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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

史复明 王佳 叶继峰

19 世纪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
逊的游记 《中国与中国人的影像》
中，曾以优美的笔调叙述了初夏时节
轮船在甬江航行的见闻。其中，特别
提到了“一件新奇的事物”，“便是江
岸上那一排排连绵不绝的冰屋，里面
贮 存 的 冰 用 于 夏 天 的 时 候 给 鱼 保
鲜”。约翰·汤姆逊所说的“冰屋”，
便是“老宁波”口口相传的“冰厂”。

同 样 在 19 世 纪 ， 英 国 人 罗 伯
特·福钧来甬，对这些“冰库”充满
了好奇，“乍看上去，很像英国的干
草堆。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构造，竟然
可以在夏天很好地保存冰块”。福钧
对此还进行了多次检验，认为“冰
库”的质量令人满意：

“1844—1845 年的冬天是一个暖
冬，这一地区的池塘、运河里很少或
者根本就没结过冰，冰库自然也没有
新冰入贮，但很多冰库还是贮存了大
量的冰块，这些冰都是前一年存放在
那儿的，就这样，市场上仍有冰块出
售。”

两位英国人描述的冰屋、冰库，
在清代以及民国时期的宁波地区颇为
普遍。

用冰来给夏季的食物保鲜是一种
古老的方法，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
古人就开始用天然冰来保存食物。在
江南地区，由于气候原因，藏冰较北
方不易。明代徐继善在 《人子须知》
中有言，“北人藏冰，乃苦寒之地，
故水不化。南方无苦寒，则水易化而
不能藏也。”但是，浙东人民出于渔
业生产的需要，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在很早的时候就建造起了冰厂。

宁波人建造冰厂，可追溯到明
代。郑若曾的《江南经略》载，在明
代，宁波的黄市洋一带就有四五座

“冰荫”（即冰厂） 专为渔船供应冰
块。当时，浙东一带的习俗是将所得
鱼货用盐来腌制，冰鲜并不流行，冰
厂数量也有限。

冰厂在宁波地区的兴盛，始自清
代。成书于清代的宁波乡土文献著作

《四明谈助》 卷二十八“甬江贩聚鲜
货”便描述了这样一番场景，“甬东
滨江居民，多以藏冰为业，谓之‘冰
厂’。夏初凿取，以佐渔鱼行远。贩
夫冰船，多系于芥子庵道头。”

浙东一带反映乡土生活的诗歌
中，冰船、窖冰、冰鲜等内容亦多有
呈现。清初李杲堂的 《鄮东竹枝词》
直白地记录了甬人藏冰以售、供应冰
鲜船的乡风民俗：“鱼鲜五月味偏

增，积冻舱中气自凝。未出洋船先贵
买，几家窖得一田冰。”诗人陈劢的

《石首鱼》 生动描述了利用窖藏冰块
给鱼保鲜而致富的情形：“巨艘满载
鱼不腐，预将窖冰舱中贮。合家生计
从此出，致富何必让陶朱。”

冰厂的兴盛，与当时浙东一带
渔业的发达密不可分。那么，冰厂
是否为甬上所独有？民国时期所编
的 《中国实业志·浙江省卷》 载，
当时浙江贮存天然冰的冰厂除杭州
有数家以外，几乎全集中在浙东一
带。其中，“以鄞县为最发达，鄞东
之冰厂跟，旧式藏冰之厂，所在皆
是”。此外，“镇海、定海、象山也
占相当地位。”

清代及民国时期，宁波地区的冰
厂俯拾皆是。《申报》 有云，1893 年

时，宁波有冰厂数百家，还设立了公
行。《鄞县通志·食货志》 载，冰厂
年有增减，自和丰纱厂以东至镇海江
北方面鼎盛时常有千数百厂。

浙江省立宁波民众教育馆有份详
细调查，1936 年，鄞县“下白沙对
岸梅墟地方，和丰纱厂东沿江数里”
等地“有大小冰厂二百六十余”，“可
容冰一万二千担至一万六千担者有五
十余厂，可容八千担至一万担者有七
十余厂，其余可容冰四千担至七千
担。”《中国实业志·浙江省卷》还详
细列举了当时鄞县宗茂记、葆记、楚
记、谟记、秀记、运记、采记、兰
记、舜记、梅号、南号等 20 家冰厂
的资本及地址情况。

