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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迹

甬城绘

老照片

方其军

余姚的四位先贤里，朱舜水走
得最远。印象中的严子陵，在富春
江钓鱼；王阳明纵横华夏，在江西
的一条江上陨落，最终归葬故土

（余姚旧属绍兴府）；黄梨洲最近，
在陆埠化安山的龙虎草堂写着千古
文章，然后在近旁自掘生圹。真正
背井离乡的，就是朱舜水了。那些
年月，清军入关，朱舜水四处乞师
相抗，然大明终究大势已去，在最
后一次东渡日本时，朱舜水也就断
了念想。不愿在清朝做遗民，而在
日本当了“移民”。

不妨设身处地感受朱舜水的心
境，有家难回、流落异国，壮志未
酬、身无分文，何况，当时的日本

“三四十年不留一唐人”。朱舜水起
初在日本并不受优待，如不是一位
学生的鼎力相助，恐怕很快就被驱
逐或饥寒而亡。可以想象，一个人
处于远离故土的困境中，对家乡山
河的挂念会有多么深沉。朱舜水的

“舜水”二字，正因家乡的姚江也称
舜水而取，以示对家乡的怀想与铭
记。我相信，在某一个深夜，朱舜
水可能动过回家的念头，但当晨曦
沾染窗棂，他的目光依然坚毅。

朱舜水或许不知，在他切齿痛
恨的清朝，他的同宗同族依然活得
不赖。的确，无论风雨，生活终将
继续。朱舜水是姚江一本堂朱氏

“老三房”支的八世孙。在他故去后
的许多年，时至清末，“老三房”的后
人在龙泉山南麓、姚江之畔建了一座
宗祠，名为“崇孝祠”。朱舜水有灵，也
许会渡海沿江，在月影婆娑间，轻轻
推开崇孝祠的门扉。万籁俱寂，唯有

“吱呀”一声，就是永恒。
我时常经过北滨江路，也时常

上龙泉山休闲，但对于近旁的崇孝
祠，我总不敢轻易踏入。尽管，那
里现在已更多地被称为“朱舜水纪
念堂”，是一个面向社会开放的公共
场所，但我的敬畏之心仍旧束缚着
我的脚步。假如带着俗世的尘嚣突
兀闯入，恐怕会惊扰了在那里习惯
宁静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然而，
在黄昏将至的某一天，姚江上倒映
着彩霞，一只白鹭轻盈地自江面翩
飞，又落在江岸的樟树枝丫上。白
鹭的巢穴不会筑在这里，但白鹭需
要暂停与休憩。就像朱舜水的客居
远方。我的心弦在那一刻被拨动，
突然觉得，该是时候去端详近在咫
尺的崇孝祠了。

那光景，恐怕已过开放时间。

我尝试着推了推门，门是虚掩的。
我轻手轻脚步入头门，哦，四下无
人，周遭阒静。门外数米之遥，是
车水马龙。门内一步之后，就是百
年前的胜境。青砖黑瓦、树荫蓊
郁，偶尔几声清亮鸟鸣，像是在提
醒我，无论世界怎么变化，有些事
物是恒定的，比如，鸟儿的歌喉，
仁者义士的担当，人与故土的血肉
相 连 。 比 如 ， 崇 孝 祠 中 的 “孝”
字。

崇孝祠坐北朝南，依山势而
建。门厅为两层五开间楼房，正门
前高悬“崇孝祠”匾额。穿过门
厅，可见较陡的石阶，往上便是第
二进正厅，抬头即见“胜国宾师”
四字巨匾。据说这里原是祭祖的正
堂，现辟为朱舜水先生史迹陈列，
展示诸多文献资料，包括朱舜水在
余姚与日本两地的遗迹图录，日本
友人回赠的相关图像、墨迹、书籍
等文物。后厅原称为“奉先楼”，相
传是“老三房”后人供奉祖先的所
在。舜水先生，可曾归来？

我的朋友朱炯是姚江朱氏后
人，虽非“老三房”支系，但对姚
江朱姓多有钻研。我与他聊及崇孝
祠，他抄给我一段文字：“据家谱和

《余姚县志·列传》记载：朱宗鼐号
龙岩，以孝著，方积雪，父思食
笋，宗鼐越四十余里，至冠珮山，
刨冰雪得之。父患恶疾，宗鼐遍求
能者治之，不愈；祈之神，又不
愈。乃刲股煎汤以进，父未下咽，
两目醒然，曰：吾适见老人馈吾
药，果谁为者。疾遂愈。”

崇孝祠的祠名，点明“孝”对
于姚江朱氏应是精神要义。龙岩的事
迹在社会上广泛传扬，更成为家族中

“孝子”的榜样。推及朱舜水，他对家
国之忠烈，其实是一种大孝。在日本
传授中华之文明，也是一种大孝。想
当年王朝更替，在朱舜水的千愁百结
里，估计是担心过中华文明会因此而
断层。如此，当受聘水户侯德川光国
被尊为“国师”，他倾其所有向日本子
民传道授业，不仅是通常理解的为回
报“知遇”，更是要为故土旧国尽上

