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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马功臣金万镒墓域

重拾济州马故乡名声的新的飞跃
作为曾经最为繁盛的马供应地，衣贵里最近开始了新的飞跃。
“村民们共同出
资经营的村庄共同事业衣贵马主题小镇，是重新找回旧日名气的第一个开
始。
因位于汉拿山风景迷人的村庄共同牧场内，不仅天气好，而且给孩子们
讲述献马功臣金万镒的故事，还能长知识，很多游客都非常喜欢。
”
金昇玉里
长说，最大的成果是以法人形态运营的村庄主力事业，让居民们团结一致。
乘着济州凉爽的秋风，和马儿一起在情景扁柏树林和绿草原尽情奔跑，确实
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为了宣传衣贵里献马功臣金万镒与济州马的故乡衣贵里，在10月8日将举办为
期两天的“第一届济州衣贵马节”
，这是另一个村民和谐的开始。
金昇玉里长
表示，为了打造村民们一起准备，并从中收获快乐的可长久发展的村庄庆
典，将努力奠基根基，循序渐进。
衣贵里与中山间的其他村庄不同，以丰盛
的果树农业代替了老屋的情趣。
然而看似丰饶的衣贵里，也有需永远铭记的
惨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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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三事件当时，讨伐队在衣贵里和附近的水望
里比其他村庄提前约10天进行了焦土化战略。
数十
所房屋全部被烧毁，还有许多牺牲者。
此外，1949
年武装队对驻扎在南元面衣贵里的2连队2中队进
行了突袭，却不幸失败，最终酿成了收容在衣贵
国民小学的80~90位村民全部被枪杀的惨剧。
他们
的尸体被放置在了冰凉的地上，次年春，分别被
埋在了3个地坑里。
那之后，衣贵里的自然村
“乌木
通（Wutmultong，村名）”和“东山嘎乐（Dongsangarum，村名）
”
等全部消失，现在变成了果树园。
金万镒的第17代后孙金京玉里长说：
“衣贵里约250
1

多人被牺牲，弄滴也变成了荒地，上千匹牛马曾
游玩的济州最大的牧场也一夜之间被焦土化了。
”
这是这个美丽和平的村庄经历的悲惨事件。
铭记惨
痛历史的
“衣贵村四三街”
，于9月11日正式开放。
衣贵里的历史不只是一个村
庄的历史，是济州岛的历史
性 、精 神 性 财 产 。村 民 们 表
示，政府应加强对献马功臣
金万镒的故乡衣贵里的关
心，与村民和谐一起在行政
衣贵里金昇玉里长

方面给与支持。金昇玉里长
说：
“衣贵里丢失了许多以前

2

的面貌，剩下的只有过去的名气和生产优质水果
的果园。
但是我坚信会变得更好，我们会以献马功
臣金万镒的故乡和济州马的故乡为骄傲，努力做
好村庄事业和庆典，打造更加健康快乐的村庄。
”
她一边回忆起小时候游玩船舶休息处，一边说道
幸好我们还有传给下一代的文化遗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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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重建后的衣贵里，虽然没有往日的偶来情趣，
但是树木长势好，呈现郁郁葱葱的风景。
3.展现金万镒一生的衣贵马主题小镇壁画

衣贵马主题小镇
水望

西

城

交叉

路

路

字路口
水望十

金万镒墓域
船舶休息处
南
朝
路

衣贵马主题小镇

衣

主题小镇位于可眺望汉拿山的清净衣贵里共
同牧场。
在这里可以了解济州马的历史，还
能体验文化教育和骑马，乐趣无穷。
除了专
业骑马教练的初学者教育与专业教育之外，
还有骑马体验、
自由骑马、
骑马培训与户外骑
马等普通项目与会员项目。
西归浦市南元邑西城路955-117
咨询：070-4233-9777
（每周一休息）

贵

中央洞
←汉
南

月山洞
川

显义合葬墓遗址

新兴2里→
里

衣贵里事务所 衣贵小学

西中

川

衣贵岳

衣贵交叉路

山下洞

衣贵马形象
南元邑↓

2010年，衣贵里开发了衣贵马形象，
并作为村庄的象征设置在了路灯上。
每到夜晚，透过点亮村庄的衣贵马可以看
到衣贵里的明亮未来。

衣贵川船舶休息处

衣贵村四三街
有
“通往水望里的路”
和
“通往文岳驻扎地的路”
共两条路线，
各长7公里。
咨询 064-764-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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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白珠（Geumbaekjo，女神）”济州神话的发源地

向济州神许愿的村庄，松堂里
济州的美丽风景线寄生火山，其中带领东侧18个寄生火山的“寄生火山发源地”松堂里。
尤其是坐落于其中心的堂山峰，是松堂里居民们的骄傲。
因为济州神话的象征，众神的故乡“松堂本乡堂”坐落于此。
文 张慧俐（爱尔兰故事(株)作家） 图 李一燮

让人情不自禁想要出游的初秋，走过苍郁的杉树林路，会遇见由清风与寄生火山点缀
的村庄。
村内的道路边停满了车辆，出名的美食店院子里人山人海。
成为著名旅游景点
的松堂里，位于旧左邑坪岱里向南约9公里的海拔200米高的中山间。
东、
北、
南侧分别与
细花里、
坪岱里和汉东里、
城邑里和终达里相邻。
拥有约900年历史的村庄与18个凹凸起伏
的寄生火山之间，是广阔的草原地带，景色异常壮观。
除了电影
《李在守之乱》
的拍摄地
阿父岳以外，还有景色迷人的泉岳、
內石岳、
外石岳和被榧树林包围的石岳，以及被评
价为东侧寄生火山中高度与景色首屈一指的高岳等，其景色吸引着众多游客的心。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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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嘎灭乌岳（Game-ok，山名）眺望的外石岳、內石岳、高岳、逆泉

是位于村庄中心的堂山峰，是松堂里居民们的骄傲。
因为济州神话的象征，众神的故乡
“松堂本乡堂”
坐落于此。
济州岛受岛屿地形影像，在饱受自然限制以及大海的肆虐下，
对神的依赖度较高。
济州岛内残留的本乡堂、
酺祭坛、
处女堂、
弥勒堂、
海神堂等各种民间
信仰，正是他们所经历的艰苦人生的见证。
其中地位最高的松堂本乡堂，位于杉树葱郁的堂山峰（306米）
北侧山脚。
在大人身高般
高的方形石墙内，放置台阶式祭坛，最后用单间瓦顶盖上的小石室内，供奉着
“金白珠
（Geumbaekjo，女神）
神位”
。
松堂本乡堂的堂神是象征多产的“金白珠（Geumbaekjo，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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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
，据流传的堂神巫歌内容，出生于首尔南山的金白珠（Geumbaekjo，女
神）
在婚期将至时，来到济州岛松堂村与名叫小天国的男子结了婚，在生下
许多孩子并经历艰难人生后，分别在上松堂与下松堂丧命，并成为了各村庄
的堂神。
而他们的子女也相继去到其他村庄，成为了各地的堂神，因此这里
被称作众神的故乡。
在松堂里，每到阴历正月十三，全村人都会聚在本乡
堂，举行防厄运求幸福的“松堂里村祭”
。
这一祭礼被指定为了济州特别自治
道无形文化财第5号，可见作为神话或文化方面的有意义的场所，延续着其
命脉。

松堂里高正植里长

恨不成田的寄生火山，如今成为了宝贝
松堂里最近正为了新的村庄事业而热闹非凡。
松堂里高正植里长在称作环保
热气球俯视松堂里后，颇有感触。
“我们从一出生就与寄生火山为伴，以前恨
不得变成田地，但是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宝贝。
没有养猪场或工厂，美丽且干
净的村庄和寄生火山，我们一定要继续保存下去。
”
松堂里在坚守绿色环保的信念下，通过利用得天独厚的资源，开始了村庄共
同牧场以及利用寄生火山的村庄事业。
利用村庄资源打造的寄生火山生态探
访路、
松堂里村庄探访路、
绿色治愈路、
寄生火山热气球巡游等将济州中山间
村庄的清净自然与故事相结合的绿色治愈景点，正备受游客的关注与喜爱。

