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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故

宁波地名谭

老话新聊

漫画角

周肇泉 绘高枕无忧·其二

沈乾奎 绘高枕无忧·其一

徐雪英

一
这些宗教通名在宁波遗留的数

量是不均衡的。相比而言，“寺”
“庙”等佛教通名遗存更多，影响
更大。据宁波民宗局统计，目前宁
波经批准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有
955 处，其中佛教场所 622 处、基
督教场所 281 处、天主教场所 51
处、伊斯兰教场所 1 处。

《宁波佛教志》 记，东汉时佛
教始传浙东。初入宁波时，僧人多
以结茅自修，一般无寺院之名。到
东汉建武年间，传中书郎张齐芳弃
官隐居灵山，后舍宅为寺，为宁波
地区第一所寺院。灵山寺就是现在
保国寺的前身。到三国时，浙东已
有寺院 10 余所，处于宁波境内的
有慈湖畔的普济寺、五磊山的五磊
寺及县西南的吉祥寺等。传入甬地
后的佛教与儒道等本地文化相互交
融，对宁波当地后来思想观念、风
俗习惯等的形成变化，产生重要影
响。

早期佛教为什么要以“寺”为
通名？“寺”是不是最初就专指佛
教建筑呢？

答案是否定的。“寺”在上古
原指皇宫中内侍臣居住之处，“寺
人”相当于后来的太监。秦以后，

“寺人”也有担任宫廷外官职的，
故“寺”逐渐泛指官员们办公之
所，成为政府机构的通称。现代影
视剧中常出现的大理寺，就是古代
职掌审核刑狱案件的政府机构名
称。

传东汉明帝时，天竺高僧以白
马驮佛经至洛阳，被安置在接待外
宾的鸿胪寺。后来高僧病故，官府
便把寺舍赠与僧人。次年又建馆
舍，名白马寺，即中国第一座寺
庙。后来各地佛教建筑沿用“寺”
作通称。唐代伊斯兰教从海路传入
中国，早期的伊斯兰教建筑如广州
的怀圣寺、泉州的圣友寺等也以

“寺”相称。“寺”遂又成中国伊斯
兰教建筑通称，一般称为“礼拜
寺”或“清真寺”。目前宁波经批
准登记的 1 处清真寺，位于月湖畔
后营巷。该寺始建于宋咸平年间，
现建筑复建于清康熙年间，是宁波
对外开放的窗口之一。

随着佛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的
发展，“寺”原先的“官署”等义
渐渐淡化，至今已演化成宗教建筑

的专用通称。
宁波遗存下来的佛教建筑，也

多以“寺”为通名。著名的如保国
寺、五磊寺、阿育王寺、天童寺、
雪窦寺等。这些浸染历史的古佛
寺，在时光的雕琢下，气质独特，
气场强大，风格自成。如保国寺以
工艺见长，其大雄宝殿被认为是长
江以南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木结
构建筑之一；五磊寺以岁月为樽，
寺内古树林立，千年古刹韵味浓
厚；阿育王寺以藏宝为傲，珍藏的
佛祖舍利被尊为稀世之宝；天童寺
以美景见爱，人云天童十景，其实
天童四季皆入景；雪窦寺以格局入
胜，因历史上屡受皇家恩宠，又为
弥勒道场，其规模非一般佛寺可
比。

二
同 令 人 仰 视 的 “ 寺 ” 相 比 ，

“庙”是个接地气的宗教通名，流
行于基层民众，带有浓浓的底层百
姓信仰特色。

受灵魂不灭的思想影响，中国
百姓很早就有祭祖习俗，供祀先祖
神 位 的 专 用 屋 舍 就 是 “ 庙 ”。 后
来，庙的供祀范围逐渐扩大，除自
家先祖外，还可以供祀地方先贤、
国家功臣等其他优秀人物，成为纪
念真实人物的祠庙，在全国形成丰
富多彩的祠庙文化。

宁波祠庙文化同样精彩。民国
《鄞县通志·舆地志》 记，“今之
庙，即古之社也。古者，人民聚落
所在必奉一神以为社，凡期会要约
毕，必于社申信誓焉。”约在 1933
年，鄞县城乡有庙祀 517 处，其中
城区就有 159 处。而且，祠庙文化
的发达与否，还成为一个地区兴衰
的标志之一。如民国 《鄞县通志》
云，“其神庙多处，其民居亦盛，
村落凋亡地，其神庙亦多废圮，于
此亦可考见地方今昔兴衰之故。”

