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古窑浦水蜜桃。
②2010 年 3 月，央视 4 套

《中华情·诗意桃花》拍摄点。
③古窑浦桃花开得正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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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 5 月，《宁波报》 复刊筹备班子到 《杭州日报》《南京日
报》 学习取经。左起：周律之、徐炎、肖容、方平、何鲁、施怀珠、
张美珍、郑文权。《宁波报》于1983年1月1日改名为《宁波日报》。

图为 1980 年 5 月 1 日 《宁波
报》试刊第二期。

（资料图片）

张 心

我的两位外公，任筱和 （1876
年-1944 年）、任筱孚 （1879 年-
1953 年） 是亲兄弟，人们尊称他
们是浙江宁波象山东门岛“二难先
生”，祖籍为浙江宁海亭旁任家村。

两位外公年幼失怙，家庭的重
担落在了曾祖母的身上。为了生
存 ， 她 背 井 离 乡 ， 一 肩 挑 着 行
李、一肩挑着孩子，逃荒来到象
山东门岛。因经济拮据，兄弟俩
只念了两三年书，大外公开始从
事捕鱼，小外公也就是我的亲外
公，学习经商。曾祖母课子极严，
要求两个儿子富不忘本。两外公事
母至孝。

两位外公先后在石浦、沈家门
等地独资或合股经营开设宝泰行、
大皆春国药号、新协元运输船等，
他们一生做好事，先后与纪子庚先
生一起建桥、筑路、造凉亭、修码
头等，并建灯塔于东门岛、台州磨
盘山、舟山菜花山、烈表嘴、象山
鸡娘山、铜瓦门、三门山。第一座
东门灯塔遭火焚毁后，两外公不惜
毁家重建灯塔 （1919 年），他们把
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倾注在灯塔的建
设上。灯塔为过往的商船指路引
航，在漆黑的夜晚给渔民带来光
明、带来生的希望。

1927 年，著名革命人士蔡元
培、马叙伦遭到军阀孙传芳的通
缉，几经辗转来到象山，最后在纪

子庚先生的陪同下，来到东门岛上
的灯塔避难。当时，身为灯塔主人
的两位外公热情接待，对蔡元培和
马叙伦先生细心照料与保护。两位
外公还亲自驾驶绿眉毛三道帆船
保驾护航。当时闽浙一带的海盗
都知道任筱和、任筱孚兄弟俩是
善人，他们不仅没有抢劫船只，
反而加以保护。就这样，蔡元培
和马叙伦先生平安到达福州。那
年我的母亲任兰卿恰好 17 岁，她
清晰地记得，“出其东门，介尔昭
明”正是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岛上
避难时所题的词。如今已成为东门
人文胜景。

1933年 9月，著名电影 《渔光
曲》在象山东门岛开拍，一时轰动
石浦和东门岛。两位外公素来就是
豪爽侠义之士，当《渔光曲》编导
蔡楚生率领摄制组 30 多人来到东
门岛门头拍外景时，两位外公热情
地招待剧组人员，给他们送饭送
菜，乐此不疲。

1949 年 5 月，上海即将解放，
上海海关巡轮艇被国民党军队追
捕，欲将 300名船员劫往台湾，大
部分船员不愿去台湾，在象山东门
岛登陆避难。我外公亲自接待他
们，并设法筹集川资。新中国成立
后，外公因年事已高，打算搬到上
海我家居住。全体船员得知这一消
息后，为了感谢当年外公的恩德，
派人、派专车迎接外公。在上海十
六铺码头上，船员们鸣放鞭炮、敲
锣打鼓、夹道欢迎外公，并赠送

“见义勇为”锦旗一面。
两位外公算得上是富裕人家，

经营着多家店铺和多艘商船，可他
们平日却过着“贫穷”的生活。他
们住的是陈设简陋的老房子，睡的
是板床，盖的是发硬的棉絮。大外
公任筱和长期吃素，人到暮年还蓬
头赤足在岛上种番薯糊口。大外公
于 1944 年病故，乡里感其德，特
在东门天妃宫前立像纪念。两位外
婆一年到头也是忙着为修筑灯塔的
木工、石匠、泥工烧饭。我外公对
子女教育甚严，连买一根甘蔗的钱
都舍不得。母亲每次都是忆着忆
着，便泪如泉涌。然而，与之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一旦乡里有难，两
位外公义不容辞，不吝资财，仅收

