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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到自己筹建的木雕艺术
馆转一圈外，胡建能每天大部分
时间都待在一个幽静小院内，雕
刻着《红楼梦》里的人物。

近日，笔者走进胡建能位于
文教街道育才社区屠家沿的家，
在充满香樟味的工作室里，见到
了已雕刻出的 90多个比真人稍小
一点的红楼人物，林黛玉的忧
伤、贾宝玉的天真，还有紫鹃、
贾政、王夫人……个个栩栩如生。

“宝钗”“尤三姐”等用上好
的香樟木雕刻，身高都在1.2米至
1.5 米之间，每人都有一个造型，
虽然还只是毛坯，但也活灵活
现。胡建能说，刻一个毛坯要花一
个月。最难的还是后期修饰，拿《绣
花的鸳鸯》为例，鸳鸯的头发需要
一根根刻出来，丝丝入微；若有所
思的神情也需要通过雕刻体现出
来。这样的修饰要花一个月。

现年 60岁的胡建能，是宁波
圆雕领域唯一的高级工艺美术
师。15 年来，胡建能一直在做这
件事，6 厘米厚的敲棒都快打穿
了。谈起学习圆雕的经历，他
说，他上学只上到初一，8 岁的
时候跟着爷爷学起圆雕工艺。那
时候一门心思全钻到木雕手艺上
了，年纪轻轻就在地方上有了一
些名气。1983 年，宁波某工艺美
术厂招工，他被破格录取，进厂
后担任过车间主任等职。

由于圆雕手艺出色，1985年 7
月，他应邀赴加拿大合资企业，担
任仿古家具木雕师。胡建能说，他
从小喜欢《红楼梦》，小说、电视剧、
小人书看了不知多少遍，他被《红
楼梦》所刻画的人物形象深深折
服。在加拿大工作期间，他利用业
余时间开始设计红楼人物的图纸。

两年后回到国内，打算开始
雕刻的胡建能算了笔账。每个人
物需要用掉一根 2 米左右的香樟
木，每根香樟木售价四五百元，
100个人物就需要5万元左右。

哪里去搞这么多钱？为此，

胡建能办起了相框工艺品厂，靠
经营所得保障他的家用和创作经
费。2002 年，当工厂走入正轨
后，胡建能正式开始雕刻红楼人
物。他先到市场上买来香樟木，
将车库腾出来做专门的工作间，
他计划将 《红楼梦》 中 100 多个
人物雕刻出来。

“圆雕工艺是雕刻中比较普遍
的传统工艺，但现在却越来越少
有人静下心来做这件事。雕刻这
些人物也算是继承传统，这应该
是我这一辈子中耗时最长也最有
成就感的事了。”胡建能说，和其
他的雕刻不一样的是，圆雕是立
体化地表现人物，观赏者可以从
不同角度看到物体的侧面，要求
雕刻者从前、后、左、右、上、
中、下进行雕刻，因此做起来比
较慢，学起来也难。现在雕出来
的还是初坯，如果经过后期制
作，这些红楼人物会更加完美。

胡建能表示，如果经济条件
允许，他将会在宁波、全国乃至
国外进行展览，以弘扬中华民族
的传统文化。他计划通过设在甬
江街道的社区木雕艺术馆，让更
多的人来关注和保护濒危的民间
文化艺术。为了圆雕这门工艺传
承下去，他还将从部队退役的儿
子送到杭州进修工艺美术专业，
希望他传承自己的衣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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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山雪枣”慈
溪产！枣树喝白酒擦羊奶，
枣子现摘现吃，个个嘎嘣
脆》

推送日期：2017年10月11日
推荐理由：在慈溪周巷天

灯舍村，有一片郁郁葱葱的冬
枣林。这些来自新疆的“天山
雪枣”压弯了枝头，从树上摘
下一颗，不用擦拭，更不必清
洗，轻咬一口，那叫一个“嘎
嘣脆”，果汁便在舌尖留韵，
甜如蜜糖。这片占地 200多亩
的冬枣林，是慈溪骏万亿果蔬
农场的“主角”，目前是华东
地区规模最大的新疆冬枣种植
基地。这里的冬枣征服了越来
越多人的味蕾，逐渐成为时令
地产水果的新宠。负责人吴国
华介绍，农场坚持施充分腐熟
的有机肥，促进枣树的生长发
育和提高土壤有益微生物的存
活率，调节果园的生态环境，
减轻病虫害发生概率。同时不
用除草剂，增加人工除草的次
数。“我们农庄还请枣树‘喝
白酒擦羊奶’。”原来，从枣树
开花到挂果，一旦发现“虫
害”，果园不采用喷洒农药的
办法，而是喷洒高度白酒兑水
后自制的杀虫剂。在冬枣的保
果期，通过喷淋羊奶的办法使
冬枣不开裂，相当于给冬枣抹
上一层“润肤露”，这就是骏
万亿果蔬农场的冬枣可以即摘
即食的秘密。

