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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权

除了杨梅时节，平日里余姚市
石步村是宁静的。与其他古村落相
比，石步村有一“过人之处”：明、清
两代，分别撰有《石步志》。当今修
志多为县（区）、市所为，修镇志的
已经不多，修村志就更加难得了。
今天借助《石步志》来寻访石步村
的古风遗韵，想必别有一番滋味。

一、叶氏太婆

聚族群居山之隈，白云深处竹
篱开。

前江估客乘潮返，后海鱼盐入
市来。

这首选自《石步志》的竹枝词
记述石步地处锦绣的宁绍平原上，
古系慈溪县西乡，今属余姚市三七
市镇，为翠屏山的四明山余脉，其
中有许多小山，石步山就是其中之
一。漫山翠竹葱茏，山麓清溪澄碧，
村民为跨越清溪，在溪上筑起10多
个排列整齐的石墩，有人认为石步
的地名可能由此而来。

石步村出过一位传奇女子，她
就是叶氏太婆。

事情还得从南宋说起。在南宋
150多年历史中，朝廷中多为浙东人
氏，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史氏家族。这

“四明史氏”的先祖即为叶氏太婆。
据县志、宗谱所记：石步始祖

叶世儒，字道传，“官四明教授”，北
宋庆历年间从处州松阳迁至石步。

后来鄞江、鸣鹤、马渚等地的叶姓
人氏都源岀石步。一天，叶世儒造
访友人史成家，见其子史简“行止
端方，从容至前，长揖而侍”，就将
自己的孙女婚配给了史简。

这个孙女就是叶氏太婆。夫妇
相处六年后，育有弱子幼女，不幸
的是，丈夫史简早丧，25 岁的叶氏
又遭遇儿子身亡。寡妇孤女备受艰
辛，叶氏仍寄希望于遗腹子。没多
久生下遗腹子史诏。叶氏出身书香
门第，悉心培育史诏成才。史诏生
有五个儿子，其中长子史仲之子史
浩，考中进士，由余姚县尉累官至
南宋丞相。史氏家族后来又有史弥
远、史嵩之执掌朝纲。叶氏太婆寿
至 85 岁，南宋大儒朱熹为她写有

《冀国夫人叶太君》祭文，颂其生
平，积善行德，昭示后人。

石步村周边多历史文化遗迹，
东边靠近田螺山遗址、古县城慈
城，南边二十分钟车程可达河姆渡
遗址博物馆，西边是有名的羊角
田，今称大霖山，北边紧连低平的
杜湖岭，毗连五磊寺和鸣鹤古镇，
古村处于浓重的文化氛围中。

二、黄公潭

今日石步村包括张湖溪、上义
庄、窑山等自然村落。而中心村石
步大溪宽绰，小溪隐隐。

石步村东南的黄公潭，与河姆
渡关系渊薮。河姆渡原称黄墓渡，
因秦末汉初夏黄公终老之地而得

名。史书所记黄公是有名的商山四
皓之一。吕后为巩固其子刘盈的太
子地位，争夺皇位，设计请四皓为
刘盈后盾。后来黄公隐逃来到浙
东。有一年大旱，黄公与村民一起
挖潭自救。《石步志》上记：“适逢禾
苗枯槁，居民束手无策。”黄公手指
一小潭，说“此潭可以开浚”，他和
村民一起挖土“至五六尺许，源泉
涌出”，顿成大潭，水质“清澈寒冽
异常”，“自后干旱无虑，人蒙其赐，
逐名曰黄公潭”。

历经两千年后，黄公潭水文地
质变化，沉积淤泥，当时石步村民
还没用上自来水，天又大旱。村民
叶良通知道黄公潭的来历，记得从
前潭水冬天冒热气，夏天冰凉。于
是，叶良通个人出资，用挖掘机清
淤 10 多天，黄公潭泉涌重现。叶良
通出资以后，村民又自动筹款，装
置自来水管，建造房子，开全镇建
造自来水厂先河。古今治水故事，
如今已成美谈。

三、安雅堂

古村早时人才辈出，留下了不
少古宅。

清朝道光年间，乡绅叶俊秀携
儿子叶封、叶仁建安雅堂。县志记
载，现在称为石步村的上义庄，原
谓“叶氏安雅堂义庄”。道光十一
年，里人叶氏继承先辈之志，捐银
六万三百两建义庄一所。如今的安
雅堂，虽是余姚市文物保护点，但

