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虞浩旭

“正当日寇投降、抗战胜利，理
应聚首狂欢的时候，我们却要忍痛
向你们告别了。”“当此千钧一发之
际，中共中央与本军本部，为避免内
战，为求全国和平建国的新时期早
日到来，乃毅然作最大的忍耐与让
步，命令我浙东新四军与抗日民主
政府即日起全部退出浙东。”这是由
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新四军浙
东纵队司令何克希等率全体党员、
指战员与工作人员同启的《忍痛告
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中的话，言
辞恳切，惜别深沉。

一
抗战胜利后，经重庆谈判，中共

中央为示和平诚意，令新四军撤离
长江以南区域。1945 年 9 月 30 日，
谭启龙率首批北撤之党政机关和部
队 3000 余人，集结于慈溪高背浦海
滩，公布《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姊
妹书》。三北众乡亲与新四军浙东游
击纵队子弟兵依依惜别，人们握着战
士们的手说：“祝你们一路平安”“不
要忘了四明山”“你们一定要回来”。

1949 年 4 月，当年北撤的浙东
新四军随南下大军回来了。中国人
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占领
南京之后，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奉
命实施战略追击。5 月 3 日，杭州解
放。组建于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七兵
团，政治委员就是原浙东区党委书
记谭启龙，下辖有不少原新四军浙
东 纵 队 的 干 部 和 战 士 。兵 团 的 21
军、22 军分别担任解放温州、宁波
的任务。

在筹划解放宁波的过程中，毛
泽东、周恩来对保护奉化蒋介石祖
宅、宁波帮房屋财产和天一阁藏书
楼分别作出了指示。1949 年 5 月 6
日，一封来自毛主席的亲笔急电，被
送到刚刚胜利解放杭州的第三野战
军第七兵团，毛泽东特别指出：“在
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
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建筑物。在
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
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
以利我们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

我们合作。”
而在全国开展解放战争前夕，

周恩来就指示前线部队要注意保护
全国各地的重要古建筑，并曾特别
要求南下部队对两座私家藏书楼加
以保护，一座为近代中国有名的湖
州南浔嘉业藏书楼，另一座为宁波
天一阁。第七兵团 21 军在解放奉
化、22 军在解放宁波的过程中，从
上到下，坚决贯彻执行保护蒋家祖
居祖坟和天一阁的指示。

1949 年 5 月 16 日，第 22 军从杭
州三墩镇出发，沿杭甬公路向浙东
进军；同时，第 21 军第 61 师向新昌、
嵊县、奉化地区进击，拉开了解放宁
波的序幕。

二
5 月 18 日至 19 日，22 军分四路

纵队冒雨过绍兴县境，向东挺进。21
日晨，解放了上虞百官等地。

5 月 21 日拂晓，22 军 65 师、66
师全部渡过曹娥江，集结后于 22 日
凌晨，分两路向余姚进击。22 日上
午 10 时许，浙东游击纵队第 5 支队
与 65 师先头部队 193 团，在姚南筀
竹岭胜利会师。23 日晨，第 66 师 196
团抵达余姚，与 22 日晚上先期到达
的第 65 师 193 团在余姚城关会师，
余姚解放。余姚成为宁波地区第一
个获得解放的县城。

5 月 24 日，22 军三个师分三路
从余姚向宁波进击。第 66 师沿铁路
旧基以北三七市、二六市、汶溪市向
宁波东北插进，切断甬江航路。第
65 师沿铁路旧基向慈溪疾进，占领
慈溪县城（今江北区慈城镇），慈溪
解放。

当日下午，该师进达宁波江北
地区，遇敌破坏新江桥进行抗击，
195 团即组织部队从白沙渡江插入
江东区，直取灵桥。第 64师沿铁路旧
基以南向东南直插，黄昏抵达宁波
西郊，该师 190 团于晚上 10 时攻入
市区。5 月 25 日拂晓，以第 65 师 195
团与第 64 师 190 团在市区的会合为
标志，浙东的历史名城宁波解放。