飘来祥云：才尝慈溪杨
梅，又摘天山雪枣，走进果蔬
农庄，仿佛来到吃货天堂。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
火焰，瓦缸烘虾，几百年的
传承！“嘎嘣脆”刷新你的
味蕾体验》

推送日期：2017年10月10日
推荐理由：虾干，是宁波

人再熟悉不过的地产美食，但
来到面朝大海的奉化裘村镇应
家棚村，一种“嘎嘣脆”的对
虾干将会刷新你的味蕾体验。
每年8月到10月中旬，正是南
美白对虾最肥美的时节，习惯
了靠海吃海的应家棚村村民进
入了“忙碌模式”，全家齐上
阵，制作老底子特产虾干。鲜
虾洗净、煮熟、晾凉之后，要
把两只大小相近的虾首尾相
扣，完成“对虾”工序。串好
以后，就是最关键的环节——
烘制。智慧的海边人用量身定
做的棉布围在已经放入炭火的
缸炉上，将鲜虾插入到布袋
内，炭火的温度不能太高，保
持在 40 摄氏度左右，让鲜虾
受热均匀。经过 48 小时的烤
制，虾内的水分全部被蒸干，
虾干出炉。这样制作出来的烤
虾，不需要真空包装，只要密
封好，不回潮，一年都不会
坏。海水与炭火的交融，使得
鲜虾中的鲜味物质在水分蒸发
中不断浓缩提纯，其香味也愈
加浓郁。

兔八哥大姐：喜欢把虾干
当零食吃，一吃就停不下来，
冬天放在火锅中味道就更鲜美
了！

小苹果：应家棚村虾干
好，百年传承老字号，畅销江
浙大上海，远达北京东三省！

本报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申屠琰

水蛭，俗称蚂蟥，一提起这
软乎乎的生物，绝大多数人第一
反应是“吸血虫”，很多人觉得
恶心。但在水蛭养殖户章如强的
眼里，一条条水蛭成了致富的

“软黄金”，跟寻常养鱼相比，利
润高出数倍之多。

国庆节前，笔者来到余姚河
姆渡镇中江村。章如强的水蛭养
殖塘静悄悄的，细瞧之下，才发
现岸边趴着一片片褐黄色的蠕动

“树叶”。老章下到塘里，拿网一
抄，扒开底泥，露出四五条肥壮
的水蛭，大的有 10 来厘米长，

“等到 10 月中旬就可以集中起
捕，晒干卖钱。”

57岁的章如强20多年前开始
承包鱼塘养鱼、养河蟹，后来市
场行情不好，辛苦一年挣不了几
个钱，老章有点心灰意冷。5 年
前，章如强在电视中看到介绍水
蛭养殖的节目，又了解到价格不
错，决定放手一试。当年，他跑
到嘉兴桐乡“拜师”学技术，回
来后将几亩鱼塘进行了改造，成
了宁波水蛭养殖第一人。

“人们总认为蚂蟥是要吸血
的，一开始村民们都有点怕。
但我养的蚂蟥是宽体金线
蛭，不吸血，是用来
做药的”，老章现场
抓起条水蛭，放在
手 臂 上 ， 只 见 水
蛭缓缓蠕动，根
本没有吸血的欲
望。据老章说，
水蛭的养殖周期
只 要 半 年 左 右 ，
每年春天时购来种
蛭 产 卵 ， 到 6 月 间
小水蛭孵化出来，再
养 4 个多月就可作为商
品蛭销售了。而喂养水蛭的
饵料就是螺蛳。章如强说，水蛭
不吃螺肉，它瞅准时机钻到螺蛳
的体内，只要几十秒就会把螺蛳
的内脏全部吃光，速度相当快。

在水蛭养殖这个冷门行当，
现成教材很少，基本靠自己一点
点琢磨。期间，老章也经历了不
少曲折。养殖头一年，正要迎来
收获期，台风“菲特”不期而

至 ， 大
水 漫 塘 ，

水蛭四散而
逃。老章发动全

家在村巷、田埂
上一条条地捡回来，还是损失大
半。第二年，章如强扩大了养殖
面积，但又碰到了一桩头痛事：
白鹭从天而降，在塘里大快朵
颐。“怎么赶都没有用，放鞭炮
也没用，最后只好把整个养殖塘
用网罩起来，才绝了鸟患”。而
最让老章心烦的是，水蛭喜欢钻
洞，养大后要一条条地抓，实在
不容易。经过多次试验，章如强
在塘里养殖大量水草，一来给水
蛭 遮 光 ， 二 来 可 当 作 起 捕 的