已岌岌可危。据村里老人回忆，上
义庄曾立有诰封牌楼，气势恢宏，
至今未留遗迹。所幸石步三进堂尚
在，村上有“上义庄牌楼，三进堂门
楼”俗谚。

古村留有民国著名学者、地质
学家翁文灏的足迹。翁文灏七岁丧
母，后母叶秀芬是石步人，知书达礼，
待他视同己出。翁文灏曾说后母是他
一生中影响非常重大的两个人之一。
1965年，他写过一首《少年杂忆·石步》
诗，记述对外婆家的回忆：

佳境慈溪到外家，山容树色美
难加。水从石出真清澈，步逐坡登
见曲斜。

安雅堂名存往迹，沧桑世变待
新芽。犹留故泽昭然在，雅堂款宾
谊可夸。

四、叶家大屋

说起叶家大屋，石步村民几乎
妇孺皆知。大屋坐北朝南，三面有
台门，两层楼重檐，围墙高耸，比屋
顶还高，正屋三间两弄，侧屋厢房
多间，内有前后两个天井，墙头、梁
枋多有传统的砖雕木刻。据悉，叶
家大屋也是叶氏建于清代道光年
间。这里先后来过达官名流、革命
志士，驻村的工作队、土改队。

抗日战争时期，大屋也是新四
军三五支队的落脚点。人们知道以
梁弄为中心的四明山，为全国十九
块抗日根据地之一，当年谭启龙、
何克希带领的抗日队伍，从浦东渡
过杭州湾上岸，到达三北地界，革
命队伍上四明山，石步是主通道。
1942年至三五支队北撤，叶家大屋
曾是慈西（丈亭）区委所在地，钱忆
群、朱敏、项耿等众多革命先辈都
住过大屋。1945 年 3 月，在石步祠
堂召开过慈溪县抗日民主政府成
立大会，宣布谢仁安为县长，大屋
一度成了县府的驻地。

石步古村藏古韵

黄芳娥

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三年，那
种思念一直未能淡去，最是睹物思
人，每每不能自持。

犹记得“双抢”时节，太阳底
下，父亲被晒得油光发亮的红棕色
臂膀，厚实的胸膛，还有那双大脚
板……他就像一部不知疲倦的机
器，在田头不停地打稻、挑箩、抛
秧。

现今的年轻人，大多已没有
“双抢”这个概念了。我们南方的
水稻为一年两季，必须在 7月底到
8月初的短暂时间里，完成早稻收
割和晚稻播种，错过时机就会影响
晚稻的收成，所以要与时间赛跑。
整个“双抢”期间，无不体现着人
的速度与力量，协作与拼搏。

每天下半夜 1点半，公社的广
播喇叭就会响起，宣布一天紧张的
劳动开始了。那时我还只有十三四
岁，睡得正香，父亲凑到我耳边，
叫一声“阿囡爬起嘞”。我揉揉
眼，穿上长袖长裤，带上蒲帽，光
着脚，跌跌撞撞地向田头赶去。

临时拉起的碘钨灯把田野照得
通亮。通常女人负责割稻，男人负
责打稻。割稻貌似简单，其实也是
技术活，双手必须协调配合，否则
就会伤到手脚。为了提高速度，每
当右手挥起镰刀，左手的每个指缝
就要依次夹住稻子，最后右手的镰
刀用力压着稻秆一起收稻，然后将
整捧稻子放到身后。为了缩短奔跑
的距离，男人们不时地会把稻桶拖
到稻垛跟前，安装在稻桶内的打稻
机在身后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催促
你“快马加鞭”。

父亲不时地拧几根稻草，把我
们割下的稻子绑成一捆，然后放到
打稻机上上下翻动，完成稻子的脱
粒，最后潇洒地将稻草往地上一
抛。收拾稻草也有技巧，抓几根稻
草，在草头的头部缠绕一圈，一头
压进，另一头使劲一抽，一节稻草
就扎好了，这一动作简称一二三扎
法。一节节稻草站在田头，远远望
去就像一个个可爱的小木偶。