“大孝”。
我在崇孝祠徘徊良久，天光将

暗，身影渐淡，但另一种明亮始终
不熄。凝望舜水先生的画像，其人
格之伟岸、行事之磊落，日月昭昭
啊。我抚触崇孝祠的墙体，感受得
到支撑的力量。中华的精神厦宇
里，某一些根本的要素永远是不可
或缺的支柱。其实，任何一个人，
不管走得远近，只要秉持某些可贵
的品质，他一定离祖先很近，离万
家灯火很近，离“人之为人”很
近，很近……

崇孝祠：舜水的梦园

桑金伟

我儿时求读的三山小学，早
年是三北地区规模最大、历史最
久、质量最好的小学。我在校时
似乎已不见了惜字炉，但每个班
级都有一只竹制的字纸篓，值日
的同学每天要把字纸倒到规定的
地方。字纸，是指有字迹的废
纸。说到此，我突然想到，如今

“字纸”的概念也没有了，只是统
称“垃圾”。

说到字纸篓，不能不提到字
纸炉。字纸炉是专门用来焚烧字
纸的炉子。旧时各地建有形式各
异的字纸炉，有宝塔型、亭阁
型、楼屋型等。其名称则更多，
如：惜字炉、化字炉、焚纸炉，
惜字塔、文风塔，敬字亭、圣迹
亭、敬圣亭、文笔亭，惜字楼、
焚字库等不一而足。为简洁起
见，下文通称惜字炉。

不少惜字炉口子两侧还有意
蕴深厚的对联，或敬重或寄寓或
劝化，它让惜字炉散发着浓浓的
文气。据载，成都西来古镇文峰
塔下建有焚字库，上刻“惜字
宫”三字，旁有联曰：“废墨收经
史，遗文著汉唐”；广东徐闻锦囊

所城敬字亭题有“为惜残篇归净
土，先焚断简赴清流”的对联；
余姚河姆渡镇罗江村的刘家祠堂
东侧有字纸弄，因弄堂内有字纸
炉而得名，炉边题有“毋弃六书
片纸，只因一字千金”等句……
精彩的联语还有很多，如“字纸
成丹桂，炉烟结祥云”“一炉纸化
氤氲气，万古人存爱护心”“文运
宏开，过化存神”“鸟喙笔锋光射
斗，龙潭墨浪锦成文”“自古能知
化丙者，于今便是识丁人”“敬昭
物则彝伦叙，字启文明世运新”
等。可惜，岁月沧桑，惜字炉大
多已被拆毁，即便偶尔幸存于
世，也因现代人对其陌生，失去
了本来的用途。

多年来，笔者外出时总是留
意着惜字炉。我先后在江西抚州
金溪县双塘镇竹桥村、陕西韩城
市党家村、安徽泾县查济村、浙
江景宁县大漈乡、浙江上虞区曹
娥街道孝女庙村5地，共拍到了5
个惜字炉。金溪竹桥村的惜字炉
建在大门后；韩城市党家村的惜
字炉建在墙角边；泾县查济村的
炉在宗祠外；景宁大漈的叫字纸
库，刻有“藏古今学术，聚天地
精华”的对联。其中坐落在曹娥
江畔、曹娥庙边上女庙村的惜字
炉最为原汁原味。就在上个月，
住在百官的老同学邀我去拍摄正

在拆迁的孝女庙村老村落，我有
幸与其邂逅。这个用青砖雕砌的
楼屋型惜字炉，建筑精美，保存
尚好，远远望去如同照壁。对联
与横批都是砖雕，虽有风化，但
字 迹 清 晰 可 辨——“ 文 在 炉 中
化，气由鼎上升”，为行书五字
联，横批是“文光”。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
全不费工夫！现悉，年前来自上
海历史学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已
察看过此惜字炉，我想动迁时开
发商应该会手下留情的。

汉字是中华文明与历史传承
的重要载体，人们历来用惊天
地、泣鬼神来形容仓颉造字之伟
大。惜字炉起源于敬惜字纸的古
老民俗，表现了民间对文字的敬
重。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得到的告
诫是：凡写了字的纸，不得乱
丢，不得包物抹桌等，更不能踩
踏在脚下。焚后的纸灰要埋入土
中或倾倒于江海之中。老人还警
示我们：“踩字纸将来会变成瞎
子。”所以，我们从小就对字纸持
有敬畏之心。

一般认为，敬惜字纸的民俗
从唐代开始，至明清大盛，民国
以后逐渐衰弱，到 19 世纪 50 年代
末就基本消失了。据说，清初惜字
之风还流传到日本、东南亚等地。

除了设置惜字炉外，一些地

方还成立了惜字社、敬字会、文
昌会等惜字社团。据说在老天
津，这种社团较多，知名的有广
文社、崇文社、兴文社、郁文
社、拾遗社等。

惜字社收字纸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雇人到大街小巷去找回字
纸；另一种是把民众送来的字
纸，收集到一处，集中焚化。有
的惜字社还为单位和个人送去字
纸篓。也有筹钱集资，印制宣传
崇文敬字的小册子发给大家的。