“网”，把水草一提，水蛭尽在囊
中，效率大大提高。

如今，章如强的水蛭养殖面

积达到30亩，成为宁波养殖水蛭
的第一大户，今年亩产量有望
270 公斤左右，迈进高产行列。
水蛭的干制品泡制后可作为中医
入药，具有治疗中风、高血压，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功效，近几
年市场价格一直呈上升趋势。老
章说，目前，鲜水蛭收购价每公
斤 140 元左右，干制品可卖到近
千元一公斤，且行贩到时会上门
收购，不愁销路。粗算下来，刨
去养殖成本，每亩纯利润可达万
元，是养鱼的好几倍。

河姆渡镇农办负责人介绍
说，在老章的示范效应下，镇上
现在也有两户农户跟着养起了水
蛭。目前，全宁波养殖水蛭的不
足10户，市场前景不错。而老章
又有了新打算，外地已有水蛭和
泥鳅混养成功的例子，“我也想
试一试，再添一条增收路。”

章如强：

小蚂蟥养出“淘金”路

本报记者 黄 程
余姚记者站 谢敏军
通讯员 张 辉

“两峡东涵曙色遥，湖光争似
赤诚标。美人近爱临汝镜，秋鹜斜
飞拂画桥。”这是清代诗人汪鉴眼
中的鹦山湖美景。如今在杏山湖塘
一带，仍可以看到这样一道独特的
风景：家家户户与水相连，或在屋
前或在房后，有小渔船或清运船在
四处穿行，水运仍在这个古村落中
发挥着作用。

鹦山湖位于余姚市黄家埠镇东
南角的杏山村。杏山村，原称鹦山
村，因辖区内有鹦山而得名。鹦山
之名，据说是早年有樵夫上打网山
打柴，发现山东麓摩天石壁间飞出
一对鹦鹉，村人以为吉祥之兆，因
而把打网山改称为鹦山，村便以山
名。后又更名为杏山村。

杏山村历史悠久，据唐《十道
志》 称：“余姚置十五乡，乡各置
里。东山乡领里六：李春、姚娘、
安僧、余支、蒋德、余福。”余支
里以余支湖得名，现留有大量的古
墓群，在第二次文物普查考证中被
文保部门列为杏山古文化遗址。

杏山村以山水出名，据清雍正

《东山志》 记载：“余支湖：在一
都，东汉时有余支者，居湖之东，
历 晋 及 唐 ， 子 姓 繁 衍 ， 因 以 名
湖。”鹦山湖是余支湖的一部分，
据载余支湖的面积超过万亩。目
前，鹦山湖水域面积仅剩 800亩左
右，湖区虽然减少，但长期的围垦
却形成了杏山特有的山水格局，山
映湖中，湖与山连，大大小小 10
多个湖泊相连，村在湖中，湖在村
中，一条条水路在村中蜿蜒穿行。

为进一步完善江南水乡美景，
杏山村本着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
的原则，分步实施村容改造，积极
开展宁波市水环境整治及园林绿化
建设工程。在去年余姚市“美丽村
庄”创建的基础上，今年又申报启
动宁波市“美丽村庄”合格村创建
工作。

为了进一步挖掘乡贤文化，让
更多的人了解杏山，该村从 2006
年开始，与在外的黄家埠镇杏山籍
的原地质矿产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陈洲其，中国驻新加坡前大使陈宝
鎏、远在加拿大温哥华的著名武侠
小说家东方玉等进行书信来往。
2007 年开始，杏山村在镇党委、
政府的帮助下，编写了该镇第一本
村史 《鹦山史话》，该书由东方玉
题写书名并作序，为后人留下了难
得的资料。

2015 年，黄家埠镇和杏山村
共同出资 60 余万元，对陈汉山祖
祠进行了重新修缮布展，并完成东
方玉作品陈列室和杏山村家园馆布
置，共收集展示东方玉的武侠小说

40 余部，书法诗词作品 20 余件以
及杏山村人文历史、陈氏渊源等。
此外，家园馆还通过图文、音像资
料、实物的方式，展示了杏山村的
风土人情。

对杏山村的保护开发，余姚市
黄家埠镇党委政府也十分重视，投
入 1500 万元进行杏山湖旅游休闲
区块建设，通过推进道路交通设施
建设，建成生态护岸、游步道、绿

化带等，大力打造江南水乡休闲旅
游目的地，有山有水有人文的杏山
村成为村民心中的那个能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
旅游村庄。

杏山村：山水美景闻墨香

江南水乡杏山村江南水乡杏山村。。（（张辉张辉 黄程黄程 摄摄））

章如强在观察养殖的水蛭。
（余建文 摄）

胡建能和他的圆雕作品胡建能和他的圆雕作品。。
（（徐欣徐欣 摄摄））

胡建能在即将开放的木雕艺术
馆制作木雕。 （徐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