25 日上午，宁波各中学师生组
织庆祝宁波解放的游行活动，游行
队伍从体育场出发，沿东门街到濠
河头，浩浩荡荡，锣鼓声、口号声响
彻云天。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
几个人扛抬的巨幅毛主席画像和朱
总司令画像。这是宁波人民第一次
看到的两位革命领袖的肖像。这两
幅画像，是三一中学地下党员杨少

的父亲、美术老师杨连昌秘密绘制
的。此后，各工厂、学校上街游行的
人陆续增多，载歌载舞，红旗飘扬，
欢庆解放。

向宁波进击的 22 军 66 师的先
头部队 197 团，于 5 月 25 日上午进
驻骆驼桥。下午进至镇海城郊，随即
渡甬江进占小港，以切断敌南逃退
路。该师 198 团于 25 日下午进至镇
海城西中官路一带，歼敌一个排。26
日晨进占镇海县城，镇海解放。

22 军进军浙东时，21 军 61 师向
嵊、新、奉地区进击。24 日，21 军 61
师进入奉化，25 日，奉化解放。

从 7 月 3 日起，22 军三个师和
21 军 61 师分三路向象山半岛进击，
发起宁象战役。7月 4日，宁海解放；8
日拂晓，未发一弹，进入县城，象山
解放。之后，人民解放军发起定海战
役，到 1950 年 5 月 17 日、19 日，先后
占领定海县城和舟山群岛(当时均
属宁波地区)，宁波地区全部解放。

三
宁波解放过程中，解放军没有

忘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5 月
25 日，溪口解放，21 军 61 师进驻丰
镐房，不久师部撤离，由组织科长马
贝禾带几名新老战士接替。据马贝
禾回忆，去丰镐房时师政委王静敏
交代任务说：“你们驻进去后，一定
要守纪律，谭政委指示，对蒋介石家
中任何东西都不得乱拿和破坏，家
里原来摆设的都要原样放着，不要
随便搬动，免得外国记者去参观时，
以此借口加以歪曲宣传，造谣破坏
我军的声誉。”马贝禾等坚决执行了
上级指示，对丰镐房的任何东西都
原封未动。师政治部还把看管蒋府、
蒋母墓的人员召集起来，宣传党的
政策纪律，要求他们坚决履行好看

管职责。
有几件小事，证明了当时解放

军的作风和纪律。那时候，文昌阁有
一架美国总统罗斯福送给宋美龄的
钢琴，一天，有个刚刚参加部队的女
兵感到好奇，就在钢琴上弹了几下。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师部组织科认
为问题很严重，传令下去，以后谁也
不要去动蒋介石老家的东西。

还有一天，司令部一个干事到
蒋经国的小洋房办事，他在地上捡
到一只比较名贵的美国派克笔，当
时虽然也没看到人，但他自己也没
拿下，交给了看房的人。还有，丰镐
房那个时候铺着很多名贵的地毯，
由于师部驻扎在丰镐房，晚上睡觉
的时候，大家很自觉地把原来的一
些地毯卷起来，第二天睡醒后再恢
复原状，生怕把地毯搞脏搞坏。

21 军离开溪口后，由 22 军教导
大队接管，丰镐房用作教导大队 5
队驻地，以后教导大队改为速成小
学、速成中学，丰镐房一直由部队使
用、维修。

宁波是 5 月 25 日凌晨解放的，
26 日上午 9 时，时任 22 军 66 师师部
特务连连长郑君伦，带领 196 团 3 营
3 排 3 班 13 名战士奔赴天一阁，执
行守护任务。主要是三项任务，也是
三项纪律：一要防盗防火，院内建筑
和书籍不能有丝毫损坏；二是要搞
好军民关系，遵守范家祖训家规，禁
止外来人员入阁，如有前来参观的
要婉言拒绝；三要搞好清洁卫生。郑
君伦和战友们实行 24 小时值守制，
两人一岗，一人在大门放哨，另一人
在院里巡逻。随着社会稳定，1949
年 6 月 9 日，宁波军管会文教部接管
了天一阁。

