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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e!
!ghi@A^_B*@c^
AaC((),+*4{{bcde

RSQT
DEFEl-)G Ĥ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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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村庄已拆迁，300余岁的古桥没有被
列入文物保护的范围，其貌不扬的它随时有消
亡的危险。上周五，在宁波古桥爱好者朱永宁
的带领下，记者来到奉化岳林街道梁家墩村查
看这座名为南溪桥的古桥，已经见过多座古桥
消失的朱永宁呼吁给南溪桥一张文保护身符。

南溪桥不仅承载了悠久的人文历史，而且见
证了宁波的造桥技术。朱永宁说，南溪桥是宁波
平原地区桥梁的一个典范，它桥面两侧不设栏杆，
山洪暴发时，洪水无阻碍地漫溢桥面而过，洪水退
却后又可以恢复通行，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
明才智和因地制宜的思想。

梁家墩村村民告诉记者，2011年，梁家墩村
开始拆迁。2015年，村民们搬进了新家园，曾经
的梁家墩村变成了一片废墟。朱永宁告诉记者，
让人遗憾的是南溪桥既不是文保点也没有被列入
历史建筑名录，随时可能在今后的建设中被拆除。

记者当即联系了奉化区文保所，该所的毛副

所长赶到现场，他告诉记者，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
查时，普查员只看到了桥上的民国三十四年字样，
以为是民国年间的桥，而它的形状也不像石拱桥
那样美丽而引人注意，尽管三普时奉化文物部门
登记了40多处古桥，但南溪桥没有被登记进去。
他表示下一步将对南溪桥的资料进行更新，并和
相关部门对接，最好把桥原地保护起来。

昨天下午，记者再次联系毛副所长，他在昨天
上午已经就南溪桥的事情和奉化城投、岳林街道进
行协调，下一步将给这两个单位发函。岳林街道办
事处表示，如果南溪桥被认定为文物，街道也会全
力支持并对它进行保护。 记者 陈爱红文/摄

沿着村道，汽车进入了梁家墩村的拆迁地块，
南溪桥就在眼前了，桥头站着一棵枝繁叶茂的老
樟树，桥下溪水静静地流淌，偶尔有人从桥上匆匆
路过。

和石拱桥相比，南溪桥的颜值不高，桥上没有
栏杆，桥头也没有台阶，3根石梁并架，整座桥共有
15根桥梁，桥长20多米宽1米多。朱永宁说他多
次对南溪桥进行了考察，还拓下了桥梁上的文字，
南溪桥是奉化平原河道上（溪流上还有）仅剩的一
座四墩五孔石梁桥了，桥梁上的题字见证了岁月
的沧桑：在10根边梁中，有6根上面刻着字，其中
最老的一根桥梁的题字中含有“大清丁丑（1697
年）”的纪年，在另一根桥梁上有“民国三十四年第

五次重修”字样。
梁家墩村《梁氏宗谱》上对南溪桥也有记载，

它始建于明末，清康熙、乾隆、嘉庆、咸丰年间四次
重修。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孟秋山洪暴发，上则
竹木横流，下则汛潮激荡，风水相搏桥身被竹木刮
倒。此后，两岸村民交通大为不便，于是在第二年
的冬天，梁氏宗族多方募集资金，第五次对南溪桥
进行重修。“谁言螮蝀在於东，不霁何能见彩虹。只
为长桥波上卧，南溪倒映影相同。”《梁氏宗谱》上
记录的“梁村十景”诗中的《南溪虹影》曾这样描绘
南溪桥的景致。

清代光绪《奉化县志》也对此桥有记载：“南溪
桥，县东十里，俗名梁家墩桥。”

奉化平原河道上仅剩的五孔石梁桥

在“三普”时被忽视了的古桥

本报讯（记者 陈晓旻 通讯员 褚楚）
作为宁波博物馆新年第二重大礼，“金玉
大明——郑和时代的瑰宝”展于今日在宁
波博物馆三楼南特展馆展出。本次展览
精选了来自湖北省博物馆藏梁庄王墓、蕲
春县博物馆藏明藩王的珍贵藏品130多
件。展览将于4月16日结束。

金器是那时海淘的“硬货”

宁波博物馆的展览负责人徐琴首先
解释了“藩王”的身份，“藩王”其实就是明
太祖朱元璋的子子孙孙们。明宣德以后，
藩王的权力逐渐被削弱，他们终身不得高
官，但一生享以厚禄，经常会得到皇帝奖
赏的金银珠宝，尤其郑和“海淘”来的珍品
更是成为他们的心爱之物。

据记载，明朝有266位藩王。梁庄王
是明仁宗的第九子，30岁便去世，无子。
200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梁庄王
墓进行了抢救性挖掘，出土文物5300多
件，其中金器有30多斤重，各种镶嵌的宝
石有700多颗，其数量之多，制作之精美，
居已发现的明代藩王墓之首。

现场展出的两枚金锭就来自于梁庄王
墓，其中一件铸有“永乐十七年四月西洋等
处买到/八成色金壹锭伍拾两重”铭文。该
金锭为郑和下西洋采买珍品的直接证据。

珠宝是那时海淘的“尖货”

明初，郑和下西洋，沿岸大量购买
各种宝石。在这次展出的金玉器中，有
很大一部分是金镶宝石的瑰宝。有由金
镶宝石覆莲底座和蓝宝石顶饰组成的帽
顶，有属于亲王妃级别的金镶宝钿花鸾

凤冠，这些五色缤纷、流光溢
彩的珍宝，反映了郑和七下
西洋与各国进行文化交流
和贸易的壮举。

其中一件金镶宝
风穿牡丹耳环，小小的
耳环上，仔细看能发现
五只凤凰和数朵牡丹绿
松石、红色宝石和珍
珠妆点其中，精巧万
分。

明代贵族
喜欢海淘什么宝贝？
“郑和时代的瑰宝”开展

余岁古桥
孤存拆迁地块

民间人士呼吁
给它一张文保
护身符

绿松石执
双荷童子佩。
记者 周建平 摄

▲

桥梁上的题字有“大清丁丑”的纪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