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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东吴

本报记者 厉晓杭
通讯员 胡青青 陈蓉

修旧如旧，把保护放在
第一位

在古县城方面的保护与开发
上，慈城保持原有 2.17 平方公里
的棋盘街巷格局和历史风貌，累
计投入资金 40 亿元，完成宅院修
缮占地 18.7 万平方米，遗址重建
占地 8.6万平方米，景观改造面积
37 万平方米，古建筑群落保存完
整，有“中国古县城标本”的美称。

“从2002年开始，我们一直在
修缮慈城的古建筑，修缮面积约 9
万平方米，除了文保建筑外，还有
传统民居，可以说是面面俱到。”
慈城古县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工
程管理部副经理饶小鹏说：“历史
建筑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慈城的
古建筑是慈城本土文化的体现，
是不可复制的，我们修缮的是一
些现有留存的历史建筑，同时依
据相关历史痕迹与考证把残破或
缺失的部分补充完整。”

在慈城的古建筑修复过程
中，慈城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对于文保建筑的修复来说，保留
原有古建风貌与历史遗存是整个

修缮过程中的难题。由于部分建
筑年代久远，缺失比较严重，而
相关文史资料又无从考究，这成
为摆在“慈开”公司面前的一道
难题，怎么办呢？慈城邀请了众
多文史学者和经验丰富的民间匠
人共同探讨。最终还是决定对于
无从考证的缺失部分，暂不补
充，让它保留原貌，做一些加固
工作，保证建筑的稳定性。有时候，
残缺是另一种美感。

保护传承，留住历史气息

坐落于慈城镇东隅的福字门
头,列入古城重点历史文化保护街
区。这个宅子原为明万历湖广布政
使冯叔吉宅第，是慈城保存较好的
明代民居建筑群之一。整体建筑坐
北朝南，呈长方形状布局，原门楼前
照壁上端透雕一“福”字，此即今之

“福字门头”名称之由来。
福字门头外围墙的修缮过

程，可谓是一波三折。“福字门头
的后围墙高 7.7米，已经呈现倾斜
之势，当时很多人建议部分拆除
再修正，确保安全，我们当时也非
常犹豫。如果部分拆除再修正，那
么古老建筑的历史信息就不完整
了，非常可惜，所以我们排除众

议，坚持把这道围墙完整地保留
了下来，只做了一些缺失部分的
修补和加固，让文保建筑更完整
地呈现出来。”饶小鹏介绍，在慈
城，像福字门头这样的修复故事
还有很多，冯岳彩绘台门门头上
的彩绘保护修缮，为了不让彩绘
在修缮过程中被雨水侵蚀，同时
也为了避免彩绘过多接触阳光加
快发生氧化等，工作人员将整个
门头包裹起来，进行全封闭式的
修缮。

饶小鹏说：“这些古建筑都是
祖宗留给我们后人的财富，我们
应该把它保护好并传承下去。对
老城的原住民居我们也没有把全
部居民迁出去，老城西部的原住
居民还住着，这样更有生活气息。
做古建筑修复不是为了商业开
发，而是为了把慈城的文化保留
下来。”

笔者了解到，目前，慈城古县
城内保留了超过60万平方米的历
史建筑，拥有极高的历史和人文
价值。太湖路、太阳殿路 0.2 平方
公里的历史街区和占地 3 万平方
米的金家井巷国保区已基本完
工。而慈城古建修缮工作也曾荣
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
化遗产保护荣誉奖(2009年)。

本报记者 朱军备
通讯员 邵志明 应苏琴

佛教、茶道、陶瓷，从小
镇走向东亚

天童寺规模宏大，佛殿雄伟。

全寺占地面积7.64万余平方米，建
筑面积达 3.88 万余平方米，有殿、
堂、楼、阁、轩、寮、居 30 余个
计999间。

据 《天 童 寺 志》 记 载 ， 宋 、
元、明时期，曾有 32 批日僧到天
童寺参禅、求法，11批中国僧人赴

日弘法、传教。将中国禅宗传入日
本并创立临济宗、曹洞宗的日僧荣
西、道元，都是从天童寺归国后开
山立派的。

今天的天童寺对外交流仍然频
繁，各国的禅宗人士相继到访天
童，特别是日本曹洞宗，仍尊天童
寺为祖庭，常有信徒前来朝拜。

而天童寺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
上的功绩，不仅仅限于佛教交流，
它对中国文化东传也起了很大作
用。1467年，日本著名画家雪舟乘
船来到明州，赴天童寺求法，太白
山的景色使他的山水画有了浓厚的

“浙派”气韵，给日本后世画坛带
来巨大影响。

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
发港之一，自唐宋以来与日本进行
了频繁的文化交流，大量的青瓷、
茶叶、丝绸、书画等源源不断输入
日本。同时，一批工匠和僧人也把
宁波的建筑、书画等技艺传播到日

