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介堂

2018年 12月 10日，曹厚德先
生永远离开了我们。悲痛之余，一
幕幕往事浮现在眼前。与老朋友
们谈及，他们都鼓励我写出来，整
理成文，以使更多的人认识、了解
宁波这位当代杰出的文化老人。

知道曹厚德先生这个人，是
在 50 多年前。20 岁的我认识了书
法家沈元发先生。一次在他家里
看到挂在墙上的一个镜框，里面
嵌放着二三十个朱红印谱，朱白
文相间，形状各异，印文内容是毛
主席诗词《沁园春·长沙》。我虽不
大懂治印，但被这一方方线条挺
拔、刀法凝练的印谱所吸引。沈老
师告诉我，这套印谱是曹厚德先
生刻制的。自此以后，曹老师的名
字就像印谱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几年后，经一位朋友引荐，我去咸
塘街曹老师家中拜访，曹老师的
亲切、谦和、博学，给了我深刻的
印象。以后有什么难以解决之事，
我常去请教曹老师，他总是耐心
指导，从不推辞。1998 年秋，曹老
师得知我乔迁新居，亲书匾额“牧
馀斋”（甬上文化界前辈周冠明先
生取名）相赠，并刻印两方，一为

“牧馀斋”，一为我的名章，我保存
使用至今。十多年前，曹老师还应
邀为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刻过一
方栏目印章“戏林百面”，每天在
电视节目中播映，可见他的知名
度之高。

曹老师一生八艺同臻，知识
渊博，但从不以艺高炫人。他多次
跟我说起他只读到小学毕业。从6
岁起，在父亲曹久裕先生的严格
教育下，曹老师每天在一块大砖头
上书写不辍，10岁后已挥毫自如，
功力不浅。一次西门外航船埠头船
主有一只新船需在船头书写二尺
见方榜书大字，曹久裕先生正有要
事离不开，就叫人带曹厚德去完
成。对方一看派个小人来，很是不
悦，要曹厚德先在纸上写好看过后
再定。待当时才 11 岁的曹厚德挥
毫书写后，围观的人群连声喝彩，
船主十分满意。自此后，少年书法
家曹厚德的名字不胫而走。

咸塘街、大来街一带尚未拆
迁时，大家都会看到一家转角的
酱品店墙上，有巨大的“酱园”二
字榜书，白墙黑字正楷，每字足有
5米见方，这就是酱品店老板请住
在附近当时才12岁的曹厚德所书
写。二字书毕，果然蓬荜生辉，观
看的人络绎不绝，酱品店生意也
好了许多。时任天童禅寺方丈的
圆瑛法师，一次路过咸塘街，看到
新写的“酱园”二字，连声称赞，一
问得知是 12 岁的曹厚德所书，遂

登门拜访其父曹久裕先生，亲切
地抚摸着曹厚德的头，称赞他以
后一定有出息。后来我曾请教过
曹老师，写这样大的字手臂不够
长，你是怎样把它们写得生动而
匀称的？他告诉我，这是他父亲教
的，也是传统的在墙壁上写巨字
的方法，就是先把一根木柴点燃，
一头烧成炭后用水熄灭当笔用，
然后绑在一根长晾竿上，人站在
远处，手握晾竿在白墙上点出笔
画中最关键的几点，这样就不会
头重脚轻或头轻脚重，然后手握
大笔，就近书写。我听后茅塞顿
开，深感“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
书”。

一次与曹老师一起去天童，
在天王殿门口，曹老师告诉我，门
楣上直匾隶书“天童寺”三字为清
代名家清道人所书，但在 1978 年
修复寺院时只找到残存的“天童”
二字，这个“寺”字是他按“天童”
二字笔法临摹写上的。看着匀称
的三字，我从心底里佩服曹老师
的书法功底。

