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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之光

海地文脉

慈溪乡贤寻踪

三北敌后抗日第一战
陈百申

徐之萱和他的百年品牌《徐重道》

（连载之三）

自

生产习俗

彭桥的味道与温度
潘玉毅

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
走卒，都离不得“吃”“穿”
两字。
汉语里有许多由“衣”和
“食”组合而成的词语，比
如，形容日子过得富足的有袭
衣兼食，过得奢侈的有锦衣玉
食；形容日子过得拮据的有节
衣缩食。再贫苦一些则有缺衣
少食，换而言之，衣服与食物
俨然已经成了一个人、一个地
方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的象征。
彭桥这个地方，自古以来
就与吃穿有着紧密的联系。无
论是当地人还是外乡人，说起
彭桥，大家自然而然地就会联
想到彭桥的麻花和小江布。
如果为慈溪的美食列一个
榜单，彭桥麻花必然榜上有
名。毫不夸张地说，大多数九
十年代以前出生的慈溪人脑海
里或多或少地会保留着这样的
记忆：“彭桥麻花到咾哉，要
买好买哉……”一声声叫卖，
随着街巷里流转的风飘到屋檐
下、灶膛前，并从人的耳朵钻
入人的心里。面对美食的诱
惑，大人尚且情难自禁，忍不
住将唾沫咽了又咽，小孩子听
到后，嘴角边更是口水四溢，
非是一块两块的巾帕所能擦干。
只是几十年过去了，人们
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吃的
多了也好了，与之相应，彭桥
麻花不再似从前那般为人们所
熟知，甚至它已慢慢地从今人
的视线里、记忆里淡去了。不
过想要重温彭桥麻花昔日受欢
迎的程度其实也很简单，你只
需到宁波南塘老街走上一遭，
那边买油赞子的人依然在排
队，里三层外三层，而且每个
人只准买两斤，多要还不给
呢。这油赞子即是麻花的别
名，曾几何时，彭桥麻花的畅
销与之相比，不差分毫。
彭桥麻花起初只有粮站有
卖，村民必须拿着谷米去换，
那时农村里可吃的东西很少，
看见别人吃麻花，小孩子难免
会觉得嘴馋，总是央求着家里
的大人也去兑一点儿。大人若

不许，他们便趁大人不注意的时
候，偷偷地从米缸里盛些米去
换，以满足味蕾的需求。
彭桥麻花色泽金黄，远远望
去，自有一种诱人的味道。口味
则有咸甜两种，咸的咸淡适宜，
甜的甜而不腻，咬一口，脆爽之
余，唇齿留香。
事实上 ，若以工艺流程论
较，这天底下的麻花都是相似
的：备料、和面、擀面、搓揉、
切条、上油、铰链、油炸……彭
桥麻花之所以久享盛名，凭的不
过是麻花制作者的两颗心：一者
匠心，一者良心。匠心所至，白
米饭也能做出十分滋味，更何况
是麻花这样香喷喷的零嘴；而良
心则体现在用料足、火候足等方
面，制作者心底无私，麻花的口
感自然优于寻常。
除了麻花，小江布也是彭桥
的一绝。彭桥旧属姚北，据传，
姚北三件宝：棉花、白盐、草凉
帽。据说，早在宋元时期，此地
就已开始了大面积种植棉花的历
史。棉花收割之后，土纺土织，
经过去籽、絮棉、轧花、纺纱、
织布等近二十道工序，方有成布
出炉。
由于此间出产的细布质量上
层，销量十分可观。在那个男耕
女织的年代，“小江布”成了地
方的一个特色产业。旧时的彭桥
村几乎家家纺纱，户户织布，机
杼声绵延数里，不绝于耳。“小
江布”纱细均匀，布面平滑，花
样繁多，民谚“彭桥细布雪雪
白”便是对小江布品质的形容。
那个时候，除了部分小江布做成
衣服供当地人家穿用外，更多的
布料被运往了白沙路的棉布市
场，还有些则被贩往数百里之外
的杭州、松江、常州、镇江等
地。也正因此，几十年甚至几百
年以前，彭桥的水陆道口，车马
喧嚣，商船如缕，使彭桥闹热的
画面更上一层楼。
有道是，“食可果腹，衣可
防 寒 ”， 麻 花 与 小 江 布 即 是 如
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彭桥是
一个有味道的村庄，也是一个有
温度的村庄。

