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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伟

樱花是武汉大学的一张名片。阳春三月到武大
赏樱，不仅是武大校友心中挥之不去的念想，也早
已延伸成为一种旅游行为和社会现象。打卡武大
樱花，近几年一直是网络上春日旅游的热门项目。

然而，浪漫的樱花也总在春天里给武大校园
“添堵”。面对汹涌而来的赏樱游客，武大“樱花账
单”也不断在变，而这背后是武汉大学兼顾开放
与管理有序的探索。

其实，大学“被景点”，不只是武大的小烦恼。
面对这一社会治理问题，如何寻找各方价值共识，
需要全社会共同作答。

武大樱花的浪漫与烦恼

上下课的路上，樱花大道的游人

如织；学生餐厅里，总是会有社会公众

蹭饭卡吃饭；游客进教学地点参观，也

会干扰师生。最令人反感的是不文明

赏花行为，被同学们称为“樱花劫”

“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枝便当游。”古
人对樱花的喜爱，从诗意的描述中便可窥见一
斑。这份偏爱，在武大尤甚。每年三月，到武大
珞珈山赏樱者络绎不绝，大家只为一睹武大樱
花的芳容。

“武大每一朵樱花的梦想，就是看一场人山人
海。”这句戏谑笑话，在武大有着真实的印证。据不
完全统计，在赏樱高峰期间，如果不限制进校赏樱
人数，一天进出珞珈山观看武大樱花的人次可超
10 万。整个樱花开放期间，赏樱的人数超过百万。

武大樱花为啥这么出名？
近日，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来到武大档案馆寻

找印证，馆长涂上飙给记者介绍了武大樱花的“前
世今生”。

“从二十八株国耻之花，到千株人文之花，
不仅见证了中日两国的关系变化，更承载了武
大的历史底蕴。”涂上飙说，1939 年之前，武大
校园内并没有樱花，后来侵华日军从日本运来
樱花树苗，在武大校前路(如今的樱花大道)旁
种了 20 多株樱花。

抗战胜利之后，武大从乐山回迁珞珈山，人
们发现学生宿舍下栽种有 28 株樱花树。怀着对
日本军国主义的痛恨，有人建议将樱花树砍掉，
但当时驻守在武汉的部队主张保留武大里的一
草一木。于是，武大的第一代樱花树得以保存。

“由于樱花树的生命周期不长，第一代日本
樱花，到了 1950 年代更新时基本死绝。”涂上飙
告诉记者，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首相
访华，向周恩来总理赠送了 1000 株樱花，由于
周恩来曾住在珞珈山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于是
将其中 50 株转赠武大，栽植于半山庐前。随后
1980 年代、1990 年代，为纪念中日友好，日本友
人又先后两次赠送樱花树苗。

如今，武大校内有樱花 1000 多株，以日本
樱花、山樱花、垂枝大叶早樱和红花高盆樱 4 种
为主。其中，不少是科研人员培育或从国内其他
地方移植引进的。它们遍布于樱花大道及鲲鹏
广场、人文科学馆、行政大楼等多处。

在武大档案馆留存的照片里，记者看到了
1978 年武大师生们在樱花树下从事文娱活动的
旧照、1979 年外籍友人游览樱花大道的旧照、
1962 年青年人走过樱花大道的瞬间……这些旧
照，已成为记录武大樱花历史的档案。

走在樱花繁盛的樱花大道上，在游人们手
机拍照的声响中，最能感受到樱花的吸引力。乘

坐高铁而来的广东吴先生一家人告诉记者，前
几年是看到乘高铁到武汉赏樱花的旅游推广广
告而来，从此年年都要来，“武大樱花不一样，毕
竟有着大学的厚重感和人文气息”。

“其实在武大读书期间，对樱花的感觉大
多还是停留在樱花的形貌之美上，等到了毕业
之后远离母校，那种对青春的回忆、对母校的
怀念慢慢地与日俱增，渐渐在内心深处沉积为
乡愁，而樱花无疑就成了最有黏性的寄托物。”
武大 1985 级中文系学生陈勇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他看待武大樱花的视角，应该能代表不
少武大校友的心声。