1.通向高岳的路（扁柏造林地），松堂里有许多由葱郁的榧子林和杉树林形成的林路。ⓒ洪纯炳
2.绿色治愈骑马路（设于堂岳、堂山峰、阿父岳等地的9公里骑马路）咨询：064-783-4093
资料提供：松堂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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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松堂本乡堂新过岁祭 ⓒ崔宰英

此外，还通过松堂工坊、
松堂商会、
来一场、
打造创新村庄等事业，激活了村
庄共同体并创造了老年人工作岗位，在将环境破坏缩减至最小化方面，展现
出了极大的热情。
"祈愿的村庄，松堂"新建村庄探访路
鉴于松堂里是济州神话与寄生火山的发源地，去年与济州观光公社一起制作
了“祈愿的村庄，松堂”
品牌，向全国打响了松堂村的崭新开始。
此外，利用
村庄的象征金白珠
（Geumbaekjo，女神）
本乡堂和堂山峰以及堂岳散步路，新
建了一条可以体验松堂村的自然与文化的松堂村探访路。
整个探访路线耗时约2小时，走在其中，将深深陶醉在松堂所怀抱的寄生火
山美景与村庄的情致当中。
来到堂山峰金白珠
（Geumbaekjo，女神）
本乡堂前的冬柏树路，可以在代替过
去济州人祈愿安康的细布而重新制作的许愿纸上，写下自己的心愿并挂在许
愿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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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包装村庄特产的
“松堂工坊”
！
用1吨卡车移动宣传并销售的
“松堂商会”
！
松堂里和寄生火山之间随处可见一个独特的卡
车，那就是村民们共同经营的
“松堂商会”
快餐车。
它的最大优点是可以随时随地给游客展示松堂里
代表特产，如沙参、
大豆、
荞麦、
土豆等各种新鲜蔬
菜。
高正植里长说，因为由村民们亲自在“松堂工
坊”
加工并包装，对产品的满意度较高。
松堂里的好处可说不完，高正植里长继续讲到，
“最重要的是教育，懂才能做。
”
里事务所2楼约40
1

多坪规模的空间正在改造中，是为了开设松堂里
小型图书馆。
图书馆将用作儿童学习房、
居民聚会场地、
教育及
社团空间。
此外，还将进行福利空间扩大工程，并
确保体育锻炼室。
高正植里长最为重视的是以守护
文化遗产为目的的教育与培养。
通过济州文化遗产
研究院的支援，正在为了传统文化和自然生态的
传承与保护，积极努力培养专业人力。
直到现在，
居民们也积极参与寄生火山、
神堂、
历史等教育活
动。
为了可持续发展，松堂里居民们正在树立并实
践梦想，打造新的未来。
位于寄生火山群深处的充
满济州特色的村庄，以其固有的面貌开始了全新
挑战与飞跃，并逐渐成为闪亮的钻石。

2
资料提供：松堂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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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村庄探访路经由的上洞，仍保留着乡村情致。
2.松堂里特产沙参地里正在忙着除草。
3.跳蚤市场“来一场”
（5月至10月的最后一个周日）

↑
坪
岱
里

载着松堂里特产移动的

松堂商会

座岳

后曲岳

为了促进发展，村民们自发地设立了法人，
通过提供新鲜时令蔬菜以及食品开发，
载着加工好的大豆、
荞麦、
土豆、
沙参等各种产品，
在村庄、
寄生火山和道内活动场所进行出售。
咨询：064-783-4093

←德
川里

西洞
里

花

细

↑

松堂十字路口

上洞

中
山
间
道
路

松堂里事务所
松堂小学

箕岳
外石岳

堂山峰
松堂本乡堂

榧
子
林
路

东洞

堂岳

高岳
內石岳

松堂牧场放牧区

阿父岳
逆泉岳
金

七岳

仙足伊岳

白

珠

文石伊岳
路

水

文岳

大川
交叉
路口

李承晚别墅
繁

←

里
桥来

小石额岳

大川洞

荣

山

里

→

大石额岳

路

飞雉岳
城
邑
里
→

成佛岳

李承晚别墅
松堂里村庄探访路
从松堂里事务所出发，路过堂
岳、
堂山峰后返回外石岳与內石
岳的路线，有长途和短途两个
路线。
长途探访路 9.8公里（3小时30
分钟左右）
短途探访路 6公里
（2小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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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传统文化村

制作农具的济州锻铁工艺之中心，德修里
济州西侧，可以俯瞰山房山与龙头海岸的村庄德修里
寂静的村庄风景与其他济州中山间农村没有两样
然而却声息着独特的济州文化。
文 李俊锡（PD，爱尔兰TV）图 李一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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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磨石之歌表演 ⓒ李晶

背对山房山位于北侧的中山间村庄德修里，从地理位置来看，是远离海岸的典型中山
间农村，拥有广阔的柑橘地。
寂静的村庄内，留有旧时的偶来路和石墙，为继承并发扬
济州传统文化而不断付出着努力。
西归浦安德面德修里，有一个外形巨大的石碾。
在没有发动机的过去，都是靠牛马推动
石碾来捣粮食或碾小麦。
正式通过这个石碾，我们有机会更进一步了解德修里的宝物
“济州传统文化”
。
10个年轻男性也很难抬动的巨大磨石，在村民们的齐心协力下才能移
动，而每在这是哼唱的
《滚磨石之歌》
是德修里的代表性劳动民谣。
在田野或山上做成石
碾的上石
（可翻滚的石磨）
和碾盘后，村民们边唱民谣，边把石磨和碾盘搬到村内。
当今
为数不多的这支民谣，是当时为了给村民们打气而哼唱的劳动民谣。
从前，德修里村的一位石匠在附近的石山制作了巨大的磨石，请来几十个青年一起搬
运，却丝毫没有移动，让他很是着急。
石匠在石头上套了一个缰绳，终于在村民们的齐
心协力下，搬动了磨石。
德修里金东权乡长说，当时制作的歌就是这首
《滚磨石之歌》
。

《滚磨石之歌》
，随着
“来，一起把石匠几天几夜做成的磨石滚回村里吧”
的口号唱起。
接着便是
“嘿呦滚磨石的声音/沿着弯曲的路向前走吧/前面有个险峻的山呦......”
等歌词。
歌曲中还会插入
“嘿呦，嘿呦”
等助兴的段子。
该歌曲被指定为了济州特别自治道无形文化财第9号
（技能保有者金永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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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300多年历史的锻铁工艺
德修里的另一个亮点就是锻铁工艺。
锻铁工艺是指用黏土制作模具后，导
入生铁熔化而成的铁水，制作铁锅或
犁铧等的工艺。
从前，济州的大部分
农具都出自德修里，从犁铧到锄头、
生铁锅等，都出自村民之手，德修里
的锻铁工艺也日益繁盛。
然而，持续250年负责济州岛民农具
生产的德修里锻铁工艺，如今面临了
巨大危机。
比起10个犁耙，性能更好
的拖拉机和耕耘机普及了整个村庄，
农具制定量和使用者也随之越来越
少。
最终，全村人聚在一起做农活的
场景已成为了历史，而锻铁工艺成为
了村庄的代表文化（济州特别自治道
无形文化财第7号）
。
另外，还有用秸秆编按压房顶用的草
绳的时候唱的
《编草绳之歌》
，在多风
的济州，为了防止草房屋顶被吹走，
村民们便唱起这首歌。
德修里在1979
年，通过
《锻铁工艺》
首次获得文化公
报部长官奖之后，于1980年在全国民
俗竞赛中以
《滚磨石之歌》
荣获了总统奖，1981年以
《编草绳之歌》
再次获得文化公报
部长官奖之后，1994年被指定为了文化村。
今年，德修里民俗表演场依旧准备了锻铁
工艺再现活动，展开村民与游客一起和谐相融的《第25届传统民俗庆典》
。
在这里，
可看到通过展示祖先代代相传的《滚磨石之歌》
《
、锻铁工艺》
和《编草绳之歌》
等方
式，坚守村庄文化遗产的德修里村民们的身影。
金东权乡长说：
“只有想要坚守并发掘济州传统民俗的意志和地区居民的共同以意
识合为一体，传统文化才能真正保存并传授。
希望以锻铁工艺庆典为契机，济州的
传统文化能够发展为世界性的文化财。
”