镇海、定海、象山等地的冰厂，
数量规模也不遑多让。

据《浙江沿海各县渔盐概况》记
载，镇海“全县冰厂散布于旧第二、
四、六、七自治区内”，“每年可运销
四十八万担”，“平均每年贸易额十五
六万元”。

民国 《定海县志》“风俗篇”记

载：舟山“自甬东东港浦至吴榭田
屿，储冰草厂络绎不绝。”清后期
至民国中期，沈家门一带就建有大
小冰厂 80 余座。1935 年，沈家门还
建了一座储藏量达 7 万担的超大冰
厂。

象山冰厂，县志中没有记载。不
过，据浙江省立宁波民众教育馆调查
称：“石浦冰鲜桶渔业最盛，可和沈
家门相颉颃。”据此，亦可推想当地
的贮冰量应当不低。在 20 世纪 20 年
代，台湾总督府殖产局商工课曾对浙
江的冰厂情况作过调查，报告除了指
出在沈家门、石浦、镇海和宁波甬江
流域冰厂广为分布外，还指出石浦的
冰厂规模比宁波高大得多，单个贮存
量可达4万担，建造费用在2000元左
右，并拍摄了照片。

冰厂的建造及运营，《鄞县通
志·食货志》 有过言简意赅的介绍：

“支木建厂，茨草其上，掘地为洼以
贮冰。”

建厂第一步要做的便是选址。厂
址一般多选择在靠近江边或海边的高
地上。一则便于排水，避免雨天时为
水所淹；二则便于渔船就近充冰，减
少人工运输费用。

第二步是挖窖。通常“每厂占地
约七八分，内掘地窖，深约丈余，周
围不下二十余丈”。利用挖出来的泥
土，在土坑四周夯筑起厚厚的土墙。
为了保温及保持冰块的洁净，坑底及
四周铺上很厚的稻草。土墙上预先开
有相对的两道门，以便冰块快速地运
入与运出。

为了更好地保存冰块，大一点的
冰厂往往会将坑内分隔成多个小空
间。据《江苏省浙江省水产业调查报
告》，石浦一带的冰厂内部隔成 92
间，其中宽4间，长23间，四周以高
11 尺、上宽 4 尺的堤坝形土墙围绕，
地面铺设了石板。为了便于排出储冰
过程中溶解的冰水，还特别铺设了深
五寸、宽三寸五分的排水沟。

第三步是搭棚。《四明谈助》 卷
三十二对冰厂外形做过这样的描绘，

“冰厂窖田覆草，中脊建瓴，前后峻
削，如马鬣封然，不至积雨渗漏”。
所搭建的草棚上窄下宽，外观呈锥
形。冰厂内部竖立多根木柱子作为支
架，上面所覆盖的草苫子，都经过紧
密编织，层层覆盖。

接下来便可以贮藏冰块了。“几
多茅屋窖严冰，万顷颇黎冱有声”，
这是清代诗人戈鲲化描写宁波江东藏
冰入厂的情景。《鄞县通志·食货
志》 亦云：“晚秋收获后，灌田以
水”，“十月以后，天寒凝冰，早晨二
三时，乘月光移田水所结之冰，藏之

厂中。至翌年春间，冰期始断，乃扃
厂门，待售于冰船”。

每个冰厂都有自己的水田，称之
为冰田。各地冰田数量则根据冰厂的
大小，及所在地结冰的天数而定。仅
甬江一带，冰厂大者需田十五六亩，
最小者亦需五六亩。

人们在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生产
技术及工具。在每块冰田靠近道路的
位 置 开 挖 1 米 宽 半 人 深 的 “ 汤 团
河”，方便就近将冰送入窖中；敲
冰、拉冰、捞冰都有专门工具，如冰
榔头、冰扒及冰篮等。有的地方还提
前将多条绳索放入水田中，结冰后冰
和绳连接在一起，当冰被敲开后，只
要拉动绳索，就可以将冰块方便地拉
到一起。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进行封藏。当
冰块码放至规定高度时，“乃以稻草
放置冰上，次以竹席或芦席覆之，然
后涂泥至五六尺，使之密不透风”。