爽快地答应徐之萱去店里学生 的泡茶，端水，开排门。晚上
意，开春后可以来拜师学艺。
打烊后要整理营业场所。晚上
徐之萱十二岁那年，在汉
徐之萱的父母虽然找了药 睡在柜台上面。有一次，徐之
口开药店的叔叔回家来，见大 店老板，但心里总觉得孩子年 萱在整理老板桌子时，看到有
哥家中生活拮据，他对大哥大 纪还小，身体也弱，和同宗几 一叠 《本草纲目》 的书，他无
嫂说：“大哥大嫂，我虽然在 房的男孩还都在读书。徐之萱 意地翻了一下，里面都是草药
汉口开药店，经济不是很宽 对母亲说：
“娘，我们家里比他 的特点、用途及治疗疾病的方
裕，长期帮不上你们的忙，我 们都穷，我早点去学生意，自 法等，徐之萱看了后如获珍
看之萱很聪明，明年在老家附 己早点把生意学好了，以后有 宝，他问老板可否借他读读，
近找家药店去学生意，因他年 本事做生意赚钱了，可以让您 老板欣然同意了。徐之萱打烊
纪还小，离老家近点您们可以 早点过好日子，如果赚大钱 后，吃过晚饭，做完杂务就在
经常去看看他，等他学生意满 了，我还要为您造一幢好大好 油灯下看起了 《本草纲目》 的
师后，先到我店里历练历练， 漂亮的房子。
”徐之萱母亲听了 药书。看了几天，他觉得这本
以后可以到外面闯世界去。”
孩子情深意切的一番话点头同 书实在太好了，对自己学生意
徐之萱的父母根据弟弟的 意了。
和日后开药店的话帮助实在太
提议给徐之萱讲了去药店当
春节过后，徐之萱在父母 大了。看过以后要全部记牢有
学徒的基本情况，徐之萱确实 的陪同下，走上了离家三里多 点难，他想还是抄下来吧！以
比较聪明，他知道只有自己有 的择浦泰和堂药店学生意之 后每天打烊后吃好晚饭、做完
本事，将来才会有好日子过。 路，那年他仅十三岁。
杂务工作，就在油灯下抄写
他也非常赞同叔叔的建议，请
十三岁，有钱人家的孩子 《本草纲目》 了，一直抄到深
父母快点帮他联系学生意的药 还在读书，还在享受与父母在 夜。就这样学徒三年，不管夏
店。
一起的天伦之乐，可徐之萱已 天蚊叮虫咬，冬天手脚冻得冰
择 浦 泰 和 堂离家二三里 走上求业学艺之路了。早上起 凉，每天如此。三年学徒期
路，老板和上代还沾点亲戚，徐 来打扫店堂卫生，整理老板的 满，终于把 《本草纲目》 全部
之萱父母和老板一商量，老板很 桌椅板凳，给账房先生、掌柜 抄下来了。
艰辛的少年学徒路

徐 之 萱 晚 上 抄 《本 草 纲
目》，白天站柜台，做杂活，
样样都抢着干。在学徒三年的
生涯中，已经掌握了其他学徒
需要四、五年才能掌握的知识
和才能，业务水平已超过三
柜，达到二柜，有的甚至头柜
做的工作他也略懂一些，老板
对他很欣赏。
三年满师后，徐之萱记着
叔叔的话，想将来自己闯世
界，但他感觉自己知识还不够
丰富，不够全面，他想到叔叔
药店去历练历练，但总觉得还
是要有点真本事，否则去叔叔
店里似懂非懂的，叔叔面子也
要丢尽的，他想还是先到其他
店里去过过堂。
满师前几天，老板找徐之
萱谈话了，老板要徐之萱留在
店里，给他优厚的待遇，甚至
提出在离他家很近的逍路头投
资开一家泰和堂分号叫徐之萱
当阿大。徐之萱对老板谈了自
己的想法和打算，婉拒了老板

