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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海县前童镇的 80岁老人童全
灿，今年 2 月获批成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前童元宵行会”的代
表性传承人，这是对他过去几十年
坚持发掘、传承前童元宵行会文化
的最好奖励。

童全灿是前童镇联合村人，塔
山童氏后人。他从小受前童元宵行
会文化的熏陶，耳濡目染，9 岁时
就扛头牌参加了行会活动。在“破
四旧”时期，童全灿看到很多放在
祠堂里的鼓亭、抬阁遭毁，很为之
可惜。直到 1993年，他主持前童建
村 760 周年活动，决定恢复前童元
宵行会，并为此挨家挨户做宣传、
募捐。1995 年，前童元宵行会活动
正式启动，童全灿主持行会的各项
活动。两年后，村里成立前童文化
保护办公室。1999 年，前童镇成立
古镇保护旅游开发办公室，童全灿
任副主任。

有一年，“上海人游宁海”旅游

推介活动在上海举行，童全灿等人
带着六杠鼓亭赴沪做现场展示。为
了把四五米高的鼓亭搬上车，他们
动了不少脑筋，先是逐层拆解，接
着用木箱仔细装好，再抬上车运
走。“当时 4 个人花了大半天时间
才弄好。”童全灿说。后来，县有
关部门组织去杭州做旅游推介，童
全灿他们又把两杠鼓亭运到了杭州
展示。

童全灿介绍，前童元宵行会主
要分四个部分：挂灯笼、敲铜锣、
抬鼓亭和放铳花。“以前放铳花的烟
花是自己做的，现在这门制作技艺
已经失传了，只能从外面买来烟花
放一放。”懂音乐的人很难找，这是
办行会碰到的另一个难题。童全灿
他们费尽心思从前童小学三年级学
生中挑了 40 多人进行培训。“小孩
学得快，他们学好了音乐，对搞好

行会肯定有帮助。”
一晃 20多年过去了，原有的鼓

亭渐渐显得老旧，童全灿他们又开
始组织捐资，重新做鼓亭。做鼓亭
有 5 道工序，木工、雕工、漆工
……是必不可少的。“材料费加上人
工费，现在做一杠鼓亭需要 30多万
元，而前童的鼓亭都是老百姓自己
捐钱做的，没花政府一分钱。”童全
灿自豪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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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愁

桑金伟 文/摄

慈城是个值得一看的古县城，
然而去游览的人可能不曾顾及断砖
碎瓦砌成的老墙。我多次去慈城，
总会留意那些不起眼的墙头，它们
让我遐想万千。

宁波人管它们叫“瓦爿墙”，由
残缺的砖头和破碎的瓦片紧紧垒叠
而成，砌缝间一概不施“刀头灰”，
外表也不做任何粉刷。宁波人也称
这种没有粉刷的墙为“清水货”。

用断砖碎瓦砌筑墙体的历史不
少于六七十年。我通常用以下两点
来判断其历史之长短：如果墙体已
深黛发黑、青苔斑斑还长出了茅
草，这就说明历史不会太短；更重
要的是看墙面上砌入的断砖是古砖
还是新砖，倘若有新砖加入，就可
断定其历史不会太长。

通常说的砖是以泥土为原料并
经高温烧制而成的“烧结砖”。据
载，我国烧结砖的历史已有五六千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兴都城、
建宫殿、修驰道、筑陵墓，砖块得
到大量应用。后来，砖的品种越来越
丰富。现在规格统一后，品种反倒单
一了。

新砖就是我们现今广泛使用的
现代砖，其实它的历史也有 60 年左
右。家乡的泥工称这种砖叫“二五
十”，即它的厚度、宽度、长度分别为
二市寸、五市寸、十市寸（注：采用的
是“西汉尺”，即 1尺=10市寸=232毫
米左右)。现在的建筑上有一种砖叫

“240”，即长度 240毫米。这两种砖大
小相差无几，不同的是，过去的“二五
十”是手工制作的青砖，如今的“240”

