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张立 史媛

从海曙区章水镇崔岙村后山
出发，登上矗起岩古道，一路石
阶蜿蜒、林木层叠，约 45 分钟
后，豁然开朗，一排排一人多高
的香榧树展现在眼前。这片香榧
林有400多亩，是海曙区唯一的香
榧林，也是康棒香榧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崔勤华8年汗水的结晶。这
几天，看着自己收获的第一批香
榧果被包装成盒，他心里充满丰
收的喜悦。

今年 56 岁的崔勤华是土生土
长的崔岙村民，有一家经营状况
良好的印刷企业，而全身心投入

打造香榧基地，始于2010年。
“刚采下的香榧覆盖着油质绿

色外壳，能提炼高级芳香油；香
榧 子 有 清 肺 、 润 肠 、 化 痰 、 止
咳、消痔等功能；香榧果衣可以
驱蛔虫，《本草纲目》 有其药用价
值记载，但是由于种植香榧树前
期投入大、产出周期长，宁波以
前很少有种植香榧的。”崔勤华
说，浙江是香榧的主要产地，宁
波 的 气 候 土 壤 很 适 合 香 榧 树 生
长，看好其市场前景，他下定决
心将前期自己企业的收入投入到
香榧这一全新产业中。

2010 年，崔勤华找到了崔岙
村深山里的一块山岙，开荒、修
沟渠、接水管、种树，从零开始

打造香榧林。“最大的困难在于这
里地处海拔320米，没有通路，上
山只能攀爬 45 分钟古道，或者绕
道从龙观乡走羊肠小道。”崔勤华
回忆，所有的工具、建材、树苗
通过肩扛手提运上山，人工实在
忙不过来，就租来骡子帮忙。后
来，他灵机一动，设计出一辆履
带式小车，帮助运输。

8 年来，记挂着自己的香榧
林，无论冬夏，每天天不亮，崔
勤 华 就 开 始 登 古 道 ， 前 往 山 上
的香榧林。“一天不去，就感觉
少 了 点 什 么 。” 说 起 其 中 的 艰
辛 ， 崔 勤 华 开 玩 笑 地 说 ， 他 每
个月的攀爬高度累计超过喜马拉
雅山了。

劳累是一方面，养护是另一
个挑战。没有农业经验的崔勤华
从宁海黄坛镇榧坑村请来专家指
导，还加入网上香榧种植群，并
花高价购买香榧实用栽培技术书
籍，不断琢磨。育苗、松土、剪
枝、施肥、防虫等，亲力亲为，

“每年光是授粉，就得花上好几天
时间。”看着满田园、满山坡的香
榧树，崔勤华很感慨。

种树也要“靠天吃饭”。崔勤
华记得，山上还没接上附近山塘
水就遭遇大旱，他们夫妻俩和雇
工冒着酷暑，一担担将水从山塘
中挑来，差点中暑。2013 年“菲
特”台风袭来，引起山洪暴发，
冲垮了沟渠和小道，也冲走了他
种了三年的 1000 多棵香榧树，让
他欲哭无泪。

经过8年的辛勤耕耘，崔勤华
累计投入了 1000 万元，香榧树大
多已超过 1人高，今年 9月下旬迎
来了第一次收获。“香榧生长成熟
期为三年，但为了收获颗粒大、
饱满的高品质香榧果，我耐心等
了 8 年。”崔勤华说，今年他收获
了200多公斤香榧果，预计明年能
收获一二万公斤鲜果。“今年我尝
试着制作椒盐香榧子，每公斤卖
400元，市场反响不错，希望明年
能找到很好的营销平台，将自己
近10年的劳动成果推向市场。”崔
勤华坚定地迎接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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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勤华：
打造古道上的香榧基地

颜启晖：

精耕越窑
青瓷饰品“试验田”

大堰谢界山大堰谢界山：：
诗意山村诗意山村 陌上人家陌上人家

记 者 余建文
通讯员 赵伊丽

山水环绕藏古风

群山环抱的谢界山村，终年郁
郁葱葱。村庄不大，一条小溪由南
而北穿村而过。村居依山傍水，出
奇地安静。即便是外来的游客，来
到此处，也不由自主地放低了音
量。

村庄中心两股溪流汇集处，建
有一座日生庙，纪念先祖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庙前香樟树约三层
楼高，可容两人合抱，枝繁叶茂。
村里的老人说，这是村里的风水
树，树根深扎进溪水里，已有 200
多岁了，是“镇村之宝”。在村中
的黄泥山半山腰，还有一株百年桂
花树，约一个成人合抱粗，一树分
叉成两棵并长在一起，人称“夫妻