四
宁波解放后，5 月 29 日，经中共

中央批准，成立中共浙江省第二地
方委员会(11 月改称中共宁波地方
委员会)，丁秋生任书记。6 月 5 日，
成立浙江省第二区专员公署(11 月
改称浙江省人民政府宁波专员公
署)，苏展任专员。6 月 24 日，成立宁
波市人民政府，隶属省人民政府和
第二区专员公署双重领导，苏展兼
任市长。8 月 7 日，浙江省委决定成
立中共宁波市委员会，由省委和二
地委双重领导，陈伟达兼任市委书
记。至 10 月 21 日，宁波下辖各区县
党政组织也全部成立。

宁波的解放，是中国人民解放
军广大指战员不畏艰难、敢于牺牲、
浴血奋战的结果，是无数革命先烈
同仇敌忾、宁死不屈、前赴后继的结
果。它标志宁波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从此翻身
做主人，踏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的伟大征程，谱写宁波历史的崭新
篇章。

砥砺奋进 日月新天
——宁波解放记

徐雪英

宁波是一座依托海洋发展起来
的城市，城市地形也呈向东海伸展
的倾斜地形，域内浅海辽阔，岛礁
棋布，海洋资源丰富，海上交通发
达。

历史上的宁波人善为舟，也善
驾舟。但是用惯了现代导航系统的
后人有时也好奇，东海那么宽，岛屿
暗礁那么多，在没有电子导航系统，
纸质地图也不普及的古代，一代又
一代的渔民是怎么在海上认路的？

直到看到水路歌，才明白他们
也是有导航攻略的，只不过形式和
现代不同而已。

水路歌，顾名思义就是记录水
上航道情况的歌谣。通过民间口头
传唱的形式，把航行所经过的地
名、水文、两岸风情等信息记录下
来，用以指导航行实践。因为涉及
许多老地名，所以水路歌也是地名
文献库中的珍宝之一。

今天介绍的水路歌是一首海上
航行歌，以宁波镇海口为起点，以
台州大陈岛为终点，记录了宁波镇
海、北仑、象山及舟山、台州等海
域的不少岛礁名称，让后人可以透
过这些地名，去了解昔日宁波一带
的海上环境及风土人情。

三月半水是洋生，船儿整整下
南洋

船出宁波港，路过虎蹲七里亮
对面小金鸡，镇海就在眼面前
出了招宝山，只见山外浪翻天

歌谣一开始，就交代渔民走此
条航线的原因。浙江海洋资源丰
富，宁波大目洋、猫头洋及台州三
门湾、大陈岛一带历来为大、小黄
鱼产地。阳春三月，又是大小黄鱼
繁殖季节，在如此“洋生”时期，
自然要“船儿整整下南洋”（南洋
俗指台州大陈岛一带）。

船从宁波港出发，沿甬江到镇
海口，途经的招宝山、金鸡山、虎
蹲山等地名至今仍在沿用。

小小金塘洋一片，一头黄生水
上眠

夹峰山生在泥涂边，泥涂对过
西堠见

西堠浪急潮又健，撑船伙计眼
要尖

穿过西堠上洋进，新兰山边屯
一屯

作为海上航行攻略，水路歌的
作用不仅仅是记录航线地名，还给
航手们推荐合适的休息地和补给
点，更给航手们指出危险地及解决
策略。如这首水路歌在本段就指
出，舟山西堠海域有危险，那里的
浪潮又急又健，撑船的伙计务必眼
要尖，要早发现，早预防。如此小
心翼翼、战战兢兢地穿过西堠浪潮
后，渔民们估计都身心俱疲，需要
休息了。水路歌就建议大伙在“新
兰山边屯一屯”，休息调整一下，
保证接下去的航程顺顺利利。