冰厂的启封时间一般是在“翌年
四五月，或六七月”，“开窖之时，必
先搭盖席棚，式如人字，高出窖面约
七八尺。一面遮蔽日光，一面避免风
雨。开窖方法由小而大，取冰者先凿
开窖口，由上而下，取尽一列，再及
次列。”

“冰厂净利历年相差甚巨，年成
之好还常视渔业之旺衰及冬夏两季之
寒暑以为断。如渔业发达，则冰之需
求大，冰价必高，夏季天热冰之融解
速而需求多，则价亦昂；冬季天冷冰
之贮量富而供给多，则价必跌。”在
20 世纪 30 年代，宁波一带的冰厂，
通常大的整窖可售 700元，小的可售
300元。

浙东冰厂的存在，提高了冬季荒
置农田的利用率，还解决了一批人的
就业问题。《鄞县通志·食货志》 记
载，鄞县地区“赖冰业间接为生者不
下万人，冬季取冰藏厂日抬冰，抬冰
之人多为邻村居民，惟遇冰多时间，
亦雇用十余里外之农民。其工资在六
七年前每小时约价二角，较之普通工
匠之工资有过之无不及”，“春夏之
间，贩冰与渔船亦雇用人夫挑之，每
担以途之远近计价，健者日能获银一
元以上”。

当然，最为主要的是解决了夏季
鲜鱼的保鲜问题。《鄞县通志·食货
志》 对之有生动的记载：“甬江渔
船，当渔汛期至，由奉化江扬帆而
来，经过东乡梅墟江滨，必购冰贮舱
下，使船载重，始可浮海。及在定海
洋面渔获而归，将贩之甬上之鱼行
也，又经过其他地，则再冲冰，使鱼
味鲜美，且可以持久。”

除了渔船出海需要购买冰块，还
有一个消费群体就是冰鲜船。据不完
全统计，民国时期，镇海有冰鲜船
50 只，象山 100 余只，定海长涂 50
余只，奉化 30 余只。冰鲜船保鲜方
法有两种，一种是普通冰鲜船，先在
船舱底铺上一层冰，再一层鱼一层冰
放置，此种方法保鲜可达 5天；一种
为冰鲜桶头，即把鱼和冰混装在加盖
的木桶中，保鲜可达一周。

当时间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随
着全球气候变暖，浙东一带很少结
冰，冰厂无冰可藏而告式微。加上机
制冰的普及，各地的贮冰草厂渐渐地
退出了历史舞台。宁波最后一座冰
厂，停业在了1983年。

细细想来，宁波先人就是利用这
样的“土办法”，在炎炎夏日保存下
成千上万吨的天然冰块，保障了浙东
海洋渔业之需。更令人惊叹的是，没
有动力资源的消耗，没有生态环境的
污染，冰厂留给人们的怀念和思索，
随着岁月的沉淀，相信还有很多很
多。

中共浙东工委秘密电台旧
址位于海曙区高桥镇芦港村钟
家弄。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
浙东游击纵队奉命北撤，留下
一部电台跟随坚持斗争的同
志，其主要任务是抄收延安新
华社的电讯，及时了解党中央
的工作部署和解放区的信息。
鄞慈县特派员朱洪山牺牲后，
国民党反动军警于 1947 年初
加 紧 了 对 四 明 山 区 的 “ 清
剿”，山区形势更加严峻。新
任鄞慈县特派员、电台的直接
领导人陈爱中，为保证电台安
全，决定把电台暂时迁往敌人
不注意的城郊隐蔽。先后在龙
嘘乡梁山伯庙附近一处庄屋和

庵堂活动。后又转移到爱国乡
绅钟士康家里，将电台架设在
厢房与穿堂间且紧靠主房的一
间密室内，门外以一张床铺放
下蚊帐作掩护。电台的具体工
作人员乐子型和李文彪的一切
生活也都由钟士康和他的长媳
负责。

中共浙东工委秘密电台旧
址原为钟士康的祖居“耕本
堂”内的一间密室 。“耕本
堂”为由 3 进 2 明 4 厢组成的
复合型四合院建筑，整体坐西
北朝东南，正厅与穿堂各 3开
间，前后 2 厢联成一体成 9 间
2 弄格局，现左厢完整，右厢
已拆除改造，门楼保存完好。