殓无名浮尸、施舍棺材不下千余
具。

两位外公热心公益，兄爱弟
敬，一辈子做好事，难能可贵。据

《象山东门岛志略》记载：“‘二难
先生’即任筱和、任筱孚兄弟，东
门岛人，祖籍三门亭旁，数十年如
一日，自奉俭朴，辛勤积蓄，悉付
诸利人济世，兄弟同心同德，至老
不休，诚为难乎其难，时人称‘二
难’，即难兄难弟。”

如今，百年的老灯塔重新被点
亮，为过往船只指路引航发挥着巨
大的作用。两位外公的乐善好义之
风，与东门灯塔共不朽。

象山东门岛“二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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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愁

甬城绘

老照片

姚志明

有一件憾事，纠结了好长的一
段时间，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中共宁波市委机关报《宁波日
报》 的前身 《宁波报》 于 1956 年
创刊，1961 年 2 月 13 日停刊，这
一停就是 19 年。1980 年初，市委
决定恢复 《宁波报》。于是何守
先、徐炎、何鲁、方平、周律之、
张美珍、周虹、王湘涛、吴启庠

（肖容）、郑文权等老报人组成了筹
备班子。经过几个月紧张工作后，

《宁波报》 于当年 6 月 1 日正式复
刊。毛翼虎先生题诗一首《祝贺宁
波报复刊》；时任总编辑何守先撰
文喜庆“东山再起”；20世纪50年

代曾主持过《宁波报》工作的陈方
同志“捧着油墨清香的报纸，面对
着 这 个 曾 经 夭 折 又 获 新 生 的 幼
儿”，在喜悦之余，送来了 《祝
愿》一文；当代书法大师沙孟海先
生还为报社题写了苍劲雄厚的报头
字，那年沙老已是80岁高龄……

倏然间，几十年过去了。春花
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大事不
去说，说一件小事吧。《宁波报》复刊
之前，四五月间曾出版过的 3 期试
刊，在报社的图书资料室找不着，在
市图书馆、市档案馆也不见踪影。

37 年前，我是一个“小编”，如
今年届花甲，着手编写宁报集团“简
史”。于是千方百计寻找这 3 期试
刊，找那个，问这位，均无结果。并非

试刊号多么重要，非它不可，但报人
自有报人的情结，试刊号往往体现
了报社在办报过程中的一些琢磨、
一些变化、一些尝试、一些探索……

例如 《宁波晚报》 1995年 1月
1 日创刊前，就出过 7 期试刊，均
保留完好。试刊号的报头字采用了
明代书法家黄道周的手迹，正式创
刊时改为沙老的（由周律之先生集
字而成）。《东南商报》2001 年 1 月 1
日创刊前也有过 4 期试刊，当时主
持报社工作的我，试着提出了几句

“办报宗旨”，征求读者意见，吸纳
后，在创刊词里作了修改完善……

顾名思义，试刊就是试一下
“形式”，听一下“建议”，投石问
路，兼收并蓄，然后它山之石用来

攻玉……您说，《宁波日报》 的档
案里能缺少那 3期试刊号吗？更何
况它是中共宁波市委机关报，它是
宁波人文化生活曾经有过的“一
页”。这篇短文所配的照片之一，
就是老报人们为了试刊，专程到

《南京日报》 等取经时所留下来
的。遗憾的是，照片中徐炎、何
鲁、肖容、郑文权、施怀珠同志均
已先后驾鹤西去。方平、周律之、
张美珍三位也年届耄耋，只知有试
刊，手中无报纸。