曹老师的壮年正值“文革”以
后宗教政策落实，寺院逐步修复、
佛像重塑的年代，天童寺、育王寺
佛像的重塑，就是以曹老师为首
的能工巧匠们的杰作。完成后，时
任全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居
士亲笔写信肯定，称赞他们为东
南佛国留下了瑰宝。曹老师的一
生中，塑佛难以统计，不但在全国
各地塑，还为海外输送精品。一次
曹老师和我谈起塑佛像，他说自
己最满意的是阿育王寺的韦驮菩
萨像，我问其故，他说塑佛像最难
的是塑眼睛，要塑得自己满意是
百里难挑其一，阿育王寺的韦驮
菩萨就达到了这一点，在塑像前
你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会觉得
韦驮菩萨看着你，这样就达到了
艺术的效果。以后每次陪同客人
到阿育王寺礼佛观光时，我都会
把曹老师说的话向他们转述，增
加了大家的兴趣。

天一广场兴建时，咸塘街一
带的旧房被拆除，曹老师就迁至
湖西右营巷靠近马眼漕一幢老式
新房的四楼居住，从那时起，他为
自己起了个“五明楼”的书斋名，自
号“五明楼主”，我曾请教他“五明”
的含义，他笑着说：这幢房子四面
有五扇窗户，很明亮哦！后来有一
位老师告诉我，曹老师自题“五明
楼”，真正含义是暗喻对五项文化
艺术——诗、书、画、印、塑要不断
求索，达到“明”的境界。我恍然大
悟，这是曹老师在不断自勉哦。我
想起他自制并悬挂在书斋里的一
块小匾，上书“艺无涯”，他是在时
时鞭策自己向艺术的高峰登攀。

2000 年初夏梅季的一天，我
又去了曹老师家，一迈进楼梯口，
就听到上面传来叮叮咚咚的敲击
声，走到三楼的转弯处，我看到曹
老师坐在小板凳上戴着眼镜，身
穿背心，一手握榔头，一手握凿
子，全神贯注地在一块小石碑上
雕刻着，看到我后，他歇手起身，
让我去屋里说话。他告诉我，最近
几天正忙着镌刻一幅“兰亭序”，
已完成了一半。石碑是花了200元
买来的温岭青石，自己用细砂石
又打磨了几遍，我请教他镌刻的
程序，曹老师说，他是在“一比一”
的宣纸上先临写几遍，挑选出一
幅自己满意的，然后用朱砂临写
上石，再用白钢刀细雕，不能有一
点马虎。不久，曹老师打来电话，
叫我去拿他新镌的兰亭序印刷
本，上面还写上了我的名字，我一
直珍藏着。后来，右营巷的房子又
在月湖景区建设时被拆除，曹老
师搬迁到澄浪社区生活新境的一
幢新房六楼，他在那里又镌刻了
一块与“兰亭序”相仿的“波罗蜜
多心经”。这两块刻石一直放在曹
老师的书斋里。普通的石头在曹
老师手下变成了艺术精品，我真
为它们感到荣幸！

中山广场建成后，广场中的
一座象征三江汇流由三块不锈钢
和数根钢索组成的雕塑一时成为
市民的话题，有的艺术家戏称是

“几根棒冰棍和三块西瓜皮的组
合”。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宁波应
该有一代表性的城塑，我想宁波
简称甬，甬的古字即是一口钟的
象形，是否可在三江口置放一特
大铜钟，四周铸以七千年文化的
浮雕，重大活动还可敲击。我把此
想法告诉了曹老师，得到他的赞
同和支持，我们又联系了有关部
门，但都杳无音讯。曹老师就对我
说，这是很好的方案，他们不用我
们先用。后来的几天，曹老师就用
泥巴制作了一个小样，得到社区
领导的支持，铸成一口铜钟作为
澄浪社区标志物置放在社区入口
处，成为一道风景。