金桂树”。每至金秋，花香满溢。
树绕村庄，水满陂塘。400 余

年来，谢界山的街巷呈树枝状，沿
溪水的走向不断延伸，靠山与古驿
道相接，形成如今的模样。村内保
存的民居最早建于清乾隆年间，至
今还保存有三处典型的清代院落，
有 50 余间房子。拾级而上，走进
一处 200多年前的四合院，前有照
墙，东西两条弄堂，两旁开月洞
门，前竖立旗杆。正门和后门有石
质门楣，上或刻“竹苞松茂”，或
书“勤俭持家”。砖木结构的两层
楼房，廊檐、门窗饰以精美细致的
雕刻。尽管村中没出什么名人，耕
读传家之风代代相传。

谢界山的诗意是浑然天成的。
置身其间，仰望四周群峰，怀古之
情油然而生。全村不到 300 户人
家，这些年，年轻人多下山做工、
经商去了，老人们沿袭着古老的农
耕传统。80 多岁的王婆婆和老伴

在村中住了一辈子，“这里空气
好，安静，比城里住得舒服。”站
在山顶，一层层的梯田，如蛛丝般
纵横交错的田埂，风光无限。溪
边，农人挥锄劳作，院前的晒场，
摆开团箕摊晾洁白的地瓜糕，一幅
乡村田园画徐徐展开。

民宿经济引新路

“谢界山是块璞玉，经过我们
的精心打磨，一定会绽放光彩。”
村党支部书记陆宝法说。

长期以来，大山中的谢界山鲜
为人知，村民们保留着一份难得的
乡村韵味。2015 年底，谢界山村
被列入宁波市历史文化名村。陆书
记说，区里为村庄制定了新的规
划，致力于将谢界山建设成一个以
民宿为特色，集精品农业、特色休
闲和原乡创客于一体的会员式特色
民宿聚落、终端化农林品牌孵化

站、原乡味乡村旅游创客家园。
经过近两年的建设，如今谢界

山呈现出一幅新的田园画。拆掉破
屋旧舍，改造出一个趣味盎然的临
水主题公园。已经“50 多岁”的
村大会堂，外形照旧，内里“脱胎
换骨”，变身时尚敞亮的村文化礼
堂，还设了个酒文化工作室。

根据规划，村庄划分为康体养
生、山野情趣、综合服务、现代农
庄和白色花园五个区。陆书记介绍，
目前村里已引进了 3 个民宿项目，
其中的“燕来田园”项目由余姚大岚
一家专业团队打造、运营，将依山而
建的老四合院改造为古朴风雅的民
宿，目前已进入后期装修。

陆宝法说，相信随着民宿经济
的引入，能带旺村庄人气，吸引更
多投资，把山村打造成慢生活休闲
旅游养生地。“高山梯田很适合露
营，还可以沿着村边的寒峰岭、乌
龟山、马鞍岗、后山一带，设置登
山步道，建设古村庄园、水果基地
等，让游客感受‘静气质’，激发
山村新活力。”

记 者 陈章升
通讯员 李佳珊 孙佳韵

上周六刚吃过晚饭，40 岁的颜
启晖便一头扎进工作室，趴在案头
上装配、鎏金一批新近制作的越窑
青瓷饰品。这些“毛坯”形态各异，大
小接近普通瓶盖，既有欧式皇冠、罗
马柱等静物造型，也有骏马、天鹅等
动物造型。“这是胸章，融入了许多
西方文化艺术元素。我负责设计和
塑形，然后由青瓷企业烧制上釉。”

颜启晖大学学的是视觉传达专
业，如今在慈溪市文广新局从事青
瓷文化推广与宣传工作。多年来，他
在与越窑青瓷技艺传承人、青瓷制
作企业负责人的交流中，对青瓷文
化及其烧制工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说：“传统的越窑青瓷作品主要分
为艺术品和日用品两大类。其中，艺
术品以花器、香器、塑像为主，在古代
曾是皇家贵族的珍爱之物；日用品
以餐具、茶具、酒具为主。”

与传统越窑青瓷器物样式不
同，颜启晖创作的是胸针、徽章、领
章、肩章、耳坠、毛衣挂件等小饰品。
颜启晖说，在与跨界艺术从业者的
交流中，他萌生了用越窑青瓷做小
饰品的想法。“青瓷可塑性很强，我
一直在思考，如何在越窑青瓷传承
中融入时代元素，拓展新的应用领
域，让更多消费者喜爱。”

去年 3月，在完成原材料采购、
创作素材积累后，颜启晖将家中的
书房开辟成工作室，开始潜心创作。
泥料选取、图形设计、浮雕塑形、翻
模取样、配浆注塑、晾干修坯、素烧
成型、釉下彩绘、激光蚀刻、鎏金装
配……经过 10余道工序，一块块泥
坯在颜启晖手中蜕变成一件件精美
的青瓷饰品。“要做好青瓷饰品，不