（张伟杰）

11 月 30 日，市委党史研
究室举办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
辅导讲座，邀请省委党的十九
大精神宣讲团成员、省委党史
研究室副主任王祖强宣讲十九
大精神。

讲座以《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为题，联系史志部门工
作实际，从砥砺铸就新成就、
豪迈跨入新时代、铁肩担当新
使命、自信创立新思想、坚定确
立新目标、认真修改新党章、全
面开启新征程、郑重选出新班
子、党建提出新要求、努力创

造新辉煌 10 个方面，全面系
统地阐述了党的十九大精神。

会议要求，在下步学习贯
彻落实中，全市史志系统干部
要把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
史志干部的必修课，带头在学
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切实找
准史志工作的坐标和方位。要
狠抓落实，以十九大精神为指
导，对今年工作进行一次“回
头看”，对照年初目标进行查
漏补缺，认真研究和谋划好
2018年工作。

（毛利丹）

市委党史研究室
举办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辅导讲座

近日，全省方志系统期刊
座谈会在鄞州举行。

鄞州区委、区政府历来重
视地方志工作，形成了二轮修
志的长效工作机制。鄞州区委
党史办 （区政府方志办） 抓住
重点，服务中心，主办的《鄞
州史志》 季刊至今已有 30 余
年，今年进行了扩版提质，坚
持地方性、史料性、学术性和

指导性，被国家图书馆主动收
藏。

会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
组办公室和省、市地方志办公
室等相关领导及全省各地方志
系统的相关专家聚集一堂，就
地方史志期刊工作进行热烈探
讨。全省优秀区 （县市） 期刊
进行了交流。

（陈莹磊）

全省方志系统期刊座谈会举行

11 月 17 日上午，宁海县
史志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宁海县
委党校召开。大会审议通过了

《宁海县史志研究会章程》，选
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监事会监事以及会长、副会
长、监事长、秘书长等，通过
了理论部、党史部、方志部、
年鉴部、宣传部等下设部门及
人员组成。

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宁
海史志工作队伍进一步发展壮

大，史志研究工作又登上一个
新的台阶。研究会将坚持创
新发展，发扬学术民主，鼓
励科学探索，努力构建“大
研究会”格局，实现在史志
研究、以史资政、以史育人
上 有 新 作 为 ； 坚 持 围 绕 中
心、服务大局，在推动史志
工 作 大 众 化 、 普 及 化 的 同
时，为宁海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优质服务。

（王泽泉）

宁海县史志研究会成立

重走抗战路，砥砺新时
代。浙东抗日根据地慈溪洪魏
革命纪念馆日前在掌起镇洪魏
村洪家祠堂举行开馆仪式。

洪魏村是一块充满活力的
红色土地。1944 年，洪魏村
是中共浙东区委、新四军浙东
游击纵队司令部、浙东临时行
政委员会等党政军首脑机构驻
地。在复杂艰苦的环境中，谭
启龙、何克希等革命先辈不畏
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高
举抗日大旗，坚持抗日统一战

线，领导人民群众在这里进行
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浙东抗
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

纪念馆坐落于洪魏村正中
间，建筑面积 600 多平方米。
馆 内 以 历 史 图 片 和 实 物 为
主，辅以雕塑、幻影成像、
影视片等展示手段，突出表
现浙东党政军民团结一心奋
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
光辉历史。

（方湘敏）

浙东抗日根据地
慈溪洪魏革命纪念馆开馆

又到一年北风起。
冬日里，不少宁波人的儿时回忆中，“冰厂”，或许正是其中一味。这一已经淡出现代人生活

的事物，曾经是宁波江海岸边的一道独特风景。
翻阅宁波的地方志书等文献资料，那些关于浙东冰厂的记载，告诉我们的恰是一个物事与一

个时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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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浙东工委
秘密电台旧址

民国时期的宁波冰室，资料来源：《伊东忠太建筑文献》第6册第5巻

采冰场面 （［美］ 施塔福摄），资料来源：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的
《20世纪初的中国印象——一位美国摄影师的纪录》

清嘉庆时期甬江两岸地图，资料来
源：《鄞县地舆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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