为了调查宁波这块土地上现
存的古桥情况，曹老师与杨古城
先生等花了五年多的时间，踏遍
了600余座古桥，对每座桥梁都进
行了历史调查，丈量尺寸，拍摄照
片，我有幸参与其中。这段时间，
与曹老师经常同车出行，一路上
得到曹老师的指教，收益颇丰。曹
老师以桥名作对，将桥名入诗，妙
趣横生，有幸收集在《宁波老桥》
一书中。后来曹老师又为评选出
的“十佳名桥”题字刻石，永远立
在这些古桥边，为保护古桥发挥
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2000 年 5 月，宁波文化研究
会组织去舟山六横悬山岛考察张
苍水遇难地，夜里住在六横招待
所，我与曹老师同住一室，曹老师
兴致很高，一直谈到半夜才休息。
曹老师告诉我，他的书法是承家
学，绘画是学福建一老师，雕刻是
学东阳一师傅，学诗词则是受到
一个“刺激”。年轻时，曹老师正在
街头二楼店面用油漆书写一块招
牌字，下面围观了不少人，大家都
说好，但有一人却说，这不过是一
个写字匠。曹老师听到后，回家扪
心细想，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不能
仅会写字，一定要学好诗词曲赋。
自此以后，他勤学勤问，终于能在
阳春白雪的格律诗词中自由翱
翔。一次，曹老师应邀为宁波市佛
教协会创作一副楹联，经过思考
撰写了“四明三佛地，可推维卫、
长汀、舍利子；两浙众禅林，当数
天童、雪窦、育王山”的初稿。但他
对上联中“可推”二字不满意，虽
经几天推敲，总想不出合适词汇
来。他就去横溪登门请教桑文磁
先生。桑老把“可推”改为“允皈”，
令曹老师击节叹赏。这副楹联后
经曹老师书写并制成抱对悬挂在
市佛协敦善堂内。曹老师多次给
我谈起此事，再三强调学无止境，
一定要做到老学到老。

2005 年初夏，日本国一文化
考察团来甬走访古桥，曹老师等
陪同前往。那天中午，正在奉化考
察广济桥时，曹老师摔了一跤，眉
骨跌破，鲜血满脸，就在旁边的我
连忙拿出手帕，捂住他的伤口，快
速送到医疗站缝了三针，随后由
我护送曹老师回家。那年他已 76
岁高龄，为确保他的安全，与曹老
师同年同月同日生、相濡以沫五
十余载的曹师母十分心疼，从此
再也不让他出远门了。那块沾满
了曹老师鲜血的手帕，我一直舍
不得扔掉，保存至今。此事多年
后，我曾与曹老师谈起过，想请他
在手帕上画上几笔，题上几个字，
仿效古人“桃花扇”的做法，他很
高兴地答应了，但因为忙碌，一直
没有找出来付诸实施。

我比曹老师小 18 岁，他是我
的长辈，此生能与曹老师相识相
知，成忘年之交，是我的荣幸，在曹
老师身上，集中了“慈、谦、慎、雅”
文化老人的美德，使我获益良多。
曹老师晚年写过一首咏午时花（俗
称太阳花）的诗：“柔枝细叶花开
小，不畏秋阳当午烧。唯喜盆中三
寸土，色光仿佛彩云娇”。因我之请
挥毫赠我，现在重读此诗，这不正
是曹老自身品德的写照吗？

谨以此文，纪念尊敬的曹厚
德先生。

艺倾三佛地
德仰五明楼

——缅怀曹厚德先生

叶向群

宁波物阜民丰，早年市肆林
立。商业和手工业经过行业竞争
和岁月的大浪淘沙，留下了一批
老字号。单说跟“吃”沾边的，就有
状元楼、梅龙镇、缸鸭狗、赵大有、
楼茂记……都是本地家喻户晓的
品牌。老字号久盛不衰，全赖口碑
二字。好口碑讲究的是德艺双馨。

物换星移，花开花落，因为种
种原因，当年那些老字号，凋零的
凋零，落寞的落寞。许多老宁波感
叹道：宁波城里厢，眼下百年老店
恐怕十个手指都扳得过来。特别
是著名小吃宁波汤团，屡遭外地
品牌挑战，大有市场失宠之虞。所
幸这两年宁波忽地冒出一家“王
升大”，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名声
日隆。今年11月，“王升大”出品的
宁波汤团被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授
予“2018浙江十大农家特色小吃”
称号，着实为家乡小吃挣了面子。

