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8 月 10 日 星期五
责编/楼世宇 李秀芹
美编/严勇杰 照排/陈科

倾诉
人
采访 ：邬毛
银
人：
陈
采访
方式 爱红
倾诉
：面
对
热
倾诉 线：15 面
0580
邮箱
情感
4770
：dn
sb
3
倾
情感 诉 QQ qg@12
6.co
：31
倾诉
489
m
微信
id：1 17426
5058
0477
03

C 返城创业离开走马塘

——我的第二故乡
走马塘是一个曾出过 76 名进士的千年古村，它的每
一寸土地里都蕴藏着历史与文化。在邬毛银 70 年的人生
中，
有 35 年是在走马塘度过的。这里有他的青春记忆，
更
有他对传统文化的守望。近日，
邬毛银向记者讲述了他和
走马塘的故事。

A 插队落户来到走马塘
我 1948 年出生，祖籍奉化，有一个姐姐、两个弟
弟和一个妹妹，
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
我先在宁波
三江口一带做小买卖，
后来进工厂做了一名学徒工。
1965 年 3 月 6 日对我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那
天，17 岁的我离开父母，和 20 多位同龄人一起，戴
着大红花乘着航船，来到了鄞县茅山公社走马塘大
队插队落户。
下了航船，迎接我们的队长用扁担帮我们挑着
行李走了 7 里路。大队办公室位于走马塘贵房的三
合院里，在这幢古老的明清建筑里，我们受到了热
烈的欢迎。晚饭后，我被安排在高墙大院的老宅落
脚。夜幕降临，窗外树影摇曳，我度过了第一个难
眠之夜：古旧的房子，淳朴的人们，这里的一切对我
来说都是新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向往。第二天，大
队书记在祠堂召开了春耕动员大会。从此，我开始
了全新的农村生活。

B 在走马塘成家立业
远离父母在农村劳作，当时的辛苦可想而知，
生活上也面临不小的挑战。
好在周围的大婶大娘都很照顾我。春耕的时
候，
我回家吃中饭，
进了门看到铁锅冷灶心里就暗暗
叫苦，
这时邻家老太太端着钢精锅走了进来，
锅里盛
满了香喷喷的白米饭和绿油油的鲜嫩小菜，我接过
来就吃了。农忙的时候，左邻右舍也会给我送饭送
点心。插秧的时候送金团，
立夏时送茶叶蛋，
端午节
送粽子，
每逢农家办喜事，
还能吃到吉饼和油包。
最让我难忘的是一次夏收的晚上，我回到家天
已经黑了，就胡乱地吃点饭菜，没想到吃完就闹肚
子了。本以为自己身体好扛得住，哪知上吐下泻了
整整三天，全身都虚脱了。是走马塘的乡亲们抬着
我，走了十多里的路，把我送到了茅山卫生院就诊，
我才得以康复。
1970 年，大队妇女主任给我介绍了她的外甥女
杨素君，双方父母都觉得合适。第二年正月初六，
我们就结婚了。婚后，我们买下了村里的一间旧
宅，门外是两亩见方的荷花池。
那年春耕时节，我被大队党支部推荐为拖拉机
手，从 1971 年到 1979 年，我开着拖拉机，穿梭在走
马塘大队 2200 多亩的土地上。走马塘的父老乡亲
接纳了我，我在这里学会了耕田锄地，插秧割稻，不
仅收获了爱情，还养育了一双女儿。

1987 年，大多数知青已经返城，我也决定闯一
条创业之路，于是带着 16 岁的大女儿离开走马塘
来到宁波城里。
万事开头难。我起先做蔬菜生意，女儿进了宁
波罐头厂。我把乡下的时令蔬菜卖给城里人，风里
雨里，从宁波西乡运送蔬菜到江东新河头的菜市场
出售。蔬菜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就去做搬运工。父
母看我这么辛苦，就把百丈路上家里一间临街的房
子 腾 出 来 ，让 我 开 了 一 家“ 乡 城 土 产 日 杂 店 ”。
1987 年 10 月 1 日，我的小店在宁波无线电厂生产
的 8400 双响录音机播放的流行歌曲声中开业了。
因为我诚实守信，小店经营得颇为兴旺。邻居
们见我生意好，也纷纷学我开店了。后来，百丈路
就成了一条商业特色街，我被推选为这一带个体户
小组长，还出席了江东区个体先进者大会。在百丈
路开店 8 年，我多次被评为“五好个体经营户”。
1991 年，我花 2 万多元在长丰买了一套 70 多平方
米的住宅房。1995 年，百丈路拓宽改造，我转到了
钟公庙镇继续经营。
因为亲友们大多还在走马塘，我也忘不了乡间
那一条条踩熟了的机耕路，所以，我时常会回到走
马塘，
看望乡亲，
重访保留下来的老宅。