“高中时，家人带我到武大看过一次樱花，
当时就被学校的自然风景和人文包容之美所吸
引，我就决定报考武大。”出生于 1999 年、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 2017 级本科生陈逸辉说，
“因为我平时喜欢唱歌，当时看到有学生在樱花
树下唱歌，更坚定了我对武大的向往。可以说，
樱花直接改变了我的命运。”

2016 级软件工程系的陈昱帆和女朋友有
着关于樱花的浪漫约定：趁着夜晚游客不多
时，自行车载着女友，在樱花大道飞驰而过。不
难看出，美丽的樱花承载着这份工科男青春而
又简单的浪漫。

武大樱花，对于不少在校生来说，既是一种向
家人亲朋炫耀的骄傲，有时也会带有一丝无奈和
烦恼。上下课路上，樱花大道的游人如织带来的不
便；学生餐厅里，总是会有社会公众蹭饭卡吃饭；
游客进教学地点参观等现象，也会干扰师生。

最令人反感的，是观赏樱花时的不文明行
为。一些武大学生称之为“樱花劫”，还有人曾在
知乎等网络平台发起抵制不文明游客进校园等
活动，以此表达不满。

“武大是国家重要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育场
所，接待社会公众参观的服务和安全保障条件有
限，只能有限开放。”武大党政办副主任李天亮解
释今年的武大赏樱管理政策时说，“樱花开放期
间，校门及校内局部区域实行封闭管理，封闭管理
时间为 3 月 21 日至 4 月 4 日，每日封闭时段为
7：00 — 19：00。封闭管理期间，社会公众必须通
过预约方能进校。”

武大“赏樱管理学”进阶史

游客们的巨大赏樱热情，其实也

在推动着学校管理理念和水平的提

升，梳理武大“赏樱管理学”的变迁，

也能看出时代的进步和社会治理理

念的变化

“武大樱花季已免费开放三年，已形成共识：
对公众开放是大学应尽的职责。”武大校长窦贤康

院士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前透露了武大樱花管
理的一些安排。“不收费，但是采取限流措施。”

今年的武大赏樱实行的是“实名限额、免费预
约、双重核验”措施。李天亮解释，武大 21 日起正
式实行封闭式管理，社会公众进入校园必须预约。
周一至周五每天接受 15000 人(上午 9000 人/下
午 6000 人)预约，周六、周日每天接受 30000 人
(上午 20000 人/下午 10000 人)预约。

3 月 18 日晚 20时，武大赏樱网络预约拉开
序幕，社会公众可通过武大官方网站、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移动服务平台“智慧珞珈”APP 或官方
抖音进入预约系统。当晚，由于预约火爆，系统一
度无法使用。预约通道开启一小时后，开放首日的
赏樱名额已经被预订完毕。

“由于是网络预约，对不少老年人来说确实存
在一些困难。”武大党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今年网络预约开启第二天就接到了不少咨询
电话，他们也搜集了实际操作中存在的问题，向学
校有关部门提出，进一步改正，更好地服务来校赏
樱的社会公众。

为满足校友回校赏樱的愿望，今年武大继续
使用“校友信息系统”，武大校友只需在该系统注
册，即可入校赏樱。“校友信息系统”是 50 万武大
校友的“掌上校友之家”，校友可登录该系统，通过
输入身份证号码、学籍信息自动认证，或上传学历
学位证书等方式进行认证。

“武大樱花对武大校友来说，是一种地标性
的招引，每年都会引发校友们的集体围观和返校
高潮。学校也为校友返校赏樱投入了大量的服
务。作为一所有深厚历史和文化积淀的百年名
校，武大的樱花以及被称作樱花城堡的老斋舍，
还有老行政楼等一批有近百年历史的经典建筑，
在樱花开放期间特别吸睛，这也是武大樱花有别
于别处的樱花而更具魅力的地方。”曾经担任过
20 世纪 80 年代武大浪淘石文学社负责人的陈
勇就如愿进校一睹了武大樱花的芳容。

