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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象管见

随思录

读读 史史

漫画角

胡 军 绘歪理

于昌伟 绘无题

李济川 绘相框

吴启钱

天水伏羲庙前，一棵刺槐的树
腰上钉了一块银色铭牌：天水市后
备古树。牌上有编号，有官方落
款，有挂牌的时间，有这棵古树的
树龄 （约 55 年），中英文双语介
绍，很正式，怎么看也不像是搞笑
的。

树之古，衡量尺度是时间，要
活得足够长久。我国 《城市古树名
木保护管理办法》 规定的古树标准
是树龄在一百年以上。古树为啥还
有“后备”的？后备的政策，是不
准人畜靠近，不准雷击火烧，不准
移种砍伐，还是提供特别服务，比
如专人负责，重点浇灌，精心培
育，到时候优先“提拔”为古树
呢？或者仅仅是挂一块牌子，造一
本册子，一“备”了之？那些没有

列入后备名单的其他树木，将来就
不能成为古树了吗？

树之生老病死，很多时候由天
不由人。天水伏羲庙内原有古柏六
十四株，据说是按照六十四卦方
位图栽种的，应该说也是被“重
点栽培”的，但已有二十七株因
各种原因死去，进不了当代古树
的行列。不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
自然规律，让现存的三十七株古柏
成为天水一景。所以孔子说：“天何
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

距离伏羲庙不过十公里的千年
古刹南郭寺里，有一株“春秋古
柏 ”， 历 经 两 千 五 百 多 年 屹 立 不
倒，靠的不仅是人护，更是“天
助”。在这棵古柏北侧枝下长着一
棵有三百年树龄的槐树，按照槐树
现在所处的位置，人们猜想当年的
种植者不会是有意让槐树去作为古
柏的支撑物、给它留下生长的方向
和空间。

令人惊奇的是，槐树没有按照

自己的“现实需求”来长，而是屈
居于古柏树枝之下，分叉将古柏环
抱起来，用自己的枝干有力地支撑
在古柏最需要扶助的位置上。古柏
的另一个分叉中，长出了一株寄生
在朽树洞中的小叶朴树，形成了

“爷抱孙”奇观。专家研究发现，
这棵小叶朴树的根系已把古柏的根
部缠裹起来，不仅对古柏的根部起
到固定作用，还能向古柏输送部分
营养和水分。按自然规律，两株树
木生长在一起要互相争夺营养和水
分，这“树中树”不但不争，而且
还互相扶助，得以长久生存。早在
一千多年前，杜甫就在 《古柏行》
中说“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原因
造化功”。

即便一些“后备古树”特别名
贵娇惯，需要专人精心呵护，也存
在着“可持续”的难题。伏羲庙前
那棵现龄五十五年的刺槐，要从

“后备”成为“正式”，至少还得等
四十五年。某些地方对于关系国计
民生的事项，尚且“一任书记一个

战略一任市长一个规划”，对于需
要等近半个世纪时间的“后备古
树 ”， 会 有 动 力 “ 一 任 接 着 一 任
干”吗？

所以，这“后备古树”表面上
看可能是借鉴“后备干部队伍”制
度而推出的一项工作创新，本质上
却是一种形式主义。

树常被与人进行类比，“十年
树木，百年树人”，借树木的生长
比喻人的成长；“玉树临风”形容
男人风度潇洒，峻拔英秀；茅盾的
散文 《白杨礼赞》，以西北黄土高
原上“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
着西北风”的白杨树，来象征坚
韧、勤劳的北方农民；歌曲 《好大
一棵树》 托物言志，表达了人们的
敬仰之情⋯⋯这些成语俗话和歌曲
文章，都用一种文学语言借树喻
人。而以人喻树，借“后备干部”
制度来创设“后备古树”制度，却
让人觉得有东施效颦般的荒谬可
笑，也只有形式主义才是它最准确
的标签了。

实际上，天水伏羲庙前的这棵
刺槐，除了 树 身 上 的 一 块 铭 牌 ，
其他“待遇”与附近的其他树木
没有两样，也不可能有两样。明
知 不 可 为 而 为 之 是 一 种 英 雄 主
义，明知不用为而为之就是形式
主义。