稻桶里的谷子，用簸箕舀到竹
箩里，装满一箩，约莫有 150 斤
重。父亲一根扁担挑起两箩谷子，
在泥泞的田地上疾步如飞，路远一
点的晒谷场在二百米外。在我的印
象中，父亲他们从没喊过累，从未
停下过脚步，不时地还说着爽朗的
笑话。这样的重活是女人们无论如
何难以替代的，看到了这一幕，你
就会理解，当时的农村男人是何等
的重要，也就不会轻易责怪农村人

重男轻女了。
夏天气候多变，常常突然间会

下起雨来。这时，田里干活的人们
就会快速跑到晒谷场，把地上的稻
子收集起来。

“双抢”最轻松的活儿要算拔
秧了。半夜天气凉快，人还可以坐
在小木凳上干活。拔秧时双手左右
开弓，每次最好拨三四根，这样带
出的泥少，便于荡洗，根须也容易
分拆。男人们将捆好的秧苗装进土
箕，挑到要种的田里，再按种植的
密度，抛掷足够的数量。

如果说割稻是向前进的话，那
么插秧就是往后退了。两脚分开站
立，一米宽的田里根据目测均分成
三份，每份插两株，共六株，这就
是俗语所说的“摸六株”。插秧同
样讲究双手配合，左手握一把秧，
用拇指和食指将秧一点点分出来，
右手用拇指、食指、中指一捏、一
插，通常五六根秧苗为一株。为了
节省转身时间，插秧先从左到右，
再从右到左，循环往复。在追求速
度的同时，必须确保秧苗插得横平
竖直，挺立不倒。每逢生产队里的
妇女集体种田，父母总会叮嘱我：
秧要插得快，千万别偷懒。同台竞
技，每个人都憋着一股劲，那插秧
的速度真是快啊，有时实在累得不
行了，就左手肘抵着左膝，借点
力，但怎么也不敢舒舒服服地伸一
下腰。一伸腰，你就会被别人甩出
好几排了。

我清晰地记得，那年我正在田
头参加队里的“双抢”劳动，收到
了商校的录取通知书。说来有意
思，那天一大早我的右手胳膊非常
疼 痛 （现 在 知 道 是 肱 二 头 肌 发
炎），割稻的速度就慢了下来。妇
女组长急了，指责我偷懒。当妹妹
将早饭送到田头，父亲叫我吃饭
时，我忍不住委屈地抽泣起来。父
亲知道原委后，就与妇女组长大吵
了一顿。父亲疼我，自己的“阿
囡”怎么允许别人随便欺负呢。现
在想起来，那份父爱仍让我鼻子发
酸。

我家全是女孩子，父亲一肩挑
起了重担，我们只能力所能及地为
他分担一些。父亲的草担子，高高
的，一头十来捆，我们就挑两捆；
父亲挑水，我们就抬水；父亲叠草
垛，我们就帮着递草，先是一节一
节递，草垛越叠越高，我们就一节
一节地往上抛……

早年的乡村生活尽管艰辛，但
回忆起来也满是乐趣。特别是父亲
坚忍不拔、开朗爽快的性格和吃苦
耐劳的品格，一直影响着我的人生。

“双抢”忆父
沈潇潇

桃，是满树风景。
《诗经》中《桃夭》一诗，首节首

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赞叹的
便是桃花的艳丽。桃的风景当然不
止于花，还在于它丰硕的果和茂盛
的叶，所以《桃夭》在第二、三节继
续咏叹：“桃之夭夭，有蕡其实”“桃
之夭夭，其叶蓁蓁”。

在我看来，桃树枝杆也是一道
独特风景。桃树没有白杨的高耸挺
拔，也没有柳树的婀娜多姿，尤其
是在冬天叶落之后、春来花放之
前，整棵桃树都是光秃秃的，又色
泽黯淡，按常理该是很不起眼的。
但这个时序的桃树却有不凡的风
貌：那遒劲的主干和枝杈在沉郁中
蕴含锋芒，是寒风中不屈的铮铮风
骨，如一队队正默默积聚着力量的
勇士，又如书写在山野的一笔笔铁
钩银画，其雄强恣肆和古意奇趣，
只有多年的老梅堪比。每看到桃林
中那高挑的一枝，我总会联想到乐
队指挥手中起奏前那根被高举起
的小棍——是的，只等春风拂动，
万千桃树瞬间便会奏出如岩浆喷