武大“樱花账单”的付出，也得到了校友和
社会公众的回报。小米创办人雷军是武大的校
友之一，他去年发布手机新品就选择在 4 月樱
花季的武大；近年来，武汉市发起“资智回汉”工
程，号召武汉高校校友回汉创业，武大校友们积
极响应，600 位海内外武大校友，一下子就带回
1500 亿元签约项目；去年武大校友共向学校捐
资 5 个亿，用来支持学校的人才队伍建设和基
础科研设施建设……

陈勇感慨，“樱花之于珞珈，是一种无法分割
的连线。我常会在诗歌中吟咏樱花和珞珈，寄托
的是一种特殊的乡愁。因为武大其实就是我们这
些远离的学子们镌刻着青春印记的精神故乡。”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今年的武大赏樱管理
“新政”中，增添了不少新媒体元素，学校与有关
社交媒体平台联合制作了用于拍照的樱花雨贴
纸，通过虚拟的技术来满足游客们“淋一场樱花
雨”的愿望，游客在拍照的时候加上樱花雨的贴
纸，就可以不用通过摇树的方式来实现。学校还

与各方平台合作，进行 5G 直播，让没有预约
到的人也可以欣赏到樱花美景。

“游客们的巨大赏樱热情，其实也在推动着
学校管理理念和水平的提升。”武大党委宣传部
副部长李霄鹍说，武大是教学科研场所，不是专
门的景区，但作为大学，武大也一直积极努力承
担社会责任，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社会公众的赏
樱需求，努力改善有关服务。

据介绍，最近几年，武大的相关投入不断
增加，不断改善学校的校园环境、基础设施。
“樱花账单”大致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看得见
的硬件，如整治道路、人证识别闸机、交通设
施、绿篱、帐篷等安全保障设施费用；用得着
的软件，如预约服务系统、校友信息系统等软
件建设维护费用；保障服务产生的费用，如聘
请专业化的安保力量；环境修复的费用，樱花
开放期间，每天要处理的垃圾大约有 60 吨。

其实，梳理武大“赏樱管理学”的变迁，也
能看出时代的进步和社会治理理念的变化。
面对汹涌而来“赏樱大军”，武大也在一直不
断探索应对措施。

2013 年开始，武大按每人次 20 元标准向
游客收取“赏樱门票”，票价较往年翻了一番。但
是，却引发了舆论广泛关注，媒体纷纷追问“武
大门票钱去了哪儿”。

“从几分钱、一毛钱不等收费起，我们上大
学就曾参加学生志愿者帮忙收费。学生嘛，参与
收费主要为了学校管一顿饭。”涂上飙对武大赏
樱收费历史，有着自己的大学记忆。

2016 年开始，武大由于维修樱花大道沿线
建筑，取消了收取赏樱门票“以花养花”，改为实
行网络预约、免费入校。2017 年，学校对预约数
量做出限制，一度出现“黄牛党”、介绍“免预约”
入校、收费导游等非法有偿经营行为。2018 年，
武大增设了“人脸识别”系统，官方微博同时开
通“不文明行为曝光台”。

武大信息中心教师蔡利军介绍，武大今
年增设了自动闸机，在网络上预约成功后，社
会公众带上本人身份证，只需 3 秒钟即可通
过闸机进入校园，这将大大减少排队等候时
间。学校还将联合媒体开通微博“点赞随手
拍”和“不雅曝光台”互动，为文明行为点赞，
对不文明行为监督。