于是我想到了“广告”，这篇小
文权作“寻报启事”。一个目的：寻找
试刊号。我相信，老宁波人尤其是集
报爱好者或旧报纸收藏者手中，一
定会有那 3期试刊！今天，刊登这则
短文，期盼能有读者与我们联系。如
果难以割爱，借用一下旧报纸，电子
扫描后即完璧归赵。再不济，有试刊
中的两期，即 4月？日和 5月 25日这
两期试刊也可以。因为5月1日那一
期试刊，我个人保存着。说来可笑，
保存的原因是那期试刊上有我的两
块“豆腐干”文章。当年我是最年轻
的采编人员，刚进报社，有文章变成
铅字，留作纪念的。

有人说，有缺陷也是一种美，
如维纳斯，人们可以对她那只断手
浮想联翩。但我不以为然。特别是
对一家有着几十年历史的媒体而
言，它的源流总希望能清晰如明
镜，以照见历史，告诸后人。月有
阴晴圆缺，但赏月的最佳时节，大
概总在八月十六吧，这也是我欲与

《宁波报》试刊号再度重逢的期盼。
（作者系宁波日报原副总编、

市记协副主席）
保留有试刊号的读者，可联

系：宁波日报文体新闻部汤先生，
电话：13586588515。

寻找《宁波报》试刊号

天宁寺塔位于宁波市中山西路，是宁波市现存最
早、也是长江以南唯一的一座唐代砖塔，又是我国仅存
的唐代寺前双塔实例，对于研究唐时的宗教文化和佛教
建筑具有重要的作用。因建于唐咸通四年(863 年)，故
又名“咸通塔”。

寺前原建有东西两塔，东塔已于清光绪年间崩塌。
1995 年配合中山路改造对东塔基进行了考古，发掘出
残塔基。现存者为天宁寺的西塔。2006年6月，被国务
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丁安 绘）

天宁寺塔

桑金伟 文/摄

日前，第 11届桃花节在慈溪
古窑浦拉开了序幕。

古窑浦这个海隅村庄，是我
当年支农之地，从18到28岁，我
在那干了 3 年农活、当了 7 年老
师。古窑浦正在慢慢出名，出名
是因为它的桃子越来越多，它的
悠久历史已受文人关注。

据《慈溪农业志》载：“桃在
明成化年间已有在慈溪种植的记
载。”但不知其中是否有古窑浦
的。清光绪《慈溪县志》载：“桃
有六月桃、七月桃，产北乡沙地
曰海桃，七月熟，味最佳。”这北
乡沙地，就是古窑浦一带，这所
谓的海桃就是水蜜桃。经查，这
本 《慈溪县志》 是光绪十四年

（1888 年） 篡成，照此算来，古
窑浦植桃至少有130年历史了。

1969 年我赴古窑浦时，未见
有大片桃树，但见高高的桃枝堆
篷。《慈溪农业志》 称：“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后，桃园面积有较大增长，到
1987年全县面积达 7294亩……其
中成片栽培面积较大的有石堰乡
横山村 300 亩、乌玉桥村 255 亩、
五洞闸乡古窑片4个村150亩。其
中乌玉桥村及古窑桃子在县内外
有一定声誉。”这说明当时古窑浦
种桃并非最多。

当桃子进入采摘旺季时，每
个小队要派人去摘。我也曾被派
去过，这明摆着是队长照顾我
——成熟后刚掉在地上的桃子也
够大快朵颐了。这一天我太贪
了，直吃到拉肚子。

古窑浦水蜜桃又香又甜，真
是好味道！它还好在皮特别薄，
当皮一去，浓浓的汁露一下子溢
出来，得赶紧塞入口中，否则满
手都是。另一种吃法是，桃子熟
透后，将吸管插入其中，如饮

“琼浆玉露”。
当年，古窑浦桃子有成熟较

早的夏白桃、果大而漂亮的太昌
桃、成熟较迟的水蜜桃。后者是
主打的名品，属玉露水蜜桃。老
农民都说古窑桃子是向奉化引种
的。

桃子历来是中国的名果，据
说无锡的阳山、泰安的肥城、衡
水的深州、宁波的奉化并称为

“中国四大传统产桃区”。1996
年，奉化被命名为“中国水蜜桃
之乡”。在宁波，奉化水蜜桃是家
喻户晓的，知道古窑浦水蜜桃的
人还不多。

40 多年前，老农曾教我鉴别
真假古窑浦水蜜桃的小诀窍：先
嗅有无甜蜜的香气；再看内在果
肉是否呈粉红色或紫红色，呈粉
红或紫红的是真的；还看皮薄不
薄；最重要的是看桃子吃完后，
桃核干净不干净。正宗古窑浦水
蜜桃，它的果核和残留的果肉是
紧连的，无法啃干净。