德修里金东权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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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铁工艺再现 ⓒ李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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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济州的村庄

济州传统文化栩栩如生的村庄德修里
继承村庄酺祭与乡约，是村庄共同体精神的产物

天亮十分的德修里，精心打
扮的老人家们三三五五结伴
进入同一个建筑，
“村里有活
动吧！”
遇见德修里尹武俊里
长便脱口问道。
“不是活动，每天早上我们村
德修里尹武俊里长

的老人家们会聚在福利院一
起吃饭。
”

德修里老人家们每周有5天会在福利院相聚。
以
“干
净整洁且充满微笑的福利院”
为标语，宋大元会长
策划运营着各种项目。
他说：
“在其他村庄很难看到，我们村以乡约为中
心，上有村庄老辈乡长，里长、
妇女会长和青年会
长相互支持合作，共同引领者村庄共同体。
虽然广
为人知的只有锻铁庆典，但是值得被指定为文化
村且让人自豪的，是老一辈们一起学习、
一起交流
并守护健康的身影。
”
虽然福利院的会员们会一点一滴给与补贴，但最
重要的是村会的大力支援。
一起吃完午饭，会进行
一名讲师一个福利院、
微笑治疗、
老年健康体操、
防
老年痴呆教育、
保健诊疗教育、
现场学习等各种活
动。
也许，这些充满生机的村庄老年人们，正是德
修里发展的原动力。
始于奉天水高巴古利（Gotbaguri，地名）
的设村400
年德修里，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和四三事件下也
未曾错过的350年村庄酺祭，锻铁历史300年，将命
脉连续至第25届传统民俗庆典，这些动力都是来
自尊老爱幼、
相扶相持的村庄风土人情。
为了锻铁
工艺的国家指定与下一代，德修里将继续

在德修里，山房山伸手可触般展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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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
州
市

生铁锅、
生铁犁耙
德修里的300年锻铁工艺

第25届德修里传统民俗庆典
←

平

路
↑
西
广
东
里

西
广
西
里

在过去的济州，绝大部分生活必需品只能自给自足。
德修里传统民俗庆典，通过对当时农具生产过程的再现，
向济州道民与游客宣传济州的传统生活方式，
庆典于每年10月，在济州雕刻公园进行。
可欣赏到
《锻铁工艺》
再现与代代相传的
《滚磨石之歌》
与
《编草绳之歌》
等表演。
咨询：064-794-3609

和

路口
交叉
德修

高巴古利（Gotbaguri，地名）

←

安

城

里

德
修
西
路

上
仓
里

→

德修里事务所
福利院
济州雕刻公园
德修里民俗表演场

德修小学

资料提供： 济州观光公社

← 大静邑

单山

一周西路

和顺里 →

沙
溪
里
↓

德修里柑橘农场
每到秋天，旱地作物与柑橘是德修里
的主要收入来源，结满金黄色柑橘的
农场景色美丽至极。

山房山

高巴古利
（Gotbaguri，地名）
德修里的设村由来奉天水，过去在这里挖水池后，
看到形态犹如花篮，因此被叫做高巴古利
（与花篮谐音）
。

德修里村的自豪，福利院

ⓒ李晶

每周5天开放的福利院，是会员们相互交
流并促进友谊的场所。
通过运营各种项目以及创造老年人工作
岗位，打造了安稳的生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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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记录

延续时间-耕地与种苗

1992年 ⓒ姜万保

74

2016年 ⓒ李一燮

靠牛拉犁耕地并用手种苗的情景，已经成为了过去。
当早晚吹起清凉的秋风，涯月邑凤城里便会因种植西兰花而忙的不亦乐乎。
用
牛耕地的风景已找不见，利用80马力的拖拉机和播种机，即使几百坪地，也能在三四个小时内种完。
虽然地势险峻或角落部分，
需要用手填满，但却还是省去许多事。
姜万保 摄影家曾任汉拿日报摄影部长与日本特派员，现为
“梦想艺术创作室”
代表。
李一燮 摄影家曾在深泉水和韩国画报做摄影记者，现负责进行
“济州岛中山间摄影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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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的美味

天高马肥的季节

“至尊美味，
品尝营养丰富的
马肉料理吧”
文 郑智珉(自由撰稿人) 图 李晶

马肉中有三高和三低，三高是高蛋白、
高钙、
高维生素；三低是低卡路里、
低胆固醇、
低碳水化合物。
即，猪牛肉中有且对身体不好的成分含量少，而猪牛肉中没有且身体所需要的成分含量较多。
其中，铁的含量比其他肉类高2倍、
糖原高3倍。
因为马是疾病较少的动物，再加上饲养过程中不使用抗生素或激素
也是一大优势。
不饱和脂肪酸成分与最近备受瞩目的鸭肉相同。

济州的家庭主妇K站在超市鲜肉卖场前，本是来买牛排用牛肉的她，发现了旁边的马肉。
售货员走过
来告诉她，马肉与牛肉口感与味道差不多，但是马肉的营养更丰富。
虽然优惠活动标签吸引了她的眼
球，但是又突然想起有关马肉的一些说法。
她记得曾经去过马肉餐厅的朋友说马肉非常硬。
最终，她
还是选择了牛肉。
因为丈夫和孩子非常挑剔，K觉得没有必要用新食材进行冒险。
公司职员J正在计划将与男朋友一起去的济州岛旅行。
向体验济州独特经验的J，决定挑战骑马和马肉
套餐料理。
虽然吃不了肝或内脏等食物，但是炖排骨、
饺子和调味烤肉还是可以吃的。
但是看到预约餐
厅的图片后，男朋友的表情不太好。
他想，好不容易旅游一趟，总得去充满现代感且时尚一点的空
间。
最终，J预约的是海岸道路附近有人气的炸黑猪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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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和J遇到的问题，正是围绕马肉的大众化，我们所有人都共同面临的困境。
作为餐桌上的饭菜，围绕
马肉有很多好听的说法，但终究还是不太熟悉的食材，再加上有很多成见。
作为在特殊的日子或旅行
中享受的马肉，虽然会是一个不错的特殊体验，但是选择受限。
因为大部分传统马肉餐厅，主要针对
吃过马肉的40岁以上济州道民做生意。
2014年，政府将济州岛指定为马产业特区。
济州的易买得超市
内，自12月份开始已经出售马肉。
西归浦市畜牧业合作社为了激活食用马事业，与易买得联手，计划
将流通网络扩大至全国。
然而，在易买得购买过马肉的顾客反响，确实不是很理想。
位于老横洞的马肉专门店
“GOWUNI”
的韩地领代表，对此表示惋惜。
在2013年农协中央会主办的
“第
一届马肉料理竞赛”
中荣获冠军的韩代表，本是一名牙科卫生员。
11年前，让韩代表不惜辞掉稳定工
作而从事马肉行业的，是
“奇怪的客人们”
。
当时，她每晚都会去母亲的餐厅帮忙，而有些客人总是来
她们的猪肉专门店要马肉。
因为好奇顾客们为什么找马肉，她便开始看一些有关马肉的书，并从中看
到了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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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的美味