为机制黄砖。如果墙体上有此类新
砖，便可断定老墙砌筑的历史不会太
长。

跑的地方多了，便知道在我们宁
波不止慈城有这种断砖碎瓦墙，在慈
溪的龙山所城、镇海的一些乡镇也有
不少此类遗存。不过，慈城的墙体“发
育”得最典型，垒叠得最细腻。

站在断砖碎瓦老墙头前，我常常
会被感动，深切体会到当初的人们对
建筑材料的珍惜之情——这是当今
亟须倡导的物尽其用的良好品德。这
些老墙头最打动我的是断砖碎瓦所
承载和弥散的古老信息，尽管是残
片，通过它们却能了解当年江南古砖
瓦的状况。

说是“瓦爿墙”，其实称呼“断砖
墙”似乎更准确，因为断砖使用的比
例大、瓦爿比例小。慈城的老墙头中，
占比最高的古砖是一种“八斤砖”，它
比“240”大得多，但比“240”薄，很适
合打“空斗墙”。“空斗墙”往往就是传
统房屋的端墙（宁波人叫“大墙”）。由
于“八斤砖”是筑房时用量最大的
砖，这就意味着它的残片也最多。
除它外，还有“十二斤砖”“十六斤
砖”等，均以重量来命名。

龙骨砖打在老墙头中并不多
见，它应该是江南独有的，还有人
说只有宁波一带才有。龙骨砖的横
断面为“凹”字形，它颠覆了砖的
基本形状，是一种造型独特的乡土
建材。龙骨砖如龙骨般一节节相
连，在它的凹槽里嵌入竹竿或木
棒，竹竿或木棒的两端又固定在木
柱上，这样大大增强了龙骨砖墙体
的牢度。龙骨砖特别适宜室内分间

“撑腰壁”时用，因大小不同又分为
“大龙骨”和“小龙骨”。

老墙头中还能寻出镌刻有图案
的“压栋砖”（屋脊砖），压栋砖是

家乡人的称呼。江南一带的老屋屋
顶大多是双披，双披屋顶的尖端要
做屋脊，宁波人叫“做栋”，因此，
厚重的压栋砖就能派上用场了。压
栋砖一为防风，二为美观，三为祈
福。压栋砖一面有圆弧凹槽，一面
是平面，使用时凹槽下覆在脊梁
上，平面朝天。在平面上再压上元
宝砖。

元宝砖打入老墙的也不多见。
元宝砖特别厚，厚度相当于“240”
的 2倍，长、宽与“240”相仿，其
两边各镂有半个元宝形的孔洞，砖
体居中有“福”字。两块元宝砖横
向相接后形成一个元宝形的孔。它
们连续相接，屋的正脊上便呈现

“福”字与元宝孔相间的连续图案，
煞是好看。同时它既减少了正脊的
受风，又压住了下层压栋砖。元宝
砖和压栋砖的两端都制有连接用的
榫头。

还有一种不用于打墙的小方
砖，土话称“砖匾”。它是安放在椽
子之上、瓦片之下的，以防止户外
尘土漏入室内，同时也使室内的屋
面看上去更整洁美观。过去富裕人
家用此砖覆盖屋面，用不起的人家
就用竹匾或草匾代替，但竹匾、草
匾腐烂后屋面就很难清理干净。砖
匾的设计者很聪明：因这砖很薄，
为了避免断裂，泥坯制作时在两块
厚度的正中用铁丝割一条不通到头
的细缝，这样，两块砖仍黏合在一
起，降低了烧制、堆放和运输时的
破碎率。使用时只要用泥刀在中缝
上一斩，就变成了薄薄的两块。