马由笼头牵，船靠舵手掌。
“王升大”掌门人大名王贤定，兄
弟姐妹七个，他排行第六，且是

“末肚”儿子，爹娘就昵称他为“六
宝”。如今年逾花甲的王六宝，身
强力壮，慈眉善目，眼神里透着一
副世事洞明的聪慧。

王六宝的太公王兴儒清末光
绪年间在鄞县西乡凤岙开了一家

“王升记”米店。旧时卖米用升子
称量，店主把米倒入升子，用尺子
沿升口抹平，即为一升。王兴儒叮
咛伙计，尺子刮米时务必留出隆
起的一角，奉送顾客。用现代话
说，就是让利。日子一久，“王升
记”升子大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
就送给“王升记”米店一个雅号
——“王升大”。买卖诚信加上乐
善好施，“王升大”家业日见兴旺。
据传到上世纪 20 年代，王家已拥
有良田百亩，有生产用房、粮仓、
运输船，俨然形成稻谷生产、加
工、仓储、运输到销售的完整产业
链。

可叹世事多变，时局动荡，特
别是 1940 年前后，“王升记”米店
先 后 遭 到 土 匪 洗 劫 和 日 寇“ 扫
荡”，从此一蹶不振。

王六宝从小天资聪颖，读书
成绩优异。临上高中，却因为家庭

“地主”成分，无奈辍学。初中毕业

后，王六宝做过泥工、木工、漆匠、
藤匠。改革开放后，国家允许发展
个体经济，王六宝凭借敏锐的商
业嗅觉，先后代理了“动物饼干”

“佛手味精”等畅销品牌，淘得人
生第一桶金。

但王六宝一直记挂着“王升大”
这块老招牌，一心想着光复祖业。

1993 年，雄心勃勃的王六宝
选址鄞州区高桥镇新庄村，创立
宁波陆宝食品有限公司，开始生
产自己的粮油、调味品、酒类及宁
波传统米食；后来每月推出一两
样传统米食糕点：正月汤团，二月
状元糕，三月青团、黑饭，四月松
花糯米蛋，五月端午碱水粽……
全年时令特色糕点不断。

2003年，公司登记注册“百年
王升大”商标，2008年“王升大”获
评首批“浙江老字号”；2009年，王
六宝在厂区内盖起仿古建筑，筹
建王升大博物馆，2013 年 8 月，博
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宁波城
内唯一一家粮油文化传承基地。

作为“王升大”第四代传人，王
六宝立志要让“王升大”重现辉煌。

人有了能耐，脾气准各色。
说是公司老板、博物馆馆长，

王六宝常年一件褪色夹克，夏天
干脆套件老头汗衫。“我这模样一
看就像老农民，要是西装革履，就
会显得‘异样刮得’（宁波话指举
止做作、不自然）。”王六宝平日沉
默寡言，却是个狂热而“高产”的
微信爱好者，他的微信个性签名
是：“如果用打麻将的心态去工
作，没有什么做不好的事”。

王六宝在长乐村购置的几套
住宅，因为土地征用，获得 300 多
万元补偿款，而按他儿子王科路
的说法，这笔钱“还没焐热”就“扔
进”了博物馆。而今王六宝夫妇与
90多岁老母亲仍挤在一套两居室
的白坯房里。王六宝的理论是：

“房子是为人服务的，每天打扫大
房子，不就变成人为房子打工啦？”

逢年过节大家庭聚餐，宁波
人讲究个派头：几个冷菜、几盆热
炒、几道点心。每每看到餐桌上的
菜肴“重重叠叠”，王六宝就会皱
着眉头调排亲戚，“你家这么客
气，何不请我们连吃三餐？”

说王六宝抠门，那倒不见得。
他是宁波市第一批家庭电话拥有
者，当初花 2 万多元买部“大哥
大”，眼睛都没眨一眨。王科路记
得小时候第一次跟父亲去北京，
一下飞机，父亲就四处寻找全聚
德烤鸭店。“爸爸对新鲜事物总是
充满好奇心。”

王六宝很少坐办公室，平日
里总是大汗淋漓“混”在员工中
间。有天，一位员工神秘兮兮跑到
他身边耳语：员工张三刚刚偷偷
将一包味精塞进了裤兜。王六宝
不慌不忙“嗯”了一声，继续埋头
干活。临近下班，王六宝把全体员
工召集起来，说：各位稍等，今天
公司给大家发福利，每人一包味
精。“举报”的那位员工顿时目瞪
口呆。没过多久，又有员工向王六
宝举报：阿三又偷东西了，这回偷
的是大米。下班时分，王六宝再次
召集员工，把早已备好的大米，人
手一袋送到大家手中。