三高是高蛋白、
高
韩代表说，马肉有三高和三低。

韩代表屡次强调，正确料理的马肉绝不会有
饪。

钙、
高维生素；三低是低卡路里、
低胆固醇、
低碳

那样的现象。
“在试吃活动中不知道是什么肉的情

水化合物。
即，猪牛肉中有且对身体不好的成分

况下，吃过的人100%都说好吃的就是马肉。
”
不

含量少，而猪牛肉中没有且身体所需要的成分含

太熟悉的人，会有一些成见。
金院长强力推荐的

量较多。
其中，铁的含量比其他肉类高2倍、
糖原

食用方法是生拌马肉。
因为马肉脂肪少，生拌使

高3倍。
因为马是疾病较少的动物，再加上饲养过

用时会比牛肉更香更可口。

程中不使用抗生素或激素，这也是一大优势。
不

即使如此美味，但人们还是因不熟悉而不敢尝试

饱和脂肪酸成分与最近备受瞩目的鸭肉相同。 并购买。
两个人都认为，为了马肉的大众化，最
“牛油对身体不好，而猪或鸡容易生病，当时坚

重要的是改变人们对马肉的意识。
作为马产业特

信15年以后会急需代替这些蛋白质来源的食物。 区，官方应持续对马肉的美味和营养成分进行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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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时对马肉的认知度不如现在，但是那时候

传，并通过试吃等活动，为大众提供亲自尝试马

认为会很快火起来。
但是，没想到现在也还是没

肉的机会等。

有火起来。
”

与此同时，马肉料理师们则需要对目前的料理方

济州乡土饮食保存研究院金之纯院长对马肉的热

法进行更新，努力加入现代化因素。
以传统方式

爱，与其乡土性有所关联。
他认为，马肉中含有

运营马肉餐厅的韩代表，在2013年的马肉料理竞

济州的历史与文化。
与韩半岛内其他地区不同，

赛中出品的
“烤马肉和海藻大酱调味汁”
是完全不

济州岛内自古以来马比牛多，这一现象始于元朝

同的风格。
在摆脱韩式风格后，将马肉像牛排一

干涉期当时军马集中于济州岛的时期。
济州的自

样进行了烤制，并采用了蘸酱食用的西式风格。

然环境是牧马的最佳场所，在元朝干涉期结束

因为她认为，传统的马肉料理方式，很难抓住不

后，济州也还是继续养马并供给至内陆地区。
济

熟悉马肉的年轻人的心。
“不仅要持续开发适合的

州人用马来代替了耕作牛，并制作马肉干进贡君

调料盒调味汁，在造型方面也需要研究。
”
韩代表

王，还向内陆地区出售皮或马枪等物品，缺少蛋

正在以年轻游客为对象，新开张一家乡土饮食西

白质时一起分着吃，骨头则熬制成药品。
对金院

餐厅。
主材料仍是马肉，但是将融合现代因素来

长来说，马肉是期待能够更加发扬并长久流传的

制作。

济州文化的一部分。
“曾经在日本熊本市的一家马

马肉通过畜产品法允许屠杀并流通，甚至通过餐

肉餐厅，看到了各式各样的调料，顾客也非常

厅出售，转眼已经过了20余年。
当时喜爱马肉的

多，当时很羡慕，心想济州的马肉能够这么发展

顾客们已经年老，而年轻人却不熟悉马肉。
访问

该有多好。
”
金院长还以易买得员工为对象，进行

济州岛的游客每年都在增长，迫切希望如同崭新

了马肉相关教育。

的旅游趋势，济州的乡土文化也能够呈现全新的

韩代表与金院长强力推荐马肉的第一大优势，是

面貌。
秋天是“天高马肥”
的季节，的确在秋天，

它的口味。
现不谈它的营养价值、
历史文化等部

即使不注重一举一动，马尔们也会个个肥硕。
因

分，光是口味就足以吸引大众。马肉发腥或肉

此，秋天是马肉旺季，懂得吃马肉的人们不会错

硬，那是过去流通管理不合格的时候的说法，也

过这一季节。K和J究竟能否会在秋天吃上马肉

可能是在不了解各部位特点的情况下进行了烹

呢？马肉大众化站在了重要的分叉口上。

“GOWUNI”代表韩地领开发

烤马肉和海藻大酱调味汁
烤马肉材料
里脊 200g、
红皮洋葱30g、
矮韭0g、
花椒2叶、
橄榄油2大勺、
迷迭香5g、
胡椒
海藻大酱调味汁材料
海带30g、
花椒5g、
豆酱1.1/2大勺、
白糖1大勺、
清酒1大勺、
料酒1大勺、
糙米醋1大勺、
芥末酱1小勺
制作方法
1.将马里脊肉切成长四方形，放入迷迭香、
花椒、
胡椒和橄榄油腌制。
2.将矮韭切成3厘米长，红皮洋葱切丝后放入冰水后捞起并除水。
3.海带和花椒搅拌后，与其他调料材料混合，完成海藻大酱调味汁。
4.在烤热的平锅或烤盘放入橄榄油，并将腌好的马肉进行烤制，七分熟即可，最后切厚片。
5.用海藻大酱调味汁垫底后，将烤好的马肉片放好。
6.用矮韭和红皮洋葱点缀马肉，并放置花椒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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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梦幻自行车道

3处秋季绝佳骑行路线
文 编辑部 图 李性哲

赶走炎夏，吹来阵阵凉风的秋天，蔚蓝的天空和云朵低声细语，紫芒在清风的嬉闹
下欢乐起舞。
游济州的方法由很多种，其中自行车也是不错的选择。
时缓时慢地飞行
于济州，会收获更多新鲜有趣的风景。
去年刚开通的济州梦幻自行车道，想要骑完全程并非容易的事。
尤其是济州海岸道
路，是非专业者们投降的区间，除了道路边的非法停车车辆以外，还要避开偶来游
客，对新手来说确实不容易。
济州市自行车旅行的天堂，有无穷无尽的路线。
除了可以感受济州乡村情趣的中山间
路线以外，还有沿着弯曲的1100道路和516道路翻过汉拿山的极限路线，即使是专
业人士也并不轻松。
与其相比，海岸道路大致为平地且不易迷路，适合新手挑战。
还
有许多适合家族或恋人游玩的沿途中有旅游名胜以及美食与看点的路线。
其中，建议在东、
西、
南侧各选择一个区间安全行驶。
如果不够尽兴，可以再往前制作
一个属于自己的推荐路线。
金秋，一起骑着自行车，乘着风畅享济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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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中发现济州

济州梦幻自行车道 ( ● 10个区间)
沿着济州岛海岸道路形成的约234公里长的自行车道。
通过济州梦幻自行车道，可利用交通量较少的海岸道路环济州一圈。
咸德犀牛峰海边

●

龙头岩

● 金宁海水浴场

推荐路线2

●
阁楼休息区

●

日落村公园

● 城山日出峰

秋季 绝 佳 骑

推荐路线1

●

行 路线

3处

图 高汩

● 表善阳光海边

推荐路线3

● 牛沼端
●

法还海

● 松岳山
Tip!
济州岛234公里自行车旅行循环路线的预计所需时间约为16个小时。
建议从济州机场向梨湖海水浴场方向，沿着海岸道路出发。
完成234公里济州岛环游路线后，将获得认证盖章。

推荐路线

1
挟才海边
月令里
新昌风车海岸

挟才海边~龙头海岸
济州岛的整个区间都很美，尤其这一区间是最
受自行车旅行者欢迎的路线。
是被挟才海边的翠
玉色大海迷住后，经过摹瑟浦港和松岳山旅游
园区，沿着兄弟海岸路直到龙头海岸的充满梦
幻的自行车旅行路线。
如果天气好，可以在沿途欣赏到遮归岛、
加波
岛、
马罗岛、
兄弟岛等西部圈岛屿。
.