的美意，老板见徐之萱很有主
见，也不好强留。后来老板对别
人说：“徐之萱雄心壮志很大，
日后必成大器。”
就在徐之萱满师不久，他父
亲患肺疾，医治无效，离开了
母子俩，辞世时才四十岁。
父亲的辞世对徐之萱增加了
很大的压力。作为肺疾目前来说
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发现得早，
链霉素针打打能够治愈的。在上
世 纪 20 年 代 早 期 ， 这 种 针 也
有，但价格极其昂贵，打一支要
100 斤皮棉，要治愈必须打十几
支甚至几十支。当初徐之萱家也
没有这么多钱，二则他爹娘也大
意，到病严重了也没有办法，因
此他的父亲便过早地离开了亲人。
自从父亲离世后，徐之萱更
加坚定了他要学习更多的知识，
实实在在地为劳苦大众解决看得
起病解决、医得好病的决心。在
料理好父亲的丧事后，他走上了
深造中药知识的这条路，这年他
还只有 16 岁。

胡小明

队”。他们来到三北发动当地革
命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
争。6 月18日，有消息传来，一小
股日军正在相公殿抢劫掳掠，指挥
员决定抓住这一战机，在日军返回
庵东的半路上，出其不意地打一场
伏击战，以灭日军的威风。
向天庵 （现崇寿镇崇胜村）
在相公殿街的西面，距离街头二
三里路。村的南面有一条东西走
向的六塘，是日军回庵东的必经
之路；塘南是一望无边的庄稼
地，塘墈下有一块义冢坟滩，塘
北沟旁有几间小屋、草舍，后面
的咸碱白地场上遍布盐墩、盐
舍，四周围芦苇丛生，荒草齐
腰，对隐蔽潜伏作战非常有利。
伏击部队选择这一有利地形，等
待日军的返回。
到了黄昏时候，这批骚扰抢
劫的日军，连同汉奸翻译共 37
人，扛着太阳旗，押民夫挑抬着
鸡鸭、烟酒等抢来的东西，从相
公殿方向耀武扬威地过来了。埋
伏在暗处的游击队战士们圆瞪两
眼，紧握钢枪，只等命下。这
时，指挥员一声枪响，霎时间机
枪声、步枪声齐呜，密紧的弹雨
射向同一目标。毫无防备的鬼子
兵弄不清是怎么回事，顿时慌作
一团，手忙脚乱地滚下塘墈负隅
抵抗。埋伏在东面的“宗德三
大”小分队紧紧配合同时开火，
几个鬼子应声倒下，当场被击毙
两名，击伤多名。战士们像下山的
猛虎，勇猛地冲向六塘，日军鬼哭
狼嚎，弃掉血肉模糊的尸体，仓皇
地折南绕道四塘向庵东逃窜。因伤
员多，日军抓拦了在塘南田间掏麦
冬的农民当差，用装麦冬的箩筐抬
走奄奄一息的伤员。
第二天，部队从庵东侦察
到，抬回去的 14 名伤兵中又死
了 6 名。在这次战斗中，共取得
毙伤敌寇各 8 名的战绩，而我方
无一伤亡人员。
相公殿战斗，首战告捷。从
此驻扎在庵东的鬼子兵惧怕三五
支队与人民群众团结合作，不敢
再来相公殿骚扰抢掠。三北敌后
抗日第一战的胜利，打响了浙东
抗击日寇的第一枪，打击了日军
的嚣张气焰，振奋了民众的抗日
信心，揭开了创建三北敌后抗日
根据地的序幕。