在慈城的老墙头中，我还发现
了两端各有“雌雄榫”的断片，但
至今仍未找到完整形状的砖。此
外，还有专门用于砌烟囱的烟囱砖
等，不再详述。

说完砖头说瓦片。江南的瓦片
常被称为“小青瓦”，品种较少。江
南的屋面铺设时由底瓦和盖瓦叠合
而成，底瓦和盖瓦其实是同一种
瓦，只不过使用时凸面凹面正好相
反。至于屋檐瓦头的处理，考究人
家采用瓦当加滴水瓦的做法，瓦当
收尾盖瓦，滴水瓦承接底瓦，这样
做出来的屋檐瓦头就很漂亮。宁波
一带的老屋一般不施滴水瓦，因此
老墙里难觅滴水瓦碎片。江南的瓦
当正面多是扇形，有图案，宁波人
称之为“瓦头”。在断砖碎瓦的老墙
上，瓦当残片至今我仅见到 1 块，
因为它的横断面为“丁”字形，不
好垒叠。

用碎瓦片打墙其繁琐程度可想
而知，没有平和的心态是做不成
的。全用碎瓦不插入断砖的墙垣牢
固度不够，因此纯粹的“瓦爿墙”
是没有的。在慈城，碎瓦片占比高
的老墙尚能见到。

其实，对断砖碎瓦老墙头着迷
的不仅仅是我，还有普利兹克建筑
奖首位中国籍得主王澍，他获奖作
品的灵感就来自这种老墙。宁波博
物馆是他“新乡土主义”风格的代
表作，外墙采用了宁波旧城改造中
积累下来的大量旧砖弃瓦及陶片。
它们有机结合，显得错落有致，别
有韵味。我想，王澍的这种做法，
不仅仅是节约建筑成本，更是为了
让旧砖瓦找到最有历史感的归宿，
这恰好与博物馆“收藏历史”的理
念相吻合。类似风格的建筑还有上
海世博会宁波滕头案例馆、中国美
院象山校区等。

我与断砖碎瓦老墙头的“交
流”始于多年前，可惜只是自得其
乐，只有像王澍这样的名人，才能
把“老墙之美”推向世界。

孙传哲故居
孙传哲故居，清代建筑。其二楼原为藏书楼，名曰

“蜗寄庐”，是甬城现存为数不多的私人藏书楼之一。孙氏
后裔将藏书分别捐献给天一阁和宁波大学。

孙传哲 （1915 年－1995 年），我国著名邮票设计大
师。1980年，全国评选30年最佳邮票时，其设计的入选作
品占三分之一。

（丁安 绘）

吴 慈

我因长期生活在奉化山村，
故和山岭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
结缘最深的是后山岭，约有三年
时间，每月一次挑米和土产，给
身在甬城而户粮关系尚在山村的
二妹。来回 70 公里，中途还要
搭一段航船。常常是从生产队请
一天假，傍晚后重返后山岭。本
人曾务农 20 年，因而练出了筋
骨，挑上挑下，不在话下。

当年最向往却一直无缘登攀
的是西坞街道税务场村的柴岭。
少年弃学务农时，有老农出一上
联：柴岭柴狗咬柴猪。如此通俗
近白话的联语将大家逗乐了，却
苦于对不出来。卖关子的老农最
后自己说出了下联：黄贤黄狗叫
黄昏。

进城后，与顾成华君结识，
他是著名医师顾伯英的次子。他
竟然也跟我讲了一段柴岭往事：
某年腊月，天气特别冷，在莼湖
开诊所的顾大夫坚持过柴岭去西
坞出诊。谁知返家的路上，在岭
墩遇到三个劫匪，身上的钱连同
毛衣毛裤都被抢了去。本来给人
看病的医生自己也染上了风寒，
在床上躺了半月方愈。如何既能
去西坞出诊又能摆脱劫匪之患？
顾大夫想出一个办法，下决心买
了一头驴，不再去爬柴岭。后来他
到鄞县开诊所，横溪大路行人络
绎不绝，顾大夫声名鹊起。某
日，其中一个劫匪前来看病，顾
大夫以德报怨，未究既往。