两位举报者弄不懂王六宝葫
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王六宝
便实话相告：员工拿公司东西，问
题出在老板身上。公司的钞票主
要是靠员工赚来的，老板理应对
员工好。员工如果把单位当作了
自己的家，谁还会拿东西呢？“再
说啦，拿是拿勿光的，”王六宝眯
眯一笑，“只有火着，才会烧光。”
两员工一听会心地笑了，他们想
起了王老板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
头禅：大家团结一条心，后山烂泥
变黄金。

王六宝1979年顶父亲职进供
销社饮食店做学徒，每天煠油条、
贴大饼。他至今记着师傅教的一
句做油条9字诀：凳板黄、一尺长、
半两重。“一尺长、半两重”是对油
条形状和分量的要求，不得偷工
减料；“凳板黄”是指油条要炸得
老嫩适度、色泽可人。这是王六宝
学到的生意第一课。

老底子的宁波糕点，注重食
材质量，还有一套世代相传的繁
复工艺。比方汤团裹的是黑芝麻
绵白糖猪油馅，这芝麻不用整粒
的，而是先使铁锅烧过，再拿碾子
碾碎。碾碎了，里面的香味才能出
来。芝麻必须炒得焦黄不糊，不黄
不香，太糊便苦。碾碎的芝麻还得

粗细适中，太粗费嚼，太细就没嚼
头了。再比如碱水粽，包粽子的毛
竹箬壳最好亲自上山采剥，新鲜，
清香；深棕色的箬壳上点缀着不
规则的斑点，貌似豹纹，看着就叫
人欢喜。箬壳拗成漏斗形，装入新
鲜糯米，包扎出棱角分明的四个
角，放入大锅，用大灶柴爿煮熟，
再用炭火焐上一夜。出笼后的碱
水粽晶莹剔透，色如琥珀，特别是
粽子的四个尖角，颤悠悠若凝脂
一般，令人舌下生津。

“王升大”挖掘古法生产、酿
制工艺，并推陈出新，让年糕、汤
团、灰汁团、黑饭、米醋、双鱼酒、
蚕豆酱油、糟方腐乳等一批久违
的老宁波味道重放异彩，“王升
大”多次代表宁波参加包括香港
在内的全国食品博览会，王升大
博物馆“活态”展示的粮油传统工
艺流程与双鱼贡酒古法酿造，均
已列入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博物馆作为宁波市非遗示范
基地，吸引了一批批中小学生。去
年博物馆又新辟一个“藕香百草
角”，让孩子们识百草、懂百药，亲
身感受祖国中医药的神奇。不久

前，王六宝与人合作出版了洋洋
24 万字的《走近王升大——一个

“老字号”的百年历练》一书，王六
宝在书中说，他要把老字号的手
工艺“秘笈”告诉人们，让全社会
共同分享并传承下去。

……
今年 12月 23日，是王六宝 60

周岁生日。四世同堂其乐融融，王
六宝与儿子媳妇拉起了家常：“你
奶奶今年已经 97 岁，我和你妈年
纪也大了，‘王升大’这块牌子
以后要靠你们传下去。我们‘王
升大’生产的是食品，吃的东西
一 定 要 用 良 心 来 做 。” 他 把 孙
子、孙囡抱到腿上，“现在的孩
子普通话说得好，宁波话反倒讲
得像外国话。宁波老话里有很多
做人、做事的道理，比方生意人
总说‘先尝味道后会钞’，一是
表明自家商品质量靠硬，二是指
做生意要懂得‘先予后取’，着
眼于长远利益。家业兴旺全在勤
奋、吃苦、踏实这六个字。古人
讲，早困晏爬起，败光爹娘老家
计。”他说的最后一句，又是宁
波老话。

王六宝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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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六宝在“非遗”展示现场。（王升大博物馆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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