仅要熟悉青瓷烧制工艺，具备一定
的美术功底，还要熟练操作相关现
代化设备。”颜启晖说，刚开始时，他
在泥坯晒制方面遇到不少技术问
题。幸好得到专业师傅的悉心指导，
一个个难题才迎刃而解。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多
尝试，颜启晖的创作渐入佳境。在他
制作的 500 多件饰品中，有的保留
了青瓷如玉般剔透的本色，典雅精
致；有的局部鎏金，华美夺目。为了
提升制作工艺，他还自费购买了不
少加工设备，塑形、雕刻、翻模具，甚
至动用激光雕刻机和 3D 打印机。

“有了这些现代化设备，可以进行标
准化、数字化制作了。”颜启晖拿出
一套为慈溪市青瓷瓯乐艺术团定制
的越窑青瓷胸章说，“这套胸章共有
16 枚，图案有演奏者形象，也有乐
器。去外地演出可以作饰品，也可以
作为‘伴手礼’送给观众收藏纪念。”

颜启晖制作的越窑青瓷饰品小
巧玲珑、便于携带，自去年亮相以
来，吸引了许多社会团体、民营企业
的关注。最近，故宫文创平台工作人
员正与颜启晖对接，有望在国家级
文创平台上展示他的作品。“我制作
的青瓷饰品只送不卖，主要用于越
窑青瓷的宣传推广活动。今后，我还
想扩大工作室，定期举办青瓷饰品
免费制作体验活动。”颜启晖说，越
窑青瓷的文化传承和产业发展不能
停留在粗放式模仿阶段，“只有不断
创新，融入时代文化艺术元素，才能
焕发新活力。”

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洪笑然 吴迪

大海赋予人们的鲜味，被
加工成各种美食，象山海鲜
面就是一种。其中，鹤浦特色

“老虎面”最为盛名远扬。在
当地，甚至有“不吃‘老虎面’
等于没来过鹤浦”的说法。

“老虎面”已扎根鹤浦菜
场25年之久，每天从凌晨开始营
业，下午 3时关门。面馆老板叫周国
顺，因小名“老虎”，故面得此名。在

“网红”经济当道的现在，“老虎面”
这个霸气而独特的名字让饕客看一
眼便铭记于心。

因为开在菜场里，面馆并不准备
海鲜配料。客人想吃什么直接在菜场
买，每碗只收 10 元加工费，多年来

“老虎面”一直这么经营。初来乍到，
买海鲜时拿捏不好分量也没关系，各
家摊主早已“习以为常”，只要说一声

“是买去吃‘老虎面’的”，他们便会帮
顾客称上最合适的量。

初冬时节，笔者走进菜场，在一
家摊位买了一只白蟹、几对小白虾，
共花了 20元。才买个菜的时间，面馆
里已经座无虚席。只见店门口有一个
水槽，买来的海鲜经过简单冲洗，交
给店家并交代自己的喜好，即可坐等
美食上桌。

“老虎面”味美，离不开海岛新鲜
的海鲜。所以厨师并不进行复杂的调
味和加工，旨在保留海鲜最原始的味
道，却把腥味处理得一丝不剩，只留
下满碗鲜味。翻翻汤料，只另外配了
芹菜和雪菜，往日里一个味重、一个

泛酸，如今却“中和”得刚刚好，只是
锦上添花，不喧宾夺主。

“老虎面”的面也很讲究，最好是
米面，根根洁白如丝，散发着独特的
稻米清香，入口滑爽，久煮不烂，特别
好吃。手工面也是“主角”之一，面条
带着韧性很有嚼劲，面味经过高温烹
煮溶进了汤里，透着丝丝清香，与食
材相得益彰。

抿一口汤，难以名状的鲜美在口
腔漫溢，不断挑逗着味蕾，回味无穷；
剥开虾蟹吃进嘴里，肉质紧实细腻，
还带着一股淡淡的甘甜……笔者见
海岛居民一边吃着“老虎面”，一边悠
闲地聊着家常，生活的平淡和幸福在
这家小面馆里氤氲萦绕。

鲜美的“老虎面”让人心动。
（沈孙晖 洪笑然 摄）

图为颜启晖正在制作越窑青瓷饰品。（陈章升 摄）

▶越窑青瓷胸章饰品。

谢界山村地处奉化大堰西北部，从溪口岩头古村，沿着
303县道往里七八公里，山路蜿蜒，竹林摇曳。转过一个山
头，村庄便在眼前了。

与大堰镇里几个乡村旅游开发已比较红火的村庄相比，
知道谢界山村的人不多，来的游客更少。而正是这份“低
调”，山村原汁原味，更显弥足珍贵。近年来，依托古村保护
开发项目，谢界山村谋划一条新的“慢休闲”乡村发展之路。

村中心的古庙村中心的古庙、、古树古树。。
（（余建文余建文 摄摄））

改造后的村大会堂。

▲结出果实的香榧树。
◀崔勤华在查看香榧树。

（陈朝霞 摄）

鹤浦“老虎面”：
“隐”于菜场
25年的“网红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