龙首浦口

路线指南
挟才海边→新昌风车海岸→龙首浦口→
摹瑟浦港→下摹海边→松岳山旅游园区→
兄弟海岸路→龙头海岸→山房烽火台

摹瑟浦港

所需时间：约3小时
行驶距离：30公里
下摹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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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岳山

山房烽火台

推荐路线

2

金宁海水浴场

下道里

月汀里海水浴场

城山浦~金宁海水浴场

细化海水浴场

在城山浦看城山日出峰后，向逆时针方向行驶，路过终达里海岸道路和
月汀里海水浴场并欣赏金宁海水浴场的路线。
区间大部分为缓坡，可安全行驶。
沿着海岸道路行驶途中，暂时停下来欣赏村庄内部也是不错的选择。
将会陷入济州海岸村庄的独特魅力当中。

终达里

路线指南
城山浦 → 终达里→下道里→细化海水浴场→
坪岱里→月汀里海水浴场→ 金宁海水浴场
所需时间：约2小时30分钟
行驶距离：约30公里

城山浦

自行车外卖服务

推荐路线

济州全区均可外卖/可中途退回
另收费/必须提前预约

3

自行车旅游
官网：www.biketrip.co.kr
咨询：064-744-5990

牛沼端~表善阳光海边
牛沼端至表善区间的道路平坦，且海岸景色优美。
前往为美港的路上，会暂时不见海岸道路，建议这时
牵着自行车慢慢行走，即可再次遇见道路。
在南元巨丘海岸名胜和偶来第5路线
（南元巨丘-南元浦口）
区间，建议停下来
欣赏周围景色，稍作休息。
路线指南
牛沼端→为美→南元浦口→表善阳光海边
所需时间：约1小时50分钟
行驶距离：约27.71公里
牛沼端
表善阳光海边
为美

南元浦口

宝岛徒步旅行
官网：www.bms-hiking.co.kr
咨询：064-721-4111
济州岛徒步旅行
官网：www.chejuhiking.co.kr
咨询：064-712-4400

为实现自行车安全文化的
自行车安全5大守则
1. 戴好守护生命的安全帽
佩戴安全帽将减少90%死亡率
2. 夜间行驶时开头灯
自行车夜间安全事故发生率较高
3. 禁止超速！遵守安全速度
自行车超速危险等同于摩托车
4. 不使用手机和耳机
注意力分散导致事故发生
5. 严禁酒后行驶
酒后骑自行车违反道路交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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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方言小课堂

어욱 살이
文 金顺子（济州大学国语文华院研究员）

을 전령 어욱이 고고릴 피왕 보랏빗으로 제주 드
릇팟딀 수놓암수다. 을 들엉 드릇팟듸영 산듸레 미
삐젱이 귀경 위헹 나들이허는 사름덜이 하영 셍겸신
게마씀. 푸린 하늘광 냑놀 배경으로 움직거리는 미
삐젱이 군무는 진짜 장관입디다. 제주 드르팟딀 기품
싯게 꾸며주는 미삐젱인 예술가덜 예술혼에 불 지평
시영 그림이영 사진덜이영 예술품을 탄생시킵니께.
어욱을 원으로 활용헌 딘 을 멩소난 관광객덜 발
질이 이어졈수다. 을은 하하 호호 어욱 계절이라마
씸.
어욱삥인 아이덜 간식거리라낫고 방둥이엿수다.
나가 두릴 때만 헤도 제주 드릇팟듼 아이덜 놀이터랏
수게. 그 드르팟듸서 놀단 아이덜은 계절에 랑 맛
신 간식덜을 아냅디다. 어욱삥인 물이 훍으난 
날 먹어도 듬직(?)허영 맛 좋앙 아이덜신디 인기라낫
수다. 연둣빛 나는 어욱삥인 맛이 싯주만 보랏빗 감
돌민 삥이가 센 거난 하영 먹으민 벤비로 고생허여마
씸. 아이덜은 어욱삥이 물 깡 밥도 허곡 떡도 멩글
멍 소꿉장난도 헤낫수다. 센 삥인 쉽게 물랑허지 아
녀난 껌치룩 질겅질겅 씹으멍 뎅겻수다. 삥이 맛은 어
욱삥이가 새 삥이보담 좋앙 인기가 셔낫수다. 영헌 추
억은 드릇팟딀 무대 앙 생활헤난 시골 사름덜이나
누릴 수 셔난 특벨한 혜택이랏수게.
비삐젱인 지집아이덜 감성을 극허는 매개체엿
수다. 미삥젱이 필 때민 친구덜찌레 을 드릇팟듸로
어욱 귀경 갑니께. 돌아오는 질엔 미삥젱일  안음
꺼꺼당 항에나 구덕에 꽂앙 놔두민 집 구석구석이 
을 냄새로 득헤낫수다. 대학 생활헐 때장만 헤도
을이민 친구덜이영 부러 미삐젱이 뽑으레 뎅겨낫
수다. 미삥젱이  안음 꺼껑 집드레 돌아오는 발걸
음은 게볍곡 음장 풍성헙디다. 요조금도 가끔썩
미삥젱이 뽑아당 집안 장식허는 사름덜 보민 엿날 추
억이 떠올랑 혼자 빙섹이 웃어져마씸.
미삐젱인 주민덜 생활 속에서 요긴허게 써난 식물
이우다. 제주 사름덜은양, 미삐젱이 피기 전의 속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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덕을 ‘미’ 또는 ‘미독’이렌 허영 생활 도구 멘드는디 이
용헤낫수게. 미 뽑아당 ‘덩드렁마께’로 두드린 후제는
꼬앙 초신 총으로도 쓰곡 녜덜 물질헐 때 쓰는 망
시릴 멘들기도 헙디다. 미로 멘든 망시린양, ‘미망사
리’렌 헙니께. 경허곡, 베를 드령 짐 질 때영 무시거 무
끄는 디도 용헙디다.
미삐젱인 미심 재료라마씸. 미삥젱일 제주선 미꾸
셍이, 미우젱이, 어웍고장, 어웍꼿이렌 읍디다. 미
심은 미삐젱이 필 리에 뽑아당  줌씩 잡앙 멧 가
닥으로 쪼갠 끅줄로 친친 동여메영 멘듭니께. 이때 
용허는 끅은 칙이라사 허여마씸. 영 멘든 미심은 시
간이 흘러가민 미삐젱인 부풀어 올르곡 끅줄은 라
가멍 노끗 모냥으로 헌 심지가 멘들아져마씸. 미
심은 불을 부뜨게 허는 노끗인디, 제주 나이덜은 곽
살이 귀헤난 시절엔 밧듸나 드릇팟듸로 일허레 뎅길
때 들렁 다녀낫십주. 미심 불껑을 이용허영 담뱃불도
부찌곡 드릇팟듸서 불 살를 일 실 때도 이용헙디다.
미심은 곽살이 귀헤난 시절에 드릇팟듸서 손쉽게 이
용헤난 불씨 아니우꽈? 미심은 지역에 랑 새심이엔
도 허곡, 화심이엔도 허곡 홰심이엔도 읍데다.
경허곡 미삐젱인 곡석이영 촐덜이영 눌을 더끄는
람지 우의 더끄는 주젱이영 초집 가젱이 알 박는 재
료로도 써마씸. 시 감저씨 묻엉 놔두는 구뎅이 소
곱을 빙 둘를 때도 용헙디다. 이것말고도양, 어욱
은 여름에 쉬덜 먹이라낫수다. 경허곡 잘 른 어
욱은 불 잘 부뜨곡 네도 잘 나지 아녀난 저실에 지들
케로도 인기가 잇어마씸.
이치록 다양허게 활용헤난 어욱도 그 쓰임이 라
지멍 추억 소곱으로 묻어져불엄신게마씀. 경허곡 개
발 름으로 제주 어욱도 츰츰 췰 감추멍 그것
에 얽어진 추억덜도 줄어드는 거 닮아마씸. 경허난 제
주 을을 감성으로 물들여난 어욱 향연을 되살릴 수
싯게끔 남아 이신 어욱밧이라도 오래도록 보전헐 수
잇어시민 좋으쿠다. 어욱은 제주 사름덜 삶의 문화를
요긴허게 예까온 감성의 식물이라부난마씸게.