本。
对中国茶叶及茶文化传入日本

贡献最大的，当首推高僧荣西禅
师。荣西两次来中国，不仅学到了
中国佛教文化，还精深研究了中国
的茶文化，掌握了种茶及制茶技
术，他将宁波天童寺带去的茶籽最
先播种于筑前背振山 （今日本佐贺
县神畸邵），以后又逐步在日本扩
展。

希玄道元是日本曹洞宗祖师，
他于公元 1233 年 3 月经明州入宋，
参礼天童寺如净禅师三年。回国后
在永平寺按唐代 《百丈清规》和宋
代 《禅院清规》，制订 《永平清
规》，使饮茶成为僧人的日常行为。

濑户为日本现存最古陶窑之
一，在日本六大古窑中，只有濑户
烧掌握了上釉技术，是日本高级陶
器的代称。濑户烧的技术，出自日
本“陶瓷之祖”加藤四郎。1223
年，加藤四郎作为随从跟随道元禅
师来到宁波。道元禅师在天童寺留
学回国后，成为日本佛教曹洞宗的
创始人。而加藤四郎则留在中国学

习了 5年制陶技术，归国后在濑户
等地烧制一种被称为“濑户烧”的
陶器。

在东吴镇的平窑村，目前保存
较好的窑址有瓶窑窑址、瓶窑东庵
窑址、古坟潭窑址三处，出产濑户
烧各类碗、粉盒、罐、钵、盏及各
种生活器具。经考证，这些窑均为
宋窑。考古发现的实物也证实了日
本濑户烧是从东吴平窑村传过去
的。

拍电视、出书、办文化
节，整合资源做强文化

去年，天童寺举办了两次大型
交流法会，一次是中韩日三国佛教
茶道交流会，一次是天童禅宗文化
研究交流会。两次法会，都有数十
位日本、韩国的禅师到场交流。

为进一步推动“海丝文明风、
天童禅意谷”建设，深入挖掘天童
寺的文化内涵，提升当地文化品牌
的影响力，前不久，东吴镇邀请央
视 科 教 频 道 拍 摄 纪 录 片 《天 童
寺》。该纪录片侧重反映天童寺与

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探究天童寺
在中国乃至世界佛教界的地位和影
响，进一步助推东吴镇文化品牌打
造。该纪录片为上中下 3集，将于
明年年初在央视科教频道 《探索·
发现》栏目播出。

由东吴镇镇史编撰委员会历时
两年编撰的 《凤鸣东吴》于日前出
版，全书分上下两册，70 多万文
字，150 多张图片，分为镇情综
述、禅意佛国、山水人文、名贤荟
萃、民俗风情、诗文传说等 10 个
篇章，有利于传承和保护地方文
脉、扩大东吴文化影响力。

生态文化节作为东吴的品牌文
化活动，已连续举办了三年。以生
态文化为引领，每年定期举办“古
道行·赏银杏”“魅力太白”摄影
大赛等，还举办了“诗吟太白”

“翰墨太白——全国书法名家走进
东吴”等特色活动。其中“采菊东
篱·诗吟太白”邀请诗人采风、创
作，并颁奖朗诵。此外，太白湖国
际越野赛、天童国际登山节等活动
也影响较大。

构建东亚文化小镇构建东亚文化小镇

山清水秀的鄞州区东吴镇，在太白山麓深藏着千年古寺——
天童禅寺，它承载了中国与日本、韩国等东亚文化交流的使命。

去年，天童寺和保国寺、永丰库遗址、上林湖越窑遗址等一
起被列入我国 2018 年申遗推荐项目“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
迹”的首批名单。

近年来，东吴镇借力国家“一带一路”的发展大势，挖掘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遗存，提出打造东亚文化小镇的目标，
并付之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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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陈 爽

“大妈，这摊上的菜你随便挑
几个，我们立马测试，看安不安
全。”在镇海区的几个主要城区农
贸市场，像这样让消费者自由点选
农产品，检测人员现场检测的做
法，很多摊贩和“马大嫂”们已见
怪不怪了。

民以食为天。“菜篮子”里的
农产品是否令人放心，直接关系百
姓的健康。镇海区市场监管局近年
来通过实施责任清单、市场托管、

“双体系”建设等五大举措，在城
区农贸市场中构筑起一道坚实的食
用农产品安全风险防控“墙”。

据了解，镇海招宝山、庄市、
九龙湖等街道 （镇） 的中心菜场由
政府出资建设并管理，即使是小型
的乡村菜场，也由村集体来负责。

“这种政府主导的市场格局，与一
些地方由民营资本兴办的菜场比较
起来，在监管责任落实上具有较明
显的优势，特别在食品农产品安全
管控领域，更有利于实现全覆盖，
并精准施策。”该区市场监管局的
同志说。