旧时宁波众多的祠庙，到底供
奉的是哪些真实人物呢？以 1933
年前后宁波城区庙祀为例：民国

《鄞县通志》 记，当时城区奉祀对
象中，宁波地方传说人物如鲍盖、
刘纲、七牧将军等有 25 处；历史
人物如岳飞、关羽、贺知章等有
35 处；有功于百姓的当地官员如
黄晟、王安石、钱亿等有 29 处；
本地先贤名儒如王致、杨简、范
钦、全祖望等有 8 处；孝子、平民
类人物如董黯、陈良谟、张文英等
有 7 处。

回顾这些人物，不禁想起这样
一句话，只有具有足够的品行和才
华，才配得上所有的尊敬和怀念。
正是这些叠绕在宁波祠庙里的层层
尊敬和代代怀念，才撑起了旧时宁
波民众的精神天空。

三
目前这些记在 《鄞县通志》 里

的老祠庙多已废圮，少量遗存至
今。

宁波火车站附近的董孝子庙，
因纪念东汉孝子董黯而名。董黯，
字叔达，会稽句章县石台乡 （今宁
波余姚大隐镇人），奉母至孝，是
东汉时期著名孝子，宁波不少地方
曾建庙祀之。宁波火车站附近的董
孝子庙始建于清嘉庆十九年 （1814
年）， 为 海 曙 区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随着宁波火车站的扩建，正在
迁移修复中。

海曙区镇明路南端的灵应庙，
又称鲍郎庙，因纪念晋代宁波官吏
鲍盖而名。相传公元 316 年，鄮县
小吏鲍盖奉命押送漕粮，船到东钱
湖鹿江一带时，因风浪靠岸暂泊。
当时宁波闹饥荒，大批饥民向其乞
粮。鲍盖把船上官粮分送一空后，
自知死罪难逃，便跳江自尽担下所
有罪责。百姓感其恩典，纷纷建庙
祀之。《鄞县通志》 统计，当时鄞
县 城 乡 祭 祀 鲍 盖 的 庙 达 68 座 之
多，尤以鹿山鲍盖墓周边的东钱
湖、邱隘、东吴及宁波城关等居
多。镇明路上的灵应庙也被当地百
姓称为“大庙”，坐东朝西，始建
于唐圣历二年(669 年)，现建筑重
建于民国八年(1919 年)，虽仅存正
殿，但还是保存了不少古建筑特
色，为海曙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东钱湖大堰村的裴君庙，因纪
念唐代浙东观察使裴肃而名。据
载，裴肃为唐代河南人，担任浙东
观察使期间，恰逢明州镇将栗锽兵
变，栗锽联合鄞、奉边区山民，刺
杀明州刺史卢云，攻陷浙东诸郡
县，使明州百姓深受兵乱之苦。裴
肃最后率部平乱，生擒栗锽，百姓
终得安宁。因其带兵从不扰民，又
有平乱之功，后世便像尊鲍盖一样
尊其为神，广建祠庙供奉之。宁波
俗语“东钱湖里有十八裴君庙，湖
外有十八裴君庙，沿海有十八裴君
庙”，便是言其祠庙之广。

东钱湖绿野村的灵佑庙，因纪
念宋代王安石而名。《鄞县通志》
记，该庙最早名王安石庙，绿野、

下水两村共祀之。因庙地处深岙不
便供祀，两村村民便商议易地重
建。由于都想让新庙建在自己村
内，双方起了争执。后下水村抢得
王荆公神像，择地建“忠应庙”。
绿野村争得王荆公神主牌位，择地
建“灵佑庙”。所以，现存的“灵
佑 庙 ”， 可 以 算 是 原 王 安 石 庙 的

“分身庙”。

四
除祭祀先祖、先贤的祠庙外，

庙还可以供奉自然神灵、传说人物
或宗教神仙，成为神灵庙等。旧时
宁波这种神灵类庙宇也存量不少。
以民国宁波城区为例，当时城区供
奉的神灵就有风神、火神、财神、
河神、凶神、龙王神、真武神、魔
礼神、土地、城隍等。佛教传入中
国后，庙也可以用来供佛，成为佛
庙。供佛的寺院也因此被纳入大