中文阅读

紫芒人生
报秋的紫芒开了穗，将济州田野染成了一片紫

或
“弥道
（Midok，紫芒内皮）
”
，并用它来制作

色。
为了欣赏紫芒花，前往田野和登山的游客

生活道具。
采一些
“弥
（Mi，紫芒内皮）
”
用铁锤

也逐渐增多。
以蓝天或晚霞为背景，优美摇曳

敲打后，编起来做鞋头装饰，或者做成海女

的紫芒花群舞，景色尤为壮观。
为济州的原野

们潜水时用的捕捞网。
用
“弥
（Mi，紫芒内皮）
”

增添气质的紫芒花，在艺术家的一番发挥下，

做成的捕捞网叫做
“弥捕捞网”
“
。弥
（Mi，紫芒

以一首诗、
一幅画或一张照片重新诞生。
游客们

内皮）
”
还能编成绳索，用来提东西或紧绑。

的脚步，不停地前往以紫芒为主要资源的秋季

紫芒花还是制作
“火绳”
的材料。
在济州，紫芒

旅游景点。
秋天是名副其实的紫芒的季节。

花被称作“弥古僧已、
弥比曾已、
弥乌曾已、
娥

紫芒嫩芽曾是孩子们不错的零食和玩具。
在我

与古章、
娥与花”
等。
“火绳”
的制作方法是，在

小时候，济州岛田野是孩子们的游乐园。
在不

紫芒花开之际采一把紫芒花，然后用细分的

同季节，田野会给孩子们提供不同的美味零

葛藤绑紧。
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使用生葛。
做

食。
紫芒嫩芽粒大，只吃一个就会有一种饱满

好的“火绳”
，在一段时间过，紫芒渐渐膨胀

感，而且味道十分鲜美，在孩子们之间最受欢

而葛藤越来越干，最终变成细绳状的灯芯。

迎。
呈淡绿色的紫芒嫩芽带一点甜味，而一旦 “火绳”
是用于点火的细绳，在火柴昂贵的过
发紫，嫩芽就会老，一不小心就会便秘受苦。 去，济州男人们去田里干活时都会带着它，
伙伴们把摘到的嫩芽当饭或当糕点，一起玩过

用它点烟或者是在田野燃火。
“火绳”
是火柴昂

家家。
发老的嫩芽不容易咬断，就会像口香糖

贵的时期，可以在田野轻松使用的火苗。
每个

一样放在嘴里慢慢嚼。
紫芒嫩芽比孔尼白茅好

地区对
“火绳”
的叫法也各不相同，有
“弥芯”
、

吃，所以更受欢迎。
这些回忆，是将田野视为 “塞芯”
“
、火芯”
“
、篝芯”
等。
游乐场的农村孩子们才能享受的特殊待遇。

紫芒还用于遮盖盖在粮食上面的草帘，或铺

紫芒花是触动少女情怀的媒介，每当紫芒花

在保存地瓜的地坑周围。
夏天，紫芒是牛马的

开，朋友们就会一起前往秋天的田野看紫芒。 食物，冬天，干燥的紫芒烧得好且不生烟，
回来的路上，采一把紫芒回来插在花篮里，

是最棒的烧柴。

房间四处都会溢满秋天的气息。
直到大学时

如此用途多样的紫芒，随着时间的流逝，也

期，每到秋天，会跟朋友们一起去采紫芒，

渐渐被埋在了记忆深处。
随着开发潮，济州的

怀着一大把紫芒回来的路上，不仅脚步轻

紫芒正在慢慢消失，而其中的回忆与故事也

快，内心也充满了欢乐。
最近，遇到亲自采紫

将慢慢减少。
希望济州的秋天，能够重新找回

芒装饰房间的人，就会不由得想起以前，嘴

充满浪漫与感性的紫芒盛宴，剩下的紫芒田

角漏出淡淡微笑。

能够长期保存下去。
因为紫芒，是连接济州人

紫芒在生活中的紧要关头也大派用场。
济州人

的生活与文化的感性植物。

将紫芒盛开前的内皮称作
“弥
（Mi，紫芒内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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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的庆典

⁺庆典装扮的金秋

山地川节
9.23~25 山地川一带

济州艺穗节

济州海女节 ●

10.1~10.3 三徒2洞

●●
● 第55届耽罗文化祭

9.24~25 海女博物馆

● 牛岛海螺节

10.5~9 塔洞广场

10.14~16

济州偶来徒步庆典 ●

● 楸子岛干黄花鱼大庆典
9.30~10.2 楸子面一带

10.21~22 偶来1、2路线

● 婚姻池庆典

● 济州马庆典

10.29~30 温平里一带

9.30~10.2 济州LetsRun公园

● 旌义古邑传统民俗再现庆典
● 济州衣贵马庆典 10.15~16 城邑民俗村
10.8~9 衣贵马主题小镇

德修里传统民俗庆典

● 济州柑橘博览会
11.9~13 西归浦农业技术中心

10.1~2 德修里民俗表演场（济州雕刻公园）

●

● 最南端鲂鱼节
11.17~20 摹瑟浦港一带

●●
夜好庆典
10.1~2 扎古里（Jaguri，地名）公园一带

西归浦七十里节
9.30~10.2 扎古里（Jaguri，地名）公园一带

第8届牛岛海螺节
日期：2016.10.14.（周五）~10.16.（周日）
地址：牛岛面一带（主活动场地：天津港）
咨询：064-728-4322
第八届牛岛海螺节，将在“岛中岛”牛岛面天津港一带举办。此次庆典中将进行牛岛海螺拍卖、抓海螺竞赛、海女体验等活
动。庆典最后一天的16日，将举办“徒步牛岛爱情偶来路”活动。活动现场周围，还有角蝾螺涂色、制作海螺鲍鱼花盆、脸
部彩绘等各种精彩体验活动。利用公共交通或双脚，一起慢慢地感受牛岛的秋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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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届旌义邑城传统民俗再现庆典
日期：2016.10.15.（周六）~10.16.（周日）
地址：城邑民俗村南门广场一带
咨询：064-787-1179
济州传统民俗文化生生不息的城邑民俗村，第23届旌义邑城传
统民俗再现庆典，将于10月15日与16日，在城邑民俗村南门
广场进行。本次庆典，以提醒传统文化之可贵，宣传城邑民俗村
独有的丰富文化遗产为主，准备了精彩的体验活动。
庆典第一天，将进行风物开路活动、乱打表演、传统民谣表演以

第55届耽罗文化祭

及放烟火。尤其是，以继承与发展济州传统民谣为目的的“第三

日期：2016.10.5.（周三）~10.9.（周日）
地址：济州市塔洞广场
咨询：064-753-3287

庆典第二天，将举办旌义县监上任出巡再现与吹打队行进，以

耽罗文化祭于10月5日至9日，在济州市塔洞广场一带举办，
为期5天。作为济州岛民与国内外游客们以文化相会并交流的
文化庆典，将有各种展览与体验活动，还有众多精彩看点和

届济州岛民谣竞唱大赛”也将隆重开启，以此来宣传城邑民俗村
为济州民谣的摇篮。
及传统民俗游戏表演与体验。参与活动有草家匠和编草绳体验、
渲染济州色彩、竹工艺和稻草工艺、OMEGI酒与GOSORI酒试
饮等。

玩点。耽罗文化祭以“耽罗人的人生，济州文化的复兴”为主
题，将作为开启济州文化复兴之路的庆典而举办。届时，将有
佩戴济州1万8千多个神灵的面具与服饰进行街头表演的济州
文化最长距离庆典和济州大祭、济州七头堂燃灯祭等无形文化
财试演以及济州方言大赛等可了解济州传统文化与日常的精
彩活动。
庆典期间，将回顾耽罗祖先们的生活方式，运营为传授文化
遗产而举办的“耽罗原形文化遗产庆典”、济州世界文化遗产
展、日期公开重演等节目。此外，2016年东亚文化城市中国宁
波与日本奈良演出团参与的文化交流活动也将在庆典期间进
行，共同打造文化相融的美好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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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情体验充满济州金秋香气的表演