涌般灼热奔放的乐章。
然而，人们常常忽视了桃的另

一道风景——桃凝。
桃凝又称桃胶，它是桃树自然

或是在外力作用下产生的伤口处
分泌出的汁液。经过阳光下的蒸发
风干，这种黏稠的汁液会凝成半固
体、固体，所以人们形象地称它
为桃凝。年少时去桃园，看到桃
树枝上绽出的桃凝，如晶莹透亮
的甘露和珍珠，甚感新奇，挖下
来捏在手里作为玩物，柔柔软软
的很是惬意。那些清澈透亮的桃
凝，多是新分泌出来不久的。已
分泌了些日子的桃凝，会呈现出
浓淡不一的浅黄、咖啡色，给人
以凝练典雅的感觉。而那些已呈
坚硬结晶状的桃凝，就像数千年
沉埋在地底的琥珀重见天日，或
如那渲染着缕缕水纹、云彩的玛
瑙，自有宁静尊贵的气象。

如果说桃树是一个和睦的大
家庭，那么其苍劲的主干是威严
的父亲，蓬勃的枝叶是慈祥的母
亲，桃花、桃果、桃凝则是桃树
大家庭里一大群可人的儿女。其
中 ， 缤 纷 的 桃 花 是 俏 丽 的 小 妹

妹 ， 累 累 的 桃 果 是 憨 厚 的 小 弟
弟，沉静的桃凝则是桃花和桃果
的大姐姐了。对父母，这位长女
是孝顺的；对弟妹，这位大姐姐
是无私的。桃花缤纷和桃果飘香
的季节，正是桃树大家庭活力蓬
勃、欣欣向荣的时节，桃凝只有
少量的分泌，这位大姐姐从不抢
弟妹的风头。人们在欣赏桃花享
用桃果的时候，几乎察觉不到桃
凝的存在。

夏秋之间，桃果落完了，桃
园寂静了。疲惫的桃树也留下了
一身伤痛，元气顿失。这就到了
桃凝分泌最旺盛的时节。作为桃
树大家庭中的长女，她毫不犹豫
地担当起了调理复元、重整旗鼓
的责任：忙于封合、痊愈父母身
上的道道伤口，忙于杀灭来袭的
害虫和真菌，忙于排泄、消除旺
盛代谢所产生的代谢赘余物……
她默默无闻的辛勤付出，垒筑起
桃树家族来年生机重现的基础。

在这个夏秋之交时节，我第一
次知道桃凝还是一道绿色保健美
食。一次偶然的发现使我花十五元
钱，在路边菜市场里买了一斤已结
晶的桃凝。回家在清水里浸泡几个
小时，它便变软变稠，体积膨胀了
好几倍——想不到这一斤桃凝后
来竟要分两次炖。趁桃凝还泡在水
里，我匆匆去网上一搜索，原来桃
凝富含胶原蛋白、半乳糖、鼠李糖、
氨基酸等，是一味润肺、活血、益气
的中药和有养颜美肤、抗衰老功能
的绿色保健美食。甚至还有一种神

奇的说法：胃寒、胃炎患者取比黄
豆粒大一点的桃凝，每日早晚嚼碎
吞服一次，三十天下来，再吃凉东
西胃就不会再有不适，甚至胃炎不
会再犯。

桃凝有许多食法，如桃凝银
耳羹、桃凝皂角米羹、桃凝水果
捞等等，我做的是纯桃凝羹，为
的是想品尝桃凝本真的味道。炖
烂后凉却、再冰镇的桃凝羹柔软
稠滑、晶莹剔透，食用时又掺入
了适量的蜂蜜。它留给我味蕾的
感觉真是美妙至极，直接唤起了
我童年时吃木莲羹的味觉——在
多年前旧作 《哀婉木莲羹》 一文
中，我曾回忆童年的木莲羹“晶
莹透明如刚敲开壳的蛋清，又不
似蛋清胶着；如一汪清水，又比
水更富质地、更为润滑……看它
一副柔柔的、清清亮亮的样子，
真惹人怜又惹人馋”。我还夸民间
手工做的木莲羹的滋味远胜过市
面上的任何一款工业时代的饮品