小港相对长柄嘴，中间就是大
猫门

黄猛飞出大门口，油壶鹁鸪前
面蹲

黄泥港口拦门虎，鸟窝、毛礁
两处分

屯岙又见小猫门，猫门直开峙
头进

温州屿坐落宁波境，梅山对面
是昆亭

双峙港口快如云，佛渡面前握
七星

东柱西柱乱穿梭，乱礁洋面碎
纷纷

鸡娘相对淘泥港，牛头山对过
是青门

大目小目韭山近，南韭以东是
礁群

大竹小竹压将军，龙洞猪山连
帚门

锁门劈开半边山，鹁鸪飞出淡
水门

新兰山边休息调整后，航手们
接下来要挑战北仑港、象山港、乱

礁洋、大目洋、猫头洋、三门湾等
海域。从歌谣中可见，这些海域大
大小小的岛礁实在多，没有多年航
行经验及水路歌等航行攻略指导，
估计很容易会在海上迷路转圈，同
时也容易陷入东海暗礁湍流之中。

本段水路歌提及的岛礁名称，
虽然不少已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
失，但仍有很多遗存下来为我们所
熟知。如梅山，位于北仑东南部海
中，本为一大岛及 10 余个小岛，
后因自然淤积及人工围堤筑塘，逐
渐形成东、西两岛，故有梅东、梅
西 （即下岸） 之别称。岛以早期村
落梅山得名。

梅山来历有二：一说以该地山
上多梅树而名；又说以山上主祀汉
方士梅福的梅子庙而名。清道光年
间，东、西两岛筑长塘相连，遂成
如今整体模样。岛上特产盐，村民
多以晒盐为业，上世纪 50 年代曾
建有国营梅山盐场，今遗址尚存。

如韭山，位于象山东 30 公里
洋面上，由 76 个岛礁组成，是浙
江中部沿海著名列岛。较大的岛屿
有南韭山、积谷山、官船岙、蚊虫
山、马补山、大青山、上竹山、中
竹山、下竹山等，皆青葱翠绿，覆
以青色。列岛以主岛南韭山得名。
南韭山，面积 4.1 平方公里，据民
国 《象山县志》 记，该岛曾产大
韭，又因地处舟山群岛之南，故名
南韭山。韭山列岛是宁波象山港集
舟山群岛的屏障和门户，也是我国
东海屯兵戍边的国防要地。

还如半边山，位于象山爵溪东
北洋面上。该岛山体独特，一峰突
起傲立，至西南边却壁立似削，犹如
残缺半壁，故名半边山。半边山因岛
形奇特，礁石俊秀，卵石斑斓，现已
被开辟为风景区和疗养区，为当代
宁波人度假休闲喜爱地之一。

顺风顺水循坛去，里坛外坛并
排存

北鱼南鱼小鸡冠，龙灯礁屿悬
海境

钓石兵石塘是近邻，大陈积谷
对松门

远远望见狼鸡山，何必费心进
东门

宁波开船到南洋，水路迢迢数
百程

一路山歌唱不停，唱得月落太
阳升

过了多少山和门，请侬问问唱
歌人

作为渔民们的行船攻略，水路
歌多由底层渔民集体创作而成。语
言易诵易记，平民化、方言化、口
语化特征明显。这些作品有的也许
难登“大雅之堂”，但却充满质朴
率真的乡土气息。品味这些水路歌
谣，能体味到昔日操舟人的欢笑和
眼泪，能感受到底层百姓的智慧和
情趣。在舟船渐渐淡出主流交通领
域的今天，这些遗存下来口头精神
产品，已成为研究宁波古代历史环
境、民风民俗等内容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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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25日，宁波解放。图为人民解放军雄赳赳气昂昂入城过灵桥情景。（图片来源：市委党史研究室）

北仑梅山盐场旧址碑北仑梅山盐场旧址碑
（（图片由作者提供图片由作者提供））

桂晓燕

标题上这两句宁波老话，是老
底子人们对老年人的一种提醒。您
哪，年纪大了，走路小心点，防止跌
倒！老年人多有骨质疏松症，这把
老骨头经不起跌！所以年过六十，
走路要随时留意地面，看是不是平
整安全；年过七十，您老最好拄一
根按杖棒（拐杖），这样就稳当了。