2016济州偶来徒步庆典
日期/地址：2016 8.1610.21.
（周五）
济州偶来第1路线
10.22.（周六）济州偶来第2路线反方向
咨询：064-762-2190
清风与金色紫芒优美舞动的季节，金秋。如济州秋天般的演
出与“济州偶来徒步庆典”即将召开。济州偶来徒步庆典始于
2010年，是迎接第七届的济州代表性秋季庆典。同时是将
“徒步”与“文化”两个关键词进行联合的流动型庆典。在济州
的自然最为耀眼的季节，满怀济州秋天氛围的各种精彩表
演，将以偶来路为舞台展开。除了
演出团队之外，偶来路地
区居民也将参加，共同
宣传济州文化。

第7届婚姻池庆典
日期：2016.10.29.（周六）~10.30.（周日）
地址：城山邑温平里一带
咨询：064-782-2766
婚姻池庆典将于西归浦市城山邑温平里村举办，是以济州岛开国神话高、
梁、夫三神人和碧浪国三位公主的婚姻故事为背景的庆典。第七届婚姻池庆
典，将在10月29日与30日，在村庄内的婚姻池举办。婚姻池是传说中出自
三姓穴的三神人和碧浪国三位公主举行婚礼并入洞房之地，涵盖着济州的
历史。在黄露卵（Hwangrual，地名）至婚姻池间进行的街头游行，是庆典的
传统事前仪式，提示三神人的诞生秘密。除此之外，三神人与碧浪国三位公主的结婚再现活动，不仅有趣，还对理
解济州历史与婚礼方面有重要的意义。婚姻池庆典内还将准备以“婚礼”为主题的各种精彩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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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届最南端鲂鱼节
日期：2016.11.17.（周四）~11.20.（周日）
地址：大静邑摹瑟浦港一带
咨询：064-794-8032
鲂鱼季为晚秋至冬季，11月，以济州海的象征鲂鱼
为主题的“第十六届最南端鲂鱼节”即将举办。
在鲂鱼主产地最南端渔业前进基地摹瑟浦港，清净
济州海洋的风采与美味盛宴即将展开。
在“最南端鲂鱼节”，不仅可以品尝鲂鱼生鱼片等各
种鲂鱼料理，还能亲自参与手抓鲂鱼、鱼市船上拍
卖、船上钓鲂鱼以及
网箱钓鲂鱼等各种体
验，适合家族们一起体验
游玩。

2016

16

2016济州柑橘博览会
日期：2016.11.9.（周三）~11.13.（周日）
地址：西归浦农业技术中心一带
咨询：064-710-3091
为了重新发现济州柑橘的价值，促使济州柑橘产业作为济州新成长
动力重新诞生，济州柑橘博览会将会西归浦农业技术中心一带召
开。柑橘农户与济州岛民，以及国内外买家、旅游参与的本次庆典，
以“济州的未来，世界名品柑橘”为主题，准备了精彩文化表演以及
各种体验活动、官方活动、展示活动以及会议、大赛等。参加这么们可
以参与柑橘筑塔、烤柑橘、柑橘竞拍等体验。除此之外，还有济州道
制70周年纪念“70个家族制作柑橘酱”
“
、写生大赛”
“
、橘林作家大
赛”等精彩体验节目，家族可以共同参与并度过快乐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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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造智能城市赋予路灯新使命

济州岛路灯的完美变身

城市的夜晚如果黑暗，那么不能叫做现代都市。
扩大人类的活动半径并延长活动时间的第一功臣，就是点亮夜晚的照明。
照亮城市的照明，面临了变身的岔路口。为了提升漂亮夜晚的照明效率，我们追求超出想象的变化。
路灯的完美变身。

济州所追求的智能城市，涵盖着多方面的内容。 光是济州市，会有多少路灯呢？答案是1万5千个
设置智能旅游所需的信标、
警灯·CCTV·通讯相

路灯、
2万1千个保安灯，共计3万2千600多个。

结合的LED宝安路灯、
智能交通与安全通讯便利
设施等，路边的无数路灯正在为了变化跃跃欲

从能量小女方面来看，更换LED等是在理所当然

试。

不过的。
然而，并不是替换LED，就能成为智能

设置于各个角落的CCTV，已经不再新鲜，它是

城市。
在不受瞩目的路灯，追加集中功能而促进

确认交通事故现场、
获得交通信息的重要道具，

城市智能化的时代正在到来。
路灯变身的核心，

同时也是追踪事故嫌疑人的主要手段。
为此，济

是允许路灯上可以安装一切种类的感应器和设

州岛优先关注的对象是按照一定间距分布在济州

备。
换句话说，就是将路灯作为向智能城市飞跃

岛全区的路灯。

的基本平台。
首先，路灯上可以设置WIFI。
在有人气的旅游道
路开启免费网络区，将带动更加灵活的通讯服
务。
如此一来，便可通过连接信息迅速获得游客
数量与渠道搜集信息，信标也将后续设置。目
前，信标正在济州岛主要地区进行试点运营。
如
果在店铺密集地区的路灯上设置信标，将有利于
市场营销，对通过优惠券等服务推动地区经济发
展方面，也将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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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灯是分布在城市中的基础设施，用LED更换路

首先，济州市正在以直接控制路灯为原则，积极

灯，将有助于道路安全，通过LED路灯上的指示

筹备着路灯大变身，预计最晚将在10月完成变身

灯熄灭，来告知紧急状况。
这样一来，即使因交

的第一步。

通事故而发生堵塞，也不会再有毫不知情的情

利用从未想到的基本设施路灯来构建全新设施的

况下傻傻望着前方车辆的事情。
人们会立刻得知

话，将会大大节省时间和费用。
这样一来，实现

堵塞的原因，并且由充分的时间确保紧急车辆

智能城市的可能性又会加快一步，而路灯，将成

通道。

为路边的一个亮点。

再往前想一想，路灯的功能扩展可能性非常高。
通过在路灯上设置夜间感性照明，则可以起到造
型物的作用，还能由此拓展旅游商品策划空间。
此外，让路灯摆脱单纯灯具的作用，通过与
CCTV结合，则能够充分实现安心保安灯的功
能。
如果有需求，还可以发放紧急按钮，点击时
会熄灭保安灯，以此来对应危急状况。
济州岛的电动汽车也并非济州岛独有的特色，自
律行驶和自律停车，正在成为社会的热点。
目前
采用的是将充电器设置于主要地点，这样一来，
充电就要找半天充电站，而路灯也可以实现作为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功能。
可以在交通量与游客
密集的道路周边路灯上，提供EV充电器。
这样一
来，主要海岸道路停车场的路灯，便可以起到充
电器的作用。
与此同时，通过车辆与路灯间的通讯，还可以
交换自律行驶信息，实现自律行驶与自律停车
等服务。
在目前的济州岛，很难一夜之间全部实现这些智
能城市功能。
但是，从济州岛的基本设施与政策
方面来看，比其他地区的实现可能性要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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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民选6期下半年文化政策发表

将济州打造为东亚地中海之艺术岛屿

济州高高扬起了面向“文化艺术岛屿”
发展的旗帜。
8月22日，济州特别自治道元喜
龙知事发表了民选6期下半年文化艺术重点推进政策。
政策的核心是将东亚地中海
中心济州岛推广为
“东亚地中海(East Asia-Mediterranean sea)文化艺术岛屿”
，并将其
作为民选6期下半年文化艺术的主要推进方向。
为实现该目标而定制的具体方案
为：△开展世界岛屿文化节 △设置文化艺术专业人力培养教育机构 △ 出台济州文
化资讯振兴院 △ 新设文化
（文化艺术/文化财）
专业人力 △ 扩大文化艺术设施融资
并导入创作活动融资制度 △ 推进各种介绍手册、
文化旅游指示牌中并列标注济州
方言的义务化等。
将全面接受目前为止提及的政策与文化艺术届的要求，积极主岛
文化艺术的成长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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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交流之场合，世界岛屿文化节