奉 化 桃 子 多 种 于 低 山 丘 陵
地，土壤疏松排水性好且偏酸
性。而古窑浦却是海地，不知什
么神奇的物质，让两地桃子同样
好吃。

日前去古窑浦桃园，碰上一

位叫应国强的植桃专业户，得知
我曾在古窑浦住过 10年，于是与
我聊开了。他说，自己的桃子是
在 2015年宁波举行的两年一度的
全国“赛桃会”上获的金奖，这
年宁波获两个金奖，另一个在奉
化。同时，他的桃子还连续 5 年
获慈溪“十佳名果”称号……

近日古窑浦桃花盛开，赏花
者络绎不绝，眼见比我支农时扩
大了 40倍的桃园里一片绯红，我
倍感欣慰。

古窑浦作为一个小区域地名
时，常简称古窑。我支农时叫五
洞闸公社古窑片，有 4 个大队，
古窑浦桃子就产在这 4 个大队。
现在合称为古窑浦村，归属由观
海卫镇改为掌起镇。古窑浦村一
带，早年被称为“三江舍”，这个

“舍”是指草舍。据说咸丰十年
（1860 年），有个叫虞三江的人在
古窑浦入海口开荒种地，于附近
建草舍，人称“三江舍”，后人烟
增多遂成村落。之后“古窑浦”
慢慢替换了“三江舍”。我刚到古
窑时，尚有三成农户仍住草舍，
可见早年是草舍一片。故当时掌
起、师桥镇上的人混称古窑浦一
带的村落为“海地舍”，确实，古
窑浦村是整条古窑浦两岸离海最
近的村落，尽是海地。

古 窑 浦 作 为 一 条 河 流 的 名
称，南起掌起镇洪魏村，北抵古
窑浦村北部的闸口入海。据 《慈
溪水利志》载：“古窑浦发源于五
磊山麓，从东安乡洪家村至八塘
出海，流经东安、洋山、掌起、
五洞闸等乡 （镇），全长 12980
米，平均河面宽 22米。雍正 《浙
江 通 志》 载 ： 宋 庆 元 间 （1195
年-1200年） 浦上已建闸。”早年
的古窑浦分明是慈溪的出海主河
道之一。现在古窑浦入海路径已
改道到东面的淞浦十塘闸，古窑
浦的原入海闸也已废除。

掌起文人任永江写有 《古窑
港的变迁》 一文，其中写道：因
该水所过之戴家横泾桥旁，古有
瓷窑故称此为古窑浦，其名最早
见于明成化 《宁波府志》。在宋
初，上林湖的青瓷制品大多由洋
浦、淹浦和古窑浦出海运至明州
港，而古窑浦则是最主要的航
道。当然运送的还有盐……康熙
年间在全国设立 4 个海关，其中
浙海关设在宁波，下设宁波、乍
浦、温州三大口；三大口下又设
15 个分口，其中古窑港是三北地
区唯一的分口。当时的古窑港口
是船舶云集，一派繁荣景象。遗
憾的是，由于日益严重的“海
寇”和西方势力的威胁，朝廷又
实行南洋海禁令……古窑海关分
口从设置到结束前后仅为 70 余
年。

然而，古窑浦的光荣历史仍
在续写。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
沦陷。1941 年 4 月，浙东沦陷，
日寇控制铁路、公路和海上航
线，古窑浦就成了浙东海上出入
的主要通道。古窑浦是三北敌后
抗日根据地的海上门户，为革命
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大贡
献。

2007 年 3 月 22 日，三北敌后
抗日根据地海上门户纪念馆、纪
念碑开馆和揭碑，古窑浦成为宁
波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古窑浦和它的桃子

①①

①左为任筱孚，中间
为任筱和。

②东门灯塔现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片由张心提供）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