几年前，我曾编写《吴姓·
吴江泾》，了解到一则吴江泾明
代“礼”字辈太公拾金不昧的故
事。故事同样与柴岭有关。

某日深夜，吴公登上柴岭，
卸下肩上的青柴棍，把装着财宝

（粮金） 的包袱放在一旁，拿出
水壶喝了几口，歇过后继续赶
路。等吴公赶到县城时，城门尚
未打开，进城的人躺在地上假
寐。及至城门一开，许多人争先
恐后拥了进去。走在最后的吴公
无意间发现地上有个包袱，想是
同行人所遗。于是他守着包袱等
候失者前来领取。失主是茭湖闫
公，当了解到吴公小儿尚未定亲
时，当场许诺将自己的小女儿许
配给吴公的小儿子，并且约定，
聘金分文不取，妆奁加倍奉嫁！
这位闫公的小女儿后来成为闫氏
太婆，为千年古村吴江泾的教育
振兴，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世上的事，无巧不成书。本
人的奶奶、姑妈，她们出嫁时坐
花轿也是经柴岭而来。奶奶王梅
凤出生在江口附近的鱼山豆村，
其父在沪行医。堂姐的花轿也路
过柴岭，她嫁到岭下泰桥葛府

（举人府），与先生一起创办了启
蒙学校。而堂姐留学日本的哥哥
吴炯，与同为留日的堂叔吴大椿
也是柴岭常客，当年他们读书要
前往奉化中学。或许，柴岭就是
乡愁之纽带。而邑中名士庄崧甫
先生，当年任职龙津学堂时也有
登柴岭诗：“得得复得得，不怕
山道仄。凡事需坚持，前程总可
达……”

令人魂牵梦绕的柴岭啊！不
久 前 ， 终 于 和 行 芳 君 约 定 前
往，登上了其实不高却久挂心
头的柴岭。总是行人稀少的缘
故 ， 今 天 的 柴 岭 已 是 野 草 满
径。下岭时，在路旁见到了一
块巨石，那是万年前的镇山石
门。此石未在当年大兴水利时
炸毁，实为万幸。

返回途中，还拜谒了著名的
西坞盘龙公墓庐。据传，当年邬
公 请 目 讲 僧 看 墓 地 ， 目 讲 僧
问 ， 要 财 旺 还 是 丁 旺 ？ 邬 公
说 ： 丁 旺 。 从 此 邬 姓 人 丁 兴
旺，有了“小小奉化县，大大
西坞镇”的传说。例如，明代
出了一个著名京官邬雷鸣，他
出生当天，雷电交加，大雨如
注。县令当时恰好路过，在邬
宅门外避雨。他对前来开门的
奶奶说：“你孙儿来历不凡，他
一出生，我堂堂七品县令为他
站岗。”奶奶说：“七品八品也不
想，一品二品就够了！”

下山行至白杜，饭店老板娘
讲了白杜古县城迁移的“秘密”：
白杜曾为鄞县治所，长达 800
年。之后，县城迁与不迁，二
派对立。欲迁派提出：那就各
挖一斗泥，称分量，哪边重，
就建哪边。结果欲迁派在泥中
偷放了金子，于是千年古城西
迁，成就了柴岭一番热闹。

古道柴岭不仅仅是地理之
岭，更是历史和文化之岭。

柴
岭
往
事

童全灿：
复活前童元宵行会的带头人

断砖碎瓦老墙头断砖碎瓦老墙头

甬城绘·名人故居

宁波博物馆的“瓦爿墙”

墙上有一批大小不等的龙骨砖，其下有 2块开
有方孔（“雌雄榫”）的古砖 （摄于江北慈城）

墙上最大的一块是元宝砖，其上是块“240”新
砖，说明此墙砌成时日不久 （摄于慈溪掌起镇）

童全灿介绍鼓亭 童全灿介绍元宵行会的背景知识 （林海 摄）

老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