在镇海城区五大农贸市场，监
管部门为市场主办者、销售者定下
的管理“责任清单”共6大项25个
小项，通过定人员、定摊位、定考
核等“五定”措施，层层签订、落
实责任书，形成政府监管、市场主
管、经营户自管的食品安全责任管
理机制。蛟川后施农贸市场还探索
实行积分淘汰管理制度，对管理不
善、积分不达标的经营户，分别给
予 警 示 、 整 改 ， 甚 至 淘 汰 “ 出
局”。记者采访中获悉，从 2014年
开始，镇海创新引进第三方专业市

场管理团队托管模式，进一步筑牢
食品安全风险底线。目前，该区的
炼化、骆驼、中官路和汇源 4家农
贸市场全面实施外包托管，全面提
升场所外在“颜值”和内在管理品
质，广受市民好评。

“镇海农贸市场上销售的食品
农产品，大部分由外地输入，本地
自产的占比极小”。针对这一状
况，区市场监管部门探索完善追溯
体系，对水产品及肉类等重点品种
从 严 监 管 ， 严 格 落 实 “ 三 查 三
验”，查验记录当日归档。此外，
通过购买服务，引入第三方优质检
测机构，精准找出问题产品及品种
风险点，破解农贸市场自建检测室

“检不全”“检不准”“检不快”等
问题。25 日中午，笔者来到蛟川
街道的中官路菜场。此时，摊贩们
大多午休去了，非常安静。而菜场
里最醒目的就是墙上与食品安全有
关的绿色标识牌，并提供免费快检
服务。当天上午，菜场共抽检了
10 多个摊位的 30 份蔬菜，快检显
示全部合格，一一上墙公布。

“目前我们城区的每个农贸市
场均设有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室，并
配备专业检测人员，每天随机抽样
检测不少于20个批次。”区市场监
管局的人员说，这样算下来，市
场上的每个摊位基本都会被抽检
到。此外，该局每年还要开展 250
多批次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并
组织百余名居民走进各个大型农
贸市场，实施“你点我检”“你查
我治理”，随机抽选、检测量达
1000 多批次，让居民充分参与农
贸市场食品安全全过程监管。采
取“双随机”快速检测的，结果
现 场 通 报 ， 发 现 有 疑 似 问 题 食
品，立即封存、暂停销售，并转
为监督抽样再行确认。

去年，镇海以炼化、西门两处
市场为试点，在全市率先实施农贸
市场食品经营量化分级风险评价制
度。按照经营业态的不同，整个市
场分为肉类、水产品、蔬果等六大
食品功能区块，由低到高划分出四
个风险等级，构建“六位一体”量
化分级风险防控体系。市场监管部
门根据风险等级评定情况，结合季
节时令特点，对应实施一般监管

（1 次/年）、常规监管 （2 次/年）、
重点监管 （4 次/年）、从严监管

（不定期） 四类监管，并向社会公
示考评结果，接受公众监督。

据统计，今年以来，镇海区市
场监管部门已累计规范提升农贸
市场经营户 400 余摊，整治 50 余
摊，取缔 10 摊。“一户一档”建
档率、城区农贸市场质量追溯和
快速检测“双体系”建成率均达
100%，“百人千批”双随机快检合
格率99%以上，全心守护居民“菜
篮子”安全。

当中国的古镇一个接一个地沦陷在“旅游经济”的怪圈里，变得千篇一律时，慈城却走上
了一条漫长而艰苦的修复之路。

慈城是江南极少数保存较为完好的县城，保存了完整的传统生活结构方式，现存的传统
建筑中不但有大量的民居建筑，还有孔庙、会馆、牌坊、古井等公共建筑、构筑物。明代的甲第
世家、福字门头、符卿第、布政房和清代的冯宅等名人故居，做工精致，用料考究，是当地民居
的代表作，其周围还有完整的传统街区。慈城脉脉相传的文化凝固在这些古建筑之中。

在古镇保护开发上，慈城看得更久远。比起重建，慈城更喜欢保护。“修旧如旧，绵泽后
世”是他们一直以来的坚持。

福字门头中厅福字门头中厅。。
（（沈国峰沈国峰 厉晓杭厉晓杭 摄摄））

◀全国书法名家走进东吴创作。

七彩天童 （管光金 摄）

市场监管人员邀请居民一起来“你点我检”。
（余建文 程新 摄）

保护古建筑保护古建筑 留住老味道留住老味道

慈慈
城城

民权路和中华路交叉口的古建筑修复。（王晨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