据说，逢农历三月初三，旧
时天津民间更有敬惜字纸的活
动。这一天，津沽文人学子身穿
盛装，沐浴着明媚的春光，齐聚
老城西北角文昌宫、杨柳青文昌
阁等场所，惜字社将集中收存的
字纸放入惜字炉焚化。接着学子
们抬着装满纸灰的箱子，在礼乐
伴奏下结队沿街而行，最后将灰
烬撒入附近的河水中。这一礼仪
俗称“送字灰”或“送字纸”，以
示重文敬字。

当今造纸业和印刷术如此发
达，各种字纸来得极为方便，去
得也十分随意。街头巷尾，字纸
无处不在，在舟车上、公园里，
以报纸铺坐处的也很常见，各种
小广告纸到处乱贴乱发，又随即
丢弃……浪费的是用木材换来的
纸，糟蹋的是自古敬重的字。

惜字炉和惜字社

黄志昌

竹子会开花长出米来，知道
的人恐怕不多。我说的竹子既不
是粗大的毛竹，也不是光滑苗
条的龙须竹，而是不起眼的细
小的青卷竹。青卷竹大多长在
潮湿的溪沟边，竹竿只有筷子
那么粗，长也不过一二米，一
丛 一 丛 的 。 可 它 的 竹 叶 阔 而
长 ， 可 以 作 为 青 箬 来 包 粽 子 。
这种小杂竹据说 60年才开花、结
米一次，结米之后，竹子就自然
枯死。

青卷竹的米粒细而瘦长，比
一般的米粒略小。它长在竹叶枝

条间，上上下下、密密麻麻的。
夏天的米粒是嫩绿色的，到了秋
季，当人们采摘的时候，颜色呈
枯黄色。采摘时，左手捏住枝
条，右手顺着枝条一拖拉，米粒
落在手掌之中，放到盛器里即
可。山上的竹米很多，可是当时
为度饥荒采摘的人更多，人们只
得满山满坡地寻找、采摘，一天
最多也就收获几公斤。拿到家里
趁着太阳好，晒干，用双手搓去
壳，弄干净后再放到石磨里反复

“牵”磨，然后用筛子筛一遍，最
后做成年糕、麦果，蒸煮后食
用。竹米的米粒白净，不同于其
他野食，吃来也细腻、柔滑、可
口，只不过有点淡淡的青草味儿。

竹米鲜为人知，而红刺根却
是家喻户晓。这红刺根的叶子圆

圆的，枝条绿绿的，长满小刺，
藏在柴丛中，很难找到，必须弓
着身子钻进去才能发现。从泥土
中挖出来的红刺根形似生姜，只
是比生姜大了许多，一盘一盘
的，里面有充足的淀粉。刺根在
土里扎得很深很深，要用力才能
整盘地掘起，劳作者汗流浃背
是极平常的事。人们白天挖红
刺根，一担担地挑回家；晚上
用 砍 竹 刀 将 其 斩 成 小 块 、 小
片，家家户户都这样。斩红刺根
的“笃笃”声此起彼伏，打破了
山村之夜的宁静。

下雨天，上山挖掘有困难，
就在家里忙活。人们把小片的红
刺根捣碎，再放到石磨里“牵”，
要一次又一次反复地磨，磨出的
粉再用大小筛子筛过，方可和点

水揉搓成粉团，最后做成姜红色
的糕点，放在锅里蒸着吃。这东
西没有竹米好吃，又苦又涩，很
难下咽，只能填饱肚子而已。吃
多了，连大便都有困难。20 世纪
60 年代，宁波一带的大小饭店里
常有“红刺根年糕”作为辅助粮
搭配供应给大家，品尝者肯定不
少。

现如今，老百姓再不用红刺
根充饥了，而竹米也早已消失。
竹米、红刺根这类野食品曾经作
为我们的辅食，在当今的年轻人
看来，也许就是 《天方夜谭》 式
的故事。不管怎样，粮食永远是
宝中之宝，任何情况下，都要以
节约为荣，不可大手大脚。要时
刻记住“国以粮为首，民以食为
天”这句话。

竹米和红刺根

中山公园内清代建筑逸仙楼(尊经阁)是省级文保单位，它和孙中山
先生还有些渊源。这座占地面积161.28平方米的建筑，最早为原府学内
文昌阁原物，由宁绍台道台充实藏书，开设了崇实书院，后改为宁波府
教育会。1916 年 8 月 22 日，孙中山先生在后乐园参加宁波各界公宴，
在这里和在场人士合影留念。1927 年建设中山公园时，这里用作宁波
市立图书馆。中山公园扩建后，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这里更名为“逸仙
楼”。 （丁安 绘）

逸仙楼

回 味

浙江上虞区曹娥街道孝女庙村惜字炉口的对联

陕西韩城市党家村的惜字炉 （桑金伟 摄）浙江景宁县大漈乡的惜字炉 江西抚州金溪县双塘镇竹桥村的惜字炉

安徽泾县查济村的惜字炉

位于朱舜水纪念堂的崇孝祠外景位于朱舜水纪念堂的崇孝祠外景 （（方其军方其军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