从“后备古树”说起

虞舜客

组织拜师仪式，实行师徒相
承、薪火相传，历来是各行各业延
续发展的传统之道。时至今日，虽
然传统拜师模式已然式微，但在教
育、科技、文化等一些领域，其传
统的师承机制似乎还在实质性地发
挥作用。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名师”，
虽无定格可依，却有规律可循。那
就是：必须教之有格，崇尚规矩，
是严师；必须教之有术，重在传
授，是导师；必须教之有爱，展现
风范，是仁师；必须教之有度，学
会放手，是恩师。

师傅对徒弟实行严格的规矩管
理，是传统做法，如今也并不过
时。规矩是什么？是行业道德和技
艺要求方面理想、修养、信念高度
融合的产物，也是行业操守、技艺
人格的体现。尽管新环境下，有些
师徒规矩也要与时俱进，但普遍认
可且行之有效的核心规矩却不能随
意更改。失了应有的规矩，令徒弟
少了脚踏实地的韧劲，少了善耐寂
寞的定力，一上来，“素描功夫还
没学好，就想去画巨作”，那定然
会输在起跑线上。

前不久，袁隆平在接受采访时
谈到收徒条件：“你下不下田？你
不下田，我就不带。”这条规矩立
得好！搞水稻研究，光坐办公室怎
么行？不愿意下田，不到最好的实
验室——试验田去向师傅学习，怎
么可能学到真本领？自然，师傅除
了 严 格 的 “ 言 教 ”， 自 己 的 “ 身
教”也不可缺失。说到底，师徒传
承的不仅是文化、技艺，更是人

品。徒弟跟随师傅的学习过程，不
仅是学技艺，更是学做人的过程。

既是“名师”，就必须精于教
授之道，不仅授予鱼而且授予渔。
胡适曾说，他最恨人的就是“绣得
鸳鸯与君看，不把金针度予人”。
事实上，从师徒传承的角度上说，
这是最忌讳的事情。

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许倬云回
忆大学二年级劳贞一先生教秦汉
史，大约有半年的时间在教“玉门
关在哪”。尽管当时同学们都烦死
了，但到后来才知道自己获益匪
浅：老师为了讨论小方盘是不是在
玉门关口，旁征博引，把史料交给
学生，史料错误的订正也交代给学
生。一个历史问题，教了历史地
理、史料学、语言学、文字学、考
古学等知识。在讨论过程中，把汉
代的官制、边疆关系、匈奴与汉人
的关系、边区的经济制度等都传授
给学生。

对师傅来说，老让徒弟在自己
门下循规蹈矩，到底是难以长大
的，只有让他们走出师门，经历必
要的磕碰摔打哪怕头破血流，才能
实现葳蕤成长。悟空的师傅教了悟
空诸多神通，之后便放手任弟子闯
出一番天地，最终弟子位列仙班，
得道成佛。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
身，悟空师傅见它一点就通、一通
就达，自己就快快隐退，如此放手
一推，迎来的便是美猴王脱颖而
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义
务，师傅在下面，肩膀给了徒弟，
徒弟踩上去；徒弟又变成老师，再
把肩膀伸给自己的徒弟，又一个徒
弟踩上去。就着这样的程序和节
奏，名师高徒，薪火传承，各行各
业技艺向上、生生不息，当翘首以
盼、指日可待。

名师出高徒
“名师”应是啥样的

陆建立

一

明朝抗击倭寇的事迹里，俞大
猷、戚继光、卢镗等，带的兵都是
国家指派的军队，而杜文明、杜槐
父子抗倭，则属于民众自发，参与
者大部分是普通民众。他们在战场
上真刀真枪拼搏，以血肉之躯保家
卫国。