（包括我后来特意品尝工厂化生产
的某品牌的木莲羹） ——现在，
我要把这句话移用到桃凝羹上了。
但与木莲羹的清纯相比，桃凝羹的
滋味更显丰厚，因为桃凝中分明有
桃花的芬芳、桃树枝叶的清香和桃
果的甘甜……这些，大概就是桃凝
奉献给人们的最后一道“风景”了。

作为一名食者，我忽然想：对
于桃凝，自己多像一个残忍的杀手
啊！但我知道这只是一时的矫情而
已——桃凝对我的诱惑，犹如一切
世存的美。

桃 凝

小山

似乎一夜之间，宁波城市内外
的道路、公园、小区，到处可见栾树
那灿烂烂开满全树的金黄花枝，以
及累累盈树如小灯笼般的粉色果
实。微风过处，花落如雨，一地金黄。
停在树下的车，变成了花车。人碰巧
路过，头发上、衣服上就可能带走几
朵小巧精致的栾花。

九月，是栾树的季节。无论您开
车、坐公交，还是步行、骑行，无论低
头还是抬头，想不看见它们，都很
难。这时候您就会发现，原来宁波的
行道树，除了一统天下的香樟，逐渐
增多的无患子，居然还有这么多栾
树。平时，它们翠绿一片，静静地站
在道路的两边，一般人根本不会在
意它们是谁，而到了秋意渐浓的当
下，它们开始集体爆发，以满树的繁
花、奇特的蒴果，向世界刷着它们的
存在感。

栾树，无患子科栾树属植物，和
著名水果龙眼、荔枝同科。在宁波，
栾树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复羽叶栾
树，另外一种是它的变种全缘叶栾
树，又被称为黄山栾树。顾名思义，
两者区别主要在叶子，复羽叶栾树
叶缘有锯齿，黄山栾树叶全缘，树
形、花朵、果实区别不大，故咱们普
通人，实在没必要费心区分，好好欣
赏它们的花果就行了。据笔者观察，
宁波城内的行道树，还是复羽叶栾
树多一些。栾树虽是深根性树种，然
生长迅速，且枝叶向上收拢，初栽种
之时，遇大风极易倒伏，需费园林部
门不少精力去照顾。一旦站稳脚跟，
则可无忧了。

栾树也叫“栾华”“灯笼树”，前
者指栾花灿烂之貌，后者形容栾树

奇特之果。无论观花，还是赏果，栾
树都有颇值欣赏之处。其花枝广展，
大型圆锥花序长可达七十厘米以
上，即使高高在上，亦十分耀眼。栾
树树形高大，开花之时，满树皆黄，
气势极盛，车行道上，宛如一片花海
扑面而来，极具震撼力。停下脚步，
拾起落花一朵，细细品味，会发现单
朵栾花其实也很美丽。四个黄色花
瓣反卷于一边，另外半边，则为毛茸
茸八枚雄蕊伸出去留了个口子，造
型和半边莲有得一比。花冠口还缀
有一圈红色，红黄相间，非常美丽。

而栾树的果实，就更有特色了。
第一次遇见栾树，是在天宫庄园，当
时远远看到树上红红一片，以为是
花，及至近前，才发现是果，又疑心
岭南杨桃树来到了宁波。后来才知
道，这完全是一个美丽的误会。细细
比对会发现，人家杨桃是五棱，而栾
果只有三棱，杨桃是生绿熟黄，栾果
是生绿熟红。栾花落后，花枝之上，
渐渐会长出带棱小果，初为绿色，慢
慢长大，颜色渐红，最后一簇一簇似
红色小灯笼挂在树上。剥开栾果的
外皮，则见果实三四粒，圆如青豆，
十分可爱。

绿叶打底，花开金黄，配上红
果，三色调和，颜色极美。宁波城观
栾树最好的地方，是古老的镇明路。
从鼓楼开始，沿着月湖，直到解放
路，两旁全是有些年头的高大栾树。
这时候的道路，似乎摆上了一桌一
桌丰盛的视觉盛宴，让人享受不尽。
而那一棵棵开满鲜花的栾树，好似
一个个盛装待嫁的新娘，把自己打
扮得色彩缤纷、风姿绰约、倾城倾
国。每年这个季节，期待看栾花的心
情，就好像等候一场盛大的节日，一
看不足，再三再四！

最是栾树绚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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