“庙”系列，俗称“寺庙”。
一个地区的庙祀对象，会随着

历史变化而不断演变，既有不断的
建构，也有不断的解构。在历史洪
流的冲刷下，宁波目前以庙为通名
的宗教建筑中，除了祠庙，其余的
多为佛庙，只有少量庙宇还存着昔
日神灵庙的影子。

如海曙区中塘河边的白龙王
庙，该庙始建于元代，“白龙王庙
碑记碑”详细记载了该庙的历史。
史料记，齐梁朝有神姓白名王，常
乘玉龙往来，显迹屡著。至唐赐额
灵龙，封其神为广德宣圣王 （即白
龙王之神）。南宋鄞县令张珣奉敕
于离城十里建庙祭祀，取名“白龙
王庙”。2004 年，当地群众捐资在
原址重建庙宇，循俗春秋奉祭。

又如海曙区县学街上的城隍
庙，该庙又称宁波郡庙，由明洪武
四年(1371 年)朱元璋下旨敕造。城
隍是中国民间和道教信奉的守护城
池之神，一般由有功于地方民众的
名臣英雄充当。宁波郡庙以汉朝大
将军纪信为城隍神，明洪武年间被
定名为“宁波府城隍庙”。现存庙殿
清光绪十年(1884 年)曾重建，是我
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城隍庙之一。这
几年，宁波又对这座饱经岁月沧桑
的古郡庙进行维修，并于 2020 年 6
月重新开放。

作为宁波宗教地名通名的两大
主力，“寺”和“庙”有着丰富的
内涵和强大的生命力。不论是寺或
是庙，都承载着昔日民众对安稳生
活和美好未来的理想寄托。

宁波历史上的那些寺和庙宁波历史上的那些寺和庙

罗日荣

唐代诗人齐澣曾经写过一首题
为 《长门怨》 的诗：茕茕孤思逼，
寂寂长门夕。妾妒亦非深，君恩那
不惜。携琴就玉阶，调悲声未谐。
将心托明月，流影入君怀。

诗人为何独倚长门，抚琴奏悲
声呢？事情还得从齐澣与唐玄宗李
隆基的一次密谋谈起。

唐玄宗李隆基的家奴王毛仲因
为“性识明悟”“骁勇善骑射”，在
李隆基诛杀韦后、安乐公主以及太
平公主过程中，均起到了重要作
用。特别是诛灭太平余党，王毛仲
为李隆基坐上龙椅立下了汗马功
劳，因此深得器重，被授予左武卫
大将军，进封霍国公，后又加开府
仪同三司，被玄宗视为心腹，身置

“唐元功臣”之列。
王毛仲毕竟只是家奴，没有读

过多少书，自然没有听闻过韩信、霍

光等人的故事，也不懂得功高震主、
兔死狗烹的道理。此时的王毛仲恃
宠而骄，尤其是他与典掌万骑的葛
福顺结为儿女亲家后，势力胶固，相
互依仗，使唐玄宗如坐针毡。

唐玄宗身边吏部侍郎齐澣看到
眉头紧锁的唐玄宗，看出了门道，
于 是 向 唐 玄 宗 进 谏 ：“ 福 顺 典 禁
兵，不宜与毛仲为婚。毛仲小人，
宠过则生奸，不早为之所，恐成后
患。”不能不佩服，齐侍郎目光还
是相当犀利的，至少看透了主子的
心思，也看到了潜在的危险。唐玄
宗 一 听 心 花 怒 放 ， 对 齐 侍 郎 说 ：

“知卿忠诚，朕徐思其宜。”后来，
两人又围绕着如何除掉王毛仲密谋
了一番细节问题，齐澣临走时，对
唐玄宗小心翼翼道：“君不密则失
臣，臣不密则失身，愿陛下密之。”

唐玄宗李隆基是久经考验的密
谋高手，哪需要齐澣交代，倒是齐
澣自己，违反了密谋准则。

齐澣有一好友叫麻察，因犯了
错误，被唐玄宗降职另任兴州别
驾，临走时，齐澣在长安城郊的长

亭设宴为他饯行。饯行就要喝酒，
酒一喝多，人的头脑就糊涂，管不
住舌头，齐澣一激动就说漏了嘴，
把宫中与唐玄宗的密谋抖了出来。
齐澣忘了和皇上的约定，主动泄露
天机，可能有两个目的：一是有炫
耀的成分，显摆一下和圣上的亲密
关系；二是有安慰的可能，看到老
友悲伤难掩，传递一个信息：我一
定找机会在皇上面前帮你说好话。

