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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院子，留住一段城市记忆，这段记
忆已从尘土中走出。隔壁菜场里的烟火气，
公园里老人的弹唱，滤过院墙，慢慢沉淀了
下来。

如今的大步里院，已是宁波小有名气的
一处文创园区，花室、咖啡厅、茶室、书房、教
育咨询培训公司、设计公司……给整个院子
带来勃勃生机。潘红娅告诉记者，在这里，
他们举办了大量文创活动，其中以二十四节
气为主题的例月活动已经拥有了不少粉
丝。他们致力于推广“三代共学”“三代共
享”“三代共修”的教育理念，让人们有机会
在大步里院内三世同堂体验中国传统文化
的魅力。

残破被美好所代替，孩子们嬉笑的声音
又回来了。这里和以前一样，当年的黑板、
高低床都在，大步里院也仍传承着以前的教
书育人精髓；这里又跟以前不一样了，它变
得洋气又时髦。

很多人喜欢用情怀来为大步里院点赞，
潘红娅却说，这一切的付出，只因心底对孩
子的真爱、对这座城市的眷恋，“宁波，是我
们很多人一生都剪不掉的脐带。愿我们活
得能像孩子，天真可爱，永葆童心。”

记者 滕华 摄影 崔引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宁波一位老师和伙伴
投资近千万元一番“神操作”

幼儿园旧址变身美丽庭院
还留住了一段城市记忆

几十年前的墙画、黑板、高低床都还在

斑驳的画墙重见天日 当年幼儿园毕业生都在这里合影
树叶凋零，院里经常积水；地面泥泞，两层小

楼被涂抹得花花绿绿；墙壁斑驳，四处是窟窿，成
了老鼠、野猫的乐园……这是华严菜市场附近居
民对大步里院曾经的印象。

这里在民国时期是一处私宅，新中国成立
后，由原主人捐献给了政府，成了政府办公的地
方；后来，宁波市第三幼儿园在这里热闹了30多
年；曾有一段时间，原江东区教育局的办公地也
在这里；再后来，这里租借给了一所民办幼儿园，
直至数年前被荒废。

2016年2月，这座破败的老院子迎来了一批
年轻人，大步里院文创园创始人、白鹤双语幼儿园
园长潘红娅和她的伙伴们试图修复这里。如今，园
子已经彻底变了样，但有些东西，却一点没变。

“看到这面墙了吗？远远望去，上面有四个男
孩女孩正在做游戏，两人在跳绳，两人蹲在地上
玩沙包。”潘红娅说的这面墙，是如今大步里院中
庭玻璃房与主楼间的隔墙，墙面有些斑驳，孩子
们的脸蛋若隐若现，女孩身上的衫裙颜色也变得
模糊。

“这墙上的画是40多年前的作品了，是当时
市三幼老师画的。”潘红娅说，有客人告诉她，这
面墙当年是幼儿园的教室外墙，为了美观，园方
常组织老师们作画，绘画内容都是孩子们在幼儿
园的活动。负责这幅画作的，是当年一位刚分配
过来的年轻老师，据说这位老师担心画得不够漂

亮，还发动了几位同事帮忙。
“发现这面画墙，是一个意外。”潘红娅说，有

一天，在施工中，头顶的泥灰一点点震落，露出了
一块有着肉色脸、黑色头发图案的墙底。潘红娅
在2004年创办了自己的幼儿园，对校园产物有着
天生的敏感，她觉得这面墙上可能留着印记，于是
和伙伴一起立即叫停了施工。因为担心墙面整块
脱落，她请来工人用软刷连着刷了4天，终于刷出
了掩藏在4层水泥灰下的墙画，“真是搞得跟挖掘
古董文物一样啊。”直到四个小朋友做游戏的画像

“浮出泥面”，她才大大松了一口气。
这面斑驳的画墙，在当年，可是市三幼孩子

们毕业照的“御用”背景。今年73岁的严斐斐老
师1979年2月到这里工作，直到1992年暑假市
三幼迁园，她成为位于江东区南大步巷4号的宁
波市第三幼儿园最后一任园长。严老师手头保留
了不少影像资料，其中就有不少是关于这面墙
的。在她发给记者的旧照片里，1983年、1985年
的市三幼大班毕业留念照里，均能看到孩子们身
后的这面画墙。

“当年在这里读幼儿园的孩子，现在年龄大
的60多岁，小一些的也有三四十岁了。”言谈中，
严斐斐老师很是感慨。两年前，她听人说起老幼
儿园被改造过了，便和一位老同事一起来故地重
游，见到这面画墙的时候，她的思绪一下子被触
动，往事像电影一般慢慢回放起来……