在明朝抗倭斗争中，杜槐的事
迹载入 《明史》。《明史》 第二百九
十卷·列传第一百七十八 《忠义
二》 中记载：“杜槐，字茂卿，慈溪
人。倜傥任侠。倭寇至，县佥其父文
明为部长，令团结乡勇。槐伤父老，
以身任之，数败倭。副使刘起安委槐
守余姚、慈溪、定海。遇倭定海之白
沙，一日战十三合，斩三十余人，馘
一酋，身被数枪，坠马死。文明击
倭鸣鹤场，斩一人，倭惊遁，称为
杜将军。无何，追至奉化枫树岭，
战殁。文明赠府经历，槐赠光禄
丞，建祠并祀，荫槐子国子生。”

二

杜氏父子是慈溪鸣鹤场 （今慈

溪市观海卫镇杜家桥村）人。据现
存最早的 《慈溪县志》 记载，明嘉
靖年初，倭寇经常骚扰东南沿海，
肆意掠夺民财，侵犯慈溪。在家休
养身体的杜文明在当地有较高威
望 ， 受 命 抗 击 倭 寇 。 因 年 事 已
高，儿子杜槐主动代父担责，他
们卖掉家产田地，招募乡勇，东
山头有吴氏兄弟德四、德六两勇
士，曾用锄头打死倭寇，他们闻
声也参加了杜槐组织的民团，训
练后的乡兵们骁勇无比，屡次击
败倭寇侵犯。

嘉靖三十二年 （1553 年） 倭
寇侵犯观海卫城，杜槐闻声，对部
下大声地说：“卫破，则无县矣！”
马上聚集乡勇，冲入寇阵，把倭寇
杀得大败而逃，于是观海卫城得以
保全。因作战勇敢，指挥有方，海
道副使刘起安下令命杜槐镇守余
姚、慈溪、定海 （今镇海） 一线海
防。

嘉 靖 三 十 四 年 （1555 年） 5
月，杜槐的军队在慈溪长溪岭白沙
与倭寇相遇，杜槐身先士卒，奋勇
冲杀，身负重伤，束肠而战，最后
坠马牺牲。激战一日，杀死倭寇三
十余人，砍杀倭酋一人。

得知儿子战死，杜文明十分悲
伤。是月，倭寇又来犯鸣鹤场，知

县曹本亲率官兵往剿，反被重重围
住，杜文明毫不畏怯，大呼冲杀，
手斩倭酋一人，其余倭寇见“杜”
旗震呼：“杜将军来了！”四散逃
走。同年十月，寇又犯宁海，杜
文明率杜家军去剿，到奉化枫树
岭，与寇相遇，他横着大刀，追
赶过去，不料倭寇都埋伏在一道
矮墙下，见他来了，用石块投掷，他
手中大刀竟被石块打出一个大缺
口。杜文明自中午杀到天暗，不曾一
刻休息，终因耗尽体力，为国捐躯。

朝廷为褒奖杜氏父子英勇事
迹，追封杜文明为经历，杜槐为光
禄丞，并立祠祭祀，嘉靖皇帝钦赐
大匾。

三

杜氏后人受杜文明父子影响，
抗倭中巾帼不让须眉。从 1752 年
到 1862 年，有九人列入光绪 《慈
溪县志》 的烈女传中。其中两人载
有事迹：

“杜烈女名瑞兰。壬戍八月，
贼窜北乡杜家桥。女以良证 （瑞兰
父名） 病，守之不去。贼至，刃其
父，女左右翼蔽，不得免。抱父
尸，哭且詈。贼欲犯之，骂愈厉。
贼刺杀之。贼退，家人具验尸，犹
执父手不释。”（光绪 《慈溪县志》
第 788 页）

“杜良斐妻俞氏。壬戍三月，
良斐以客死。俞闻信，痛不欲生。
至五月，贼压境，里人皆窜。俞大
声曰：“我本誓死，今得其所矣。
疾趋而出，投河死。年五十三，光
绪十一年旌。”（光绪 《慈溪县志》
第 784 页）

在 光 绪 《慈 溪 县 志》 第 809
页，烈女传的姓氏录，还记载有：

“杜人杰妻孙氏，道光朝旌；杜良
杰妻叶氏，咸丰朝旌；杜良治妻沈
氏；杜克忠妻翁氏；杜仁声妻童
氏；杜桂森继室叶氏；杜振孚妻宓
氏。”