齐澣尽管饱读史书，却忘记了
侯君集是张亮告密而死的。这位麻
察如唐太宗时期的张亮一样，酒席
一散，不是西出阳关，而是进了皇
宫，把老友齐澣饯行时所说的话，
竹筒倒豆子般说与唐玄宗听，想复
制张亮告密升官的捷径。

唐玄宗一听，这还了得，这事
要是被王毛仲知道了，岂不是偷鸡
不成蚀把米，于是勃然大怒，立即
宣齐澣进宫。可怜的齐澣，本以为
有什么好事，没成想招来迎面一通
雷霆万钧的斥责：“你怀疑我不能保
密，却又把事情告诉麻察，你这样难
道是保密吗？况且麻察此人素无德

行，你难道不知道吗？”齐澣吓得面
如土色，跪下拼命磕头请罪。是年秋
天，唐玄宗把齐澣降为高州良德县
丞，麻察当然也没有升官，被降为浔
州皇化县尉，唐玄宗给他们定的罪
名是：“交构将相，离间君臣。”可怜
的齐澣，识人不明，只能在高州良德
县写下“将心托明月，流影入君怀”
的诗句以表忠心。可恨的麻察，只记
得李世民给张亮升官，却不记得李
世民最后还是杀了张亮。

历史总是不断重复，齐澣的悲
剧也在不断上演。唐文宗李昂与宰
相宋申锡密谋除掉专权的太监，宋
申锡识人不明，拉京兆尹王璠入
伙，结果王璠向太监王守澄和权臣
郑注告密，宋申锡被贬为开州 （今
重庆） 司马；光绪皇帝与维新派人
士密谋从慈禧手中夺权，谭嗣同跑
去袁世凯行营请求支持，结果袁世
凯却去了荣禄那里告密邀功。

《增广贤文》 有言：“逢人且说
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逢人
为何只说三分话？归根结底还是因
为江湖险恶，祸从口出，一言不慎
就可能招致满盘皆输。历史上，因
为出言不慎，最后身首异处者不在
少数。所以，有些话在说与不说
间，一定要拿捏好分寸。未说之
前，你是话的主人；说过之后，你
就是话的奴仆。

读齐澣《长门怨》，品“说话分寸”

宁波是多宗教地区，在

遗留的宗教地名中，佛家多

以“寺、庙、庵、院、塔”

等为通名；道家多以“观、

庙、宫、堂”为通称；基督

教、天主教俗称“堂”；伊

斯兰教惯称“寺”。

今年是宁波建城 1200

周年，这些异彩纷呈的地名

通名，像城市卷轴上的点点

注释，不但展示着宁波地区

曾经繁盛的信仰文化，也记

录着各大宗教在宁波共存共

长的发展历程。

桂晓燕

元旦的钟声刚刚沉寂，历史进
入新的一年。2021 年是我们宁波这
座历史文化名城建城 1200 周年。我
们“老话新聊”，自然要聊一聊与宁
波城有关的话题。大家请看标题，这
就是与阿拉宁波城有关的三句老
话。

先聊聊“游六门”。通常这是老
宁波责骂小孩的一句话：“侬该小
人，游心介重，每日只晓得东走西走

‘游六门’！”六门指的是旧时环绕宁
波老城区城墙的六座城门，从东门
口的东渡门顺时针数起，依次为东
渡门、灵桥门、长春门、望京门、永丰
门、和义门。“游六门”就是把整座宁
波城都走遍了，您瞧这小孩的劲儿！
如果是骂大人，那性质就比较严重
了，等于骂此人是勿做事体、到处游
荡的懒汉或懒婆娘。这样的话，则还
要再赠其一句老话：“日里走四方，
夜里补裤裆！”