黑板、收据、高低床
都被当成宝贝留了下来

如果你也来逛大步里院，会发现真的很难
挪得动脚步，因为这里的很多小件，都有着各自
的故事。

那面挂在通透办公室墙上像水墨山水的，
原来并不是一幅画，而是一块小黑板。“它就是
黑色墨汁一遍一遍刷上去的，后来历经岁月慢
慢风化，成了今天渐变色的模样。”潘红娅说，设
计师想把它保留下来，于是搬来了好多地砖砌
在地面上，做了一个讲台出来。

二楼露台有个美丽的名字叫“遇见小院”。
那些刷着绿漆的桌椅沙发，形状有些不太统一，
其实，它们都是几十年前孩子们的高低床。

拾级而上，刻意做低的楼梯上，一列小脚丫
整齐地排着队。这些小小胖胖的脚丫出现在斑
驳的、透露着红黄蓝绿各色底漆的楼梯上，仿佛
重现了孩子们排着队跑上跑下的热闹场景。

在改建过程中，潘红娅最意外的收获，是她
偶然发现的一些老收据。一沓又一沓的记账
本、学习手册，被装在一只绿色的手提包里，封
藏在阁楼顶上的储藏间。这些纸质资料几乎都
边角卷起，页面发黄甚至发霉。记者随手翻开
一份1957年度第一学期杂费收入预算表，上面
显示，当时幼儿园大中小班各有一个班级，在园
人数共88人，收费标准是5元每人。在另一本
1958年度第二学期杂费收据存根上，中班的何
光辉同学在4月17日结清了6元（可见该年度
杂费标准增长了1元）。这一年的何光辉，或许
4周岁，如今他应该65周岁了吧，这份他自己都
不一定留存的收据，大步里院却好好地收藏着。

院子的改建过程
不仅考验技术，更是“烧钱”

对于保留了那么多的旧物，潘红娅说，
她只是遵从了自己最真实的内心，希望为这
座城市留住一段记忆。不过，她也为此付出
了不少的代价。

常年积水、白蚁侵蚀，这里已被认定是
危房。有专家告诉潘红娅，改建的费用至少
是建一座同样水平新房的5倍。

事实证明专家没有骗她。单单是清理
院子里的废物、垃圾，就足足花了10天。被
白蚁吃空的木梁，全部要更换为钢梁，只能
一边加固、一边保护，生怕在改建中造成崩
塌。

最为惊险的，当属为园子做蓄水池。因
为大步里院地势低洼，潘红娅不得不投入
160多万元，在地下空间挖出一个4米深、
面积120平方米的蓄水池来。经过2016
年、2017两年的台风“实测”，改建后的大步
里院，8小时内可以强排完所有的积水。

在老楼里拆除那些旧的隔墙和天花板
装修时，房子的本来面貌逐渐展现出来，开
放的空间、交错的角梁，还有漂亮的拱券，无
不展示着这座百年建筑的艺术之美。

改建中，如何与旧时光“握手言和”？遵
从老屋的结构和姿态，小心翼翼地进行着修
缮；园里两棵两三百年的老树，都是古树名
木，得好好伺候着；有了老屋、老树，门前是
不是也得配一条老路？潘红娅请了7个工
人,历时2个多月，从山上拉来20吨的缸瓦
片，全部拆开铺满了园子；园子的新墙门，用
的是潘红娅外婆家的老屋地基，一块块条石
整齐地砌在墙角……

原本计划5个月完工的改造，硬生生被
潘红娅“折腾”了18个月，投入资金一再超
支，最后不得不抵押了家里两套房，改建成
本一下冲到了近千万元。

变身文创园区
也留住了一段城市记忆

C

D

大步里院夜景。

曾经荒废的幼儿园旧址。

60多年前市三幼的发票等资料。

就像是喧闹城市中的一处世外桃
源。穿过热闹喧嚣的华严菜市场，走进大
步里院的黑色铁门，迎面而来的是一座充
满浪漫情调的美丽庭院。古树、青砖、石
墙和玻璃房前水池里游弋的金鱼，都在诉
说着这座隐身市井的百年建筑的往事。

少有人知道的是，三年多前，这里还
只是一处荒废的幼儿园旧址，经常积水、
垃圾遍地。宁波一位老师和她的伙伴投
资近千万元，经过一番“神操作”，才有了
今日这般美丽的容颜。在把这里改建为
文创园区的过程中，他们也保留下了一段
属于这座城市的记忆。

A

B 大步里院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