有老人表示不服！他们认为那
是指旧时的老人，六七十岁就老态
龙钟、步履蹒跚了；瞧阿拉新时代
老人，六七十岁的老太在跳广场
舞，七八十岁的老头在打太极拳。
精神勿要太好，走路勿要太爽哦。
前几天笔者还看到过一则有趣的
视频：七旬儿子给 102 岁的老母亲
买了一根拐杖，谁知被老母亲当场
扔得远远的。意思很清楚，我还年
轻着呢，要什么拐杖？

不可否认，现在的老人比起过
去的老人，普遍更健康，更活跃，也
显得更年轻。用阿拉宁波话来说，
就是交关结棍！不过呢，结棍归结
棍，毕竟上了岁数，难免有些骨质

疏松，身体的平衡能力也有所下
降，或许视力还有些模糊，跌倒骨
折的风险自然就增大了。所以，这
样提醒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

医生告诉我们，骨折对老年人
的危害特别大。因为老人的器官或
多或少有退化老化现象，多数老人
还有基础病，所以骨折后很容易发
生各种并发症，尤其是如果发生髋
部骨折，需要卧床治疗的话，并发
症就更加严重了。如坠积性肺炎、肠
胃道紊乱、尿路感染、脂肪栓塞、创
伤性关节炎、骨筋膜室综合征等。骨
折本身不一定致死，但是这些并发
症容易要了骨折老人的命。所以，
防止骨折是每个老人必须高度重
视的大事，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六十走路看地垟，七十走路拄
按杖”这句老话，当然不只适用于六
七十岁的老人，也适用于当今许多
年龄更大的老人。旧时人能活到 70
岁就是凤毛麟角，叫做“人生七十古
来稀”；现在 70 岁只能算小弟弟，活
到九十岁一百岁也勿稀奇。“六十走

路看地垟，七十走路拄按杖”这句老
话，当然也不局限于走路。除了提醒
老人走路小心外，各路医学专家还
总结出不少容易跌倒的情况，来给
老年朋友支招。比如，下雪天没有特
殊需要，切记不要上街！下雪后地上
结冰，马路像个溜冰场，一不留神脚
下一滑，就会控制不住重心，跌得人
仰马翻！连年轻人都得小心翼翼，
您老又不是滑冰运动员，去凑什么
热闹呢？又比如，老人晚上多要起
夜，这是防跌的重点时段。人在半
夜三更，本来就不如白天清醒，眼
睛可能有点迷糊，走路可能有点不
稳，而卫生间的特点是又湿又冷又
硬，万一跌倒，不是骨折就是头破
血流。所以，家里的通道上要安装
通宵地灯，卫生间要安装扶手，铺上
防滑垫，人起床的时候动作要慢一
点。再比如，有些老人习惯站着穿裤
子，也是有风险的。站着穿裤子的过
程中，有两次“金鸡独立”的动作，往
往就在这个时候，失去平衡，“措脚
不及”，一下子就跌倒了。年轻时站

着踮着都没关系，年纪大了就不能
随心所欲了，还是老老实实坐着穿
裤子吧。呵呵。

最后，来聊一个跟骨折有关的
名人故事。话说有“江南活武松”之
称的京剧武生泰斗盖叫天，一次在
上海演出《狮子楼》。当他饰演的武
松从两丈高的楼上纵身跃下，去追
杀西门庆的时候，猛然发觉，先跳
下去的饰演西门庆的演员，没有按
照动作设计翻滚到旁边！眼看他就
要被自己踩在脚下，盖叫天急忙在
空中回闪避让，结果西门庆逃过一
劫，盖叫天却在落地时跌断右腿，
腿骨穿靴而出！他咬紧牙关，忍住
剧痛，亮出一个漂亮的左腿金鸡独
立，直到大幕徐徐落下⋯⋯

盖叫天铁骨铮铮，尽显英雄本
色，令人肃然起敬！当然这样的骨
折是特殊情况，不得不如此；我们
更希望没有机会当武松的老人们，
都能够按照老宁波“六十走路看地
垟，七十走路拄按杖”的精神，平平
安安、快快乐乐地颐养天年。

六十走路看地垟，七十走路拄按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