大学如何走出“被景点化”怪圈

不仅需要高校坚守大学之道，

传递开放包容精神，也需要有关部

门主动关心纾困，帮助高校一起提

升综合管理水平

武大赏樱，该不该？学校投入不菲来维持赏
樱，值不值？

面对记者采访的提问，武大的师生们纷纷
表示，武大赏樱成为景点，已是事实，学校应该
持有开放包容的大学精神积极应对，但是要坚
决不“被景点化”，不能成为单纯游客收费拍照
的景点，“樱花账单”不能简单算收支账。

“武大敞开大门欢迎社会公众赏樱，来感
受武大的魅力，应该是一种‘武大欢迎你’的姿
态，也是学校竞争软实力的一次展示。”涂上
飙对于武大赏樱的利弊判断，在武大师生中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武大的这种包容与开放，也给学生们带来
潜移默化的影响，如今利用赏樱之际，学生们也
在积极向社会公众展示武大的风采。

武大浪淘石文学社每年樱花时节都会向海
内外高校发起樱花诗赛征稿，每年都会接收到
600 多个高校、3000 余份的诗歌作品投稿，今年
征稿是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展开。

武大团委负责人告诉记者，全校有 130 个
校级学生社团，不少社团都会在樱花期间发挥
特长进行展示、服务。“英语俱乐部的学生会为
外籍人士进行免费志愿讲解；书画协会会组织
义卖作品，为贫困山区捐助爱心；原创音乐协
会推出樱花主题原创歌曲……”

其实，知名高校“被景点化”并非武大独
有，北大、清华、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乃
至欧美等世界知名高校，也因独特的魅力，得
到了海内外社会公众的青睐。

不少高校采取了疏堵、引导结合的方法，
效果不错。但不少“被景点化”的高校面临的共
同问题是，缺乏当地政府部门的有力支持，甚
至在“赏花经济”“观光旅游经济”的利益驱动
下，不少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还在借势吸引游
客，结果导致高校独自承担这份压力。

2016 年，一则带有武大樱花的旅游宣传
广告曾登陆日本东京街头，武汉邀请日本人
来赏樱，还一度引起网友关于樱花起源地的
争论，也引发旅游界人士如何打造武汉赏花
旅游名片的思考。

近日，伴随着武大樱花陆续绽放，武汉市
文化和旅游局推出 30 万张惠民景区入园券，

邀请游客“花点时间游武汉”。与此同时，武汉
有关部门也在帮着武大解决赏樱产生的有关
问题，比如针对高峰期公众如厕难的问题，武
汉市文化和旅游局今年继续支持，在武大安
置了 20 个临时卫生间。武汉市公安部门也在
协调赏樱期间武大周边的交通，还将对不文
明赏樱行为进行惩戒。

接受记者采访的武大师生们和专家们表
示，破解高校“被景点化”难题，不仅需要高校
坚守大学之道，传递开放包容精神，也需要有
关部门主动关心纾困，帮助高校一起提升综
合管理水平，既满足社会公众打卡高校“景
点”的需求，又能减轻高校正常教学运转的压
力，更需要社会公众提升自我素养，不要辜负
了校园一方美景。

舍与得：武汉大学的“樱花账单”

“武大樱花季已免费开放三

年，已形成共识：对公众开放是大

学应尽的职责。”武大校长窦贤康

院士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前透

露了武大樱花管理的一些安排，
“不收费，但是采取限流措施。”

武大樱花对武大校友来说，

是一种地标性的招引，每年都会

引发校友们的集体围观和返校高

潮。学校也为校友返校赏樱投入

了大量的服务。作为一所有深厚

历史和文化积淀的百年名校，武

大的樱花特别吸睛

武大敞开大门欢迎社会公众

赏樱，来感受武大的魅力，应该是

一种“武大欢迎你”的姿态，也是

学校竞争软实力的一次展示

航拍武大行政楼周边樱花绽放风
景。 新华社发

 3 月 20 日，武大启动赏樱封园前一
日，不少游客已经提前慕名来到樱花大道。

本报记者李伟摄

▲年轻人在武大樱花大道上合影（资
料照片，摄于 1962 年 3 月 19 日）。

本报记者李伟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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