“游六门”三字，包含着宁波的
一段建城史。大家知道，我们宁波曾
叫做明州，这一名称的来历，可以追
溯 到 1283 年 前 。唐 开 元 二 十 六 年

（公元 738 年），在这一区域设立了
明州，州治设在四明山东麓的小溪

（现海曙区鄞江镇）。到了唐长庆元
年（821 年），明州刺史韩察将州治
从小溪迁至拥有山海之利，更有发
展前途的三江口，并以现在的鼓楼
步行街一带为中心，建造了子城。子
城的南门就是鼓楼，它是宁波历史
上正式置州治、立城市的标志。我们
说今年恰逢宁波建城 1200 周年，来
源就在这里。子城诞生 77 年后的唐
乾宁五年（898 年），明州刺史黄晟
又建起了周长 18 里的罗城（外城）。
据宝庆《四明志》记载，南宋之前的
宁波城有十座城门，元兵进城后大
肆破坏，毁掉了罗城。后来元人为备
战需要，又重建了罗城，并开设了六
座城门，这就是从十门到六门的来
龙去脉。

民国时期，宁波的城墙和城门
陆续被拆除，在城墙的城基上，建起
了环城马路。环城马路由六条马路
首尾相接而成，六座城门的名称，分
别成了这六条马路的名字，也就是
东渡路、灵桥路⋯⋯直到和义路。六
门虽然已无踪影，但“游六门”的老
话流传至今。

再聊聊“过江桥”。宁波自从建
起了十八里长的罗城以后，老城区
基本定型。跟古代所有的城市一样，
高耸的城墙外面，环绕着一圈护城
河。我们宁波的护城河与众不同，令

无数城市望尘莫及，甘拜下风！原
来，分别从宁波城北面和东面流过
的余姚江和奉化江，就是宁波城两
条天然的特大护城河。与此同时，

“过江桥”也就成了宁波人出城的代
名词。

老宁波知道，从前宁波城区只
有两座江桥，一座是横跨奉化江的
灵桥，俗称老江桥；另一座是姚江上
的新江桥。过老江桥就是去江东，过
新江桥就是去江北。人们现在看到
的灵桥，是德国西门子公司承建，
1936 年完工的钢结构桥梁，其实灵
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就在韩
察建子城的第二年，也就是唐长庆
二年（822 年），明州刺史应彪就在
东渡门外奉化江上架设了“东津浮
桥”（后移置今灵桥址）。

相对于 1000 多岁的老江桥而
言，新江桥只能算小弟弟，不过它也
有 150 多年的历史了。它最初是建
于清同治年间的一座浮桥，由十八
艘木船连排，上铺木板，从江北桃花
渡直达东渡门。直到 1970 年，才由
新建的钢筋混凝土拱桥，接了它的
班。

最后聊聊“抬城隍”。古代的城
市 ，都 要 设 城 隍 庙 ，也 都 要“ 抬 城
隍”。“抬城隍”是民间传统习俗，官
方的叫法是“城隍出巡”。目的是祈
求城隍，保佑境内四季平安，五谷丰
登，百姓安居乐业。每到“抬城隍”的
时候，人们先要在城隍庙内举行祭
祀仪式，然后将城隍爷恭恭敬敬请
出大殿，让其端坐于富丽堂皇的大
轿之中，抬着巡游城区。一路上开
锣喝道，前呼后拥，吹吹打打，浩浩
荡荡，场面极其隆重热闹。时至今
日，“抬城隍”的活动已淡出江湖，而

“抬城隍”这句老话，也渐渐失去了
本意，变成类似鼓动、起哄等意思
了。

我们宁波的城隍神，是秦末帮
助刘邦打天下的纪信将军。因为纪
信在战场上救过刘邦，为此被敌方
俘获处死，刘邦当了皇帝后，为感谢
纪信的舍命相救之恩，封他为城隍
神，永享人间烟火。全国有好多地方
的城隍神，都让纪信当了。

不是说纪信将军不能当城隍
神，不过我想，作为城隍神，作为这
座城市最接地气的神祇，如果对当
地城市有贡献，对当地百姓有恩德，
岂不是更好？比如，高瞻远瞩、勇于
开拓的韩察；“绝外寇窥觎之患，保
一州生聚之安”的黄晟，千方百计建
桥，让奉化江两岸天堑变通途的应
彪；还有建造它山堰的王元暐，治理
东钱湖的王安石，奋勇抗击倭寇的
戚继光等等，他们虽然不是宁波的
城隍神，但是宁波人民永远不会忘
记他们。

游六门 过江桥 抬城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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