D 收集史料守望走马塘
2000 年春，我开始收藏走马塘和茅山的文史
资料。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偶遇了陈万丰老师。
陈万丰老师曾经从事文物保护工作，他在走马塘考
察红帮裁缝史迹时，发现这个千年古村不仅明清建
筑群保存完好，而且有非常丰富的文化。从走马
塘，曾经走出过 76 位进士、4 位尚书、8 位侍郎……
这个小村还出过各行各业的名人学者 160 多人。
通过媒体报道,走马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在
此生活了 22 年的我非常熟悉第二故乡的底蕴，它
拥有两个独特的旅游资源：走马塘是进士第一村，
附近的茅山有范钦墓。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走马
塘。
除了收集文史资料外，我还收集一些老物件。
2003 年 11 月 25 日，我在查询一本家谱时，听村民
老杨说附近村里某户人家有块千年普安寺的“南来
第一山”
匾额，我连夜赶到这位农户家，看到这块匾
额居然被用作杂物间的门。第二天，我请当地有名
望的老先生陪着我又去了他家，花 550 元钱将匾额
买了下来。这是千年普安寺唯一遗存的物件，是四
川布政使陈玥所题。我要等普安寺重建的时候把
它捐出去。后来，我还收集到一块刻有“紫来桥”
字
样的民国时期水泥板，上面还有“民国二十五年甘
园老人书”
字样，甘园老人是著名建筑师陈露芗，曾
经设计过灵桥。此外，还有少了半个“堂”字的“遗
忠堂”
匾额、少了半个“节”
字的“节孝”
匾、明代进士
陈良谟的墓碑……冥冥中似乎是上天的安排，我与
这些老物件相遇，并把它们一一收集起来，期待有
一天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走马塘昔日的辉煌。
2004 年 10 月，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我花了 20
多天时间，给时任宁波市委书记巴音朝鲁写了一封
信，呼吁保护走马塘。2005 年 8 月 24 日，走马塘被
列入宁波市首批历史文化名村。这年 9 月 1 日，我
重返走马塘，自费创办了“振兴走马塘，复兴南来第
一山”资料室。现在各类资料和实物已经装满了
10 间房子，这 10 间房子有些是我的老屋，有些是
租用的邻居旧宅。
迄今为止，资料室开放已有 13 年，接待访客 8
万多人次，其中有来自俄罗斯、刚果、美国、日本、韩
国等 13 个国家的游客。为弘扬走马塘文化，
我和朋
友胡金富已经写了百余篇文章在各类报刊上发表。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收集的走马塘资料和实物
越来越多，资料室快要装不下了，我期待有更多的
空间来容纳我的收藏，更期待走马塘附近的范钦墓
被进一步规划与保护。接下来的日子，我仍将一如
既往地守护我的第二故乡走马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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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城相亲

真正心里有你的人
真正心里有你的人，会偷偷地
进你的微博，看你的日记，因为 TA
想更多地了解你；真正心里有你的
人，会在你不说话的时候猜想你是
怎么了，会很在意很关心你；真正
心里有你的人，会经常给你发信
息，告诉你有多想你；真正心里有
你的人，会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安
慰你、陪着你。
周景亭 1989 年，高 1.73 米，重
65 公斤，
大专，
个体，
年薪 10 万元。
让人钦佩的男孩，虽然患有轻
度残疾却乐观开朗笑容不断。外
表斯文秀气，性格坚韧腼腆。事业
上自主创业积极进取，生活中孝顺
长辈脚踏实地。已备婚房，找一位
开朗贤惠的女孩。
林舒锦 1993 年，高 1.63 米，重
48 公斤，
本科，
银行，
年薪 8 万元。
可 爱 活 泼 的 乐 天 派 ，旅 行 达
人，孩子一般单纯，富有亲和力；喜
欢阳光、
有内涵的男生。
许卫国 1990 年，高 1.73 米，重
68 公斤，
本科，
国企，
年薪 10 万元。
阳光男孩，健身达人，很壮硕，
比例很好哦；喜欢动漫，是个吃货，
有房有车，
渴望浪漫的爱情。
黄颖珠 1989 年，高 1.62 米，重
47 公斤，硕士，事业编，年薪 10 万
元。
有内涵，气质佳，淡妆浓抹总
相宜，自信而开朗；爱读书，擅写
作，
是个才女哦。
潘倩梅 1987 年，高 1.63 米，重
50 公斤，本科，事业编，年薪 12 万
元。
短婚未孕，气质佳人，一颦一
笑皆风景如画；欣赏稳重幽默的男
生。
程昊天 1981 年，高 1.71 米，重
62 公斤，硕士，事业编，年薪 12 万
元。
外表清新斯文，腹有诗书气自
华，稳重有涵养；喜欢莳弄花草，舞
文弄墨。

红娘工作助人为乐，现招
热情热心人士加入我们，为爱
推波助澜。
地址：海曙东渡路 29 号（天一）
世贸中心大厦 9 楼 B22 室。
电话：
87121813 18967886737
月老星空：80 后水瓶男，学过
几年心理学，喜欢舞文弄墨，
热衷并擅长乱点鸳鸯谱。我
的相亲口号是：只找有“嫁”
值
的人！如果你想交友相亲告别
单身，
欢迎和我联系。
QQ：
425610150
微信：
yuelaoxing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