示牌中并列标注济州方言的义务化等，进一步加

济州特别自治道将于2018年，推进以济州为中心

快
“文化艺术岛屿”
建设的现实化。

的岛屿之间进行文化与艺术交流的济州世界岛屿

为了以上6大文化艺术政策事业的成功进行，最

文化节。
最近，以道民社会为中心，曾提及过如

重要的是与道民形成共识。
日后，将继续以充分

世界岛屿文化节等济州的代表性庆典的必要性。 反映道民意见为基础而树立政策，努力做到在推
拥有独特文化的岛屿们，如果能够坚守各自的特

进过程中与道民形成共识。
并以此，让道民们感

点，则充分可以举办与其他地区差别化的庆典。 受到文化艺术就在我们的身边。
对此，道提出将以世界岛屿之间的共同关注内容
为中心，策划全新的世界岛屿文化庆典。
另外，还将引进或建立文化艺术专业人力培养教 “持续”
推进济州文化品牌国际化项目
育机构。
目前，能够履行“文化艺术岛屿”
的专业

另一方面，民选6期济州岛的上半期成果颇多。

艺术人力不足，并且青年文化艺术人力正在向道

济州市和西归浦市被选定为了文化城市，确保了

外流失。
因此，计划通过设置文化艺术专业人力

5年内投资包含公费在内的共72亿韩元，通过进

培养学校或学员，建设符合济州特性的融复合性

行文化艺术扶助金资助体系改善与文化生态界构

济州艺术综合学校。

建时态调查，改善了文化艺术人的艺术活动支援
体系。
此外，在金万德客栈复原、
建设文化街、
建
立金昌烈道立美术馆、
文化艺术公共收藏库开工、

设立振兴院推动济州文化原形的产业化

出台全国最初广域文化财行政组织世界遗产本部

为了济州文化原形的产业化，出台文化资讯振

等扩大道内文化艺术基本设施与行政改革方面，

兴院是重要的政策课题。
将目前的影像委员会、
济

付诸了努力。

州科技公园（资讯功能）
、
亚洲CGI创造中心等类

与此同时，在提升济州文化价值与推动济州文化

似功能，统一为文化资讯振兴院，在防止重复预

品牌的国际化方面，也获得了理想的成果。
与中

算，提高财政效率的同时，将济州构建为亚洲文

国宁波市和日本奈良市一起被指定为了2016东亚

化资讯研究、
交流与教育的中心城市。

文化城市，期间正在进行不断的文化交流。
还被

此外，还将通过 △新设文化专业职业并导入开

指定为了亚洲最初的UCLG文化先导城市，并在

放型职业 △扩大文化艺术设施融资并导入创作

济州成功申办了2017年4月举办的全球地方自治

活动融资制度 △推进各种介绍手册、
文化旅游指

团体联合
（UCLG）
文化首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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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型居住福利综合计划

供给10万户居住用房屋

济州的人口正在渐增，房地产价格也在增长。
住

约内容进行。

房供应与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化，成为了当前济州

另外，在未来10年间将供给7千户幸福住房，其

最重要的问题。
住房价格上涨，正在成为妨碍济

中4千户将由道建设，并正在选择交通便利的国

州的居住环境与
“共存成长”
的首要危险因素。

家共有地。因为幸福住房不仅要比周围房价低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济州道于去年末发表的“济

廉，而且考虑到大学生、
新婚夫妇、
初入社会的年

州型j居住福利综合计划”
，建立了至2025年，提

轻人等居住者的便利性，接近职场或学校、
并且

供民间住房8万户、
公共住房2万户，共计10万户

交通方便才是重点。

的具体共计目标。
将整顿住宅地开发、
城市规划、 市民福利城镇在市厅搬迁后的10年间持续有争
修建道路等基本设施，着重于庶民居住福利。

议，却遭遇了困难，此次通过活用方案，通过公

尤其是考虑到道内自家住房普及率为56%，决定

园、
公共设施、
公共住房等结构，预计将建设幸福

将以民间企业为中心的住房供给，扩大至公共部

住房700户与老年住房80户。
除了公园与便利设施

分供给，并支援出租住房。
为了促进住房供给，

以外，还将入驻图书馆、
体育设施、
托儿所等居民

直到今年6月末，已竣工民间住房约6840户，4199

公共设施。

户公共出租住房正在确保用地并推进中。
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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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地开发劳务正在进行中，普通居住区内的道路

住房供给量大，并非意味着乱开发。
济州型居住

建设与居住环境整顿也即将进行。

福利综合计划中，自然是最重要的因素。
在开发

公共部门的2万户建设，将按照国营企业国际自

过程中，我们将重点放在了不遮挡大海与田野

由城市开发中心（JDC）
提供2千户、
土地住宅公司

上，并尽可能抑制城市无止境的平面扩散。
在绿

（LH）
提供9千户、
济州岛开发公司提供9千户的合

地区和非城市地区，将遵守高15米、
4层以下的限

制。
为了居住形态的多样化，在New Stay事业方面

更新居住福利条例制定等政策

也将抑制乱开发，而在居住·商业地区施行时，

为了提供支援庶民居住安定的有效政策，济州岛

将给与道路等基本设施建设支援，并根据公共贡

将于10月份制定居住福利条例。
以设立居住福利

献度，考虑高度限制放宽。
此外，为了防止自然

中心、
树立居住综合计划、
建设租赁住房、
支援租

绿地区与非城市地区的乱开发，将采取限制性允

赁住房的保证金与管理费等内容，施行体系化的

许等措施，努力向人与自然共存的方向发展。
目

住房供给政策。

前，适用这一计划的1100多户住房正在建设中。

努力为道民们打造适合居住的
“清净济州”
的济州

同时，将摆脱单纯住房建设，建设如公共机构、 岛居住福利政策，需要各位道民的关心与支持。
图书馆、
托儿所、
儿童咖啡店、
福利院、
健身中心等
交流空间充足的综合建筑，提高空间利用度的同
时提高入住者的生活便利性。

施行互助型租赁保证金支援制度
房子再多，没有人住是没有意义的。
为了强化庶
民居住费用支援，将施行“互助型租赁保证金支
援制度”
“
。互助型租赁保证金支援制度”
是根据1
万户入住分享（国民）
、
垫脚石（幸福）
住房的入住
人收入水准，差别性支援租赁保证金的制度，一
般支援保证金的50%。
除了该治堵以外，对2017年1月即将入住的西归
浦江汀国民租赁住宅556户，对符合低收入、
年老
父母抚养者、
多子女父母、
孝子等条件的弱势群
体，通过居住费支援优惠政策，尽可能实现免租
赁费居住。

95

2017年济州冬季庆典
第24届城山日出节
辞旧迎新的美好回忆
与金色海洋喝壮美的城山日出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年吧。
日期：2016.12.30.~ 2017.1.1.
地址：城山日出峰一带
咨询：064-760-4282

January

1

第17届西归浦冬海企鹅游泳大赛
2017.立刻出发！前往西归浦冬海！
日期：2017.1.7.
地址：中文穑达海边
（原中文海水浴场）
咨询：064-760-3320

2017 耽罗国立春神祭
立春传来的报春声，耽罗国立春神祭
日期：2017.2.3.~ 2017.2.4.
地址：济州牧官衙与济州市一带
咨询：064-758-0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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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uary

2

济州特别自治道
blog.naver.com/happyjejudo

访问博客，可以一览济州的美食、看点、
玩点、庆典等各种济州的消息哦~！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happyjejudo
Twitter https://mobile.twitter.com/happyjejudo
Kakaostory https://story.kakao.com/ch/inusjeju
Instagram https://instagram.com/special_jejudo

欢迎光临
世界自然遗产济州
走出韩国，成为全世界认可的山与海
新绿丛林的一把土、一朵花
济州的一切，均是大自然献给人类的最好的礼物。
行走在济州的小路上，寻觅山、寄生火山、岛屿，
不知不觉间烦恼便会烟消云散，只留下嘴角浅浅的微笑。
这就是治愈的岛屿，济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