2012 年 5 月，杜氏第五十六代
杜维新先生捐献了旌表杜良杰妻叶
氏的节孝额匾，慈溪市档案馆收进

同一家族的褒奖“忠义”“节孝”
两匾。

四

杜文明、杜槐父子的抗倭事
迹，历来是当地学习的榜样，众多
教材编入了他们的事迹。抗战时
期，慈溪曾出版过一本 《慈谿县战
时乡土常识》，时任慈溪县县长章
驹作序，这本战时乡土教材全面反
映县情，重点突出战时“全民抗
战”主题。

《慈谿县战时乡土常识》 在历
代名人介绍中，重点介绍了杜氏父
子、吴家兄弟、沈氏六烈妇和抗英
民族英雄朱贵。书中第 27 课 《杜
氏父子》 课文设置了 3 个学习提
问：杜槐怎样歼灭倭寇？杜文明在
什么地方抗倭殉难？我们对于杜氏
两烈士有什么感想？此书最后写
道：现在的倭寇比从前厉害千万
倍，占我国土，杀我同胞，我们如
不誓死抵抗，怎样能对得起这几位
烈士呢？

抗战时期，杜家桥村后人受这
些事迹影响，热血青年杜陵秋 （后
改为方非）、杜彭耀 （后改为方清
华）、胡圣岳、姚炳宏等纷纷报名
参加抗日，方非抗战时期参加观城
区常备队，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慈镇
县联络站站长、丈亭区 （四区） 民
运组长，调上海后，任中共华东师
范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方
清华，宁波抗战老干部，曾与郑侠
虎并肩战斗过；胡圣岳、姚炳宏两
位青年参加抗日后牺牲，成了革命
烈士。

1992 年 12 月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 《宁波词典》，张爱萍、迟浩
田、王芳、薛驹、包玉刚等题词，

《人物篇》 的政界、军界人物中介
绍了杜槐。2013 年 11 月由宁波出
版社出版发行的 《宁波历史名人道
德故事》，载有 《抗倭勇士杜槐》，
号召广大青少年以家乡的历史名人
为榜样，讲诚信、知感恩、明责
任、学做人。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慈溪市档案馆有块明

嘉靖三十五年的御匾，由

嘉靖皇帝所赐，记录了杜

文明、杜槐父子的抗倭事

迹。御匾宽 254 厘米，高 136 厘米，敕书全文 133

字，古法制作，用灰布、石膏漆料、颜料、镶嵌而

成，字体凸起。由于年代久远，慈溪市档案馆做了一

块复制品，可以看清御匾原文。

御匾最早存于白洋湖畔的忠义祠，忠义祠世称

“杜将军祠”，位于禹王山南麓，金仙寺东首，坐北朝

南，建成后一直是后人祭祀英雄的地方。清雍正时期

《慈溪县志》记载：“春秋仲月上戊致祭”，每年春秋两季

第二月的第一个戊日，地方官员派人祭祀。杜氏后人

更是奉为家庙，祭祀不断。

御匾由慈溪市观海卫镇杜家桥村杜氏后裔杜瑞忠

捐献。杜瑞忠的祖父辈在 1940 年日寇侵入浙东时，

趁夜色偷偷把御匾从忠义祠搬至杜家桥的东杜柴篷坠

马里隐藏。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编印出版的《中

国档案事业概览》 一书，以及明清两朝馆藏的三部

《慈溪县志》和嘉靖年间的《观海卫志》，都对御匾及

杜文明、杜槐父子的抗倭事迹进行了详细介绍。

父子英雄父子英雄、、皇帝亲赐御匾皇帝亲赐御匾、、巾帼不让须眉……巾帼不让须眉……

追溯杜家桥村抗倭史

现藏慈溪市档案馆的嘉靖年间御匾
原件及复制品

清光绪《慈溪县志》杜槐传

慈溪市观海卫镇杜家桥村一角慈溪市观海卫镇杜家桥村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