老宅后院 （摄影）

在浒崇公路六塘到相公殿
地段的崇胜村路口，有一座六
柱挠角的石亭，亭中有一块石
碑，上书着“三北敌后抗日第
一战”。这亭和碑是政府为纪
念一九四一年“相公殿战斗”
获得胜利设立的，附近的纪念
馆里还陈列着图片和资料，翔
实记述了那次战斗。在我的印
象中，公路还未通之前，这里
是一条由庵东通往相公殿的六
塘墩大路，四周还少有居舍，
晨晓炊烟，阡陌田园，是一片
广袤宁静的原野。但在七十八
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惊
心动魄的生死枪战，记录了难
忘的红色历史印迹。
一九四一年 4 月，日军入
侵宁绍，浙东各县先后相继沦
陷，姚北一带的盐场棉区也难
免遭殃。一时河山变色，民不
聊生，社会上出现极度恐怖和
动乱现象。反动政府部队卖国
求荣，与日军相互勾结、狼狈
为奸，在庵东镇成立日伪的维
持会组织。之后还在北临海
滨，筑了许多碉堡，驻扎岗
哨；南近棉区，围拦高篱长
笆，划圈占地。把东至崇寿傅
家路街及相公殿街，西至沧田
大牌头和长胜市街等地，横亘
东西几十里地的百姓群众围困
其中。主要的通道均由敌伪军
守岗，出入须备良民证，否则
遭到扣留或杀伤，实施坚壁清
野的封锁政策。
驻扎在庵东的日本鬼子兵
时常以巡逻放哨为名，由汉奸
带路、当地保甲长出面张罗，
到处敲诈勒索，挨家挨户地向
百姓掠取猪羊鸡鸭、香烟老酒
等物。同时还勒索银钱，奸淫
掳掠，无所不为。百姓虽勇敢
坚强，但手无寸铁，无法抵
抗，只得咬牙切齿，痛恨万分。
同年 5 月，中共浦东工委
根据上级的指示，先后派出由
姜文光率领的先遣部队共 50
余人 （用“宗德三大”番号）
秘密来到庵东；由蔡群帆、林
有璋率领的后续部队约 130 余
人 （简称“五支四大”） 登陆
姚北相公殿。这两支部队虽名
称不同，但实际上是一个部
队，群众笼统地称为“三五支

名

金堂村有条金堂河。这河 海地旧事
名是长房村、中央沟村合并成
金堂村后才有的正式说法，过
去叫金塘河、井塘河、经堂
河。无人考证，无统一说法。
本文倾向于“井塘河”一说。
陈振泰
早先，这条长约 2500 米
自南向北的小河是几个村的界
河。河东土地属于长房村、转 人们心目当中的一口“井”。 的人应该有点智慧。
江桥村、高甲，河西土地属于 这个“井”字还有另外一层意
在靠天吃饭的年代，井塘
廿四房村、中央沟村、上河斗 思：与此小河平行的南北走向 河是“塘”是“河”
，人们很难
茅家 （少数地块除外），河两 的江河还有三条，东面有三十 给它作主，全凭老天喜好。可是
边少有人家只有洼地，冷清得 弓江，西面有第三甲江、茅甲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村里有了
很。与其说是河却更似像塘 江。长房村民居都依三十弓江 抽水机、水泵，人们把它变成
（池），它南不通北不通东不 而建，且大部分居住在三十弓 “塘”
、变成“河”那是轻易而举
通，唯有往西在廿四房村南有 江以东，对长房村居民来说， 的事。人们把横江上的木桥改建
一横江通着第三甲江、茅甲 三十弓江是他们的出行通道 成石桥，桥洞建成活动的堤坝，
江，连接着世界。在这一横江 （外井河），井塘河只是他们的 一年中大多数时间把河变成塘，
上有一隐坝，深水时见不着坝 “里井河”。而对廿四房村、中 然后又变成菱塘和鱼塘，让本来
体。井塘河是河，浅水时坝体 央沟村的居民来说正好相反， 没有多少价值、冷清的井塘河变
露现，它与外面隔绝，井塘河 他们大多居住在第三甲江以 得有价值又欢快。
成了塘。河的功能是排水、运 西，对他们来说，第三甲江、
充满水的井塘河，河面宽
输，井塘河是断头河，运输就 茅甲江是他们的出行通道 （外 了不少，河水清澈。初夏，人
不大需要了，人们倒希望它成 井 河）， 井 塘 河 也 是 他 们 的 们把育在水田里的菱苗插在靠
为更具有蓄水功能的塘，在天 “里井河”。平时井塘河很少有 近两岸的河下面，不久菱苗会
旱地燥的年份，它那清澈甘甜 人 光 顾 ， 冷 清 得 很 。“ 井 塘 在河底生根，慢慢地升到河
的塘水滋润着这一方土地，是 河”，有意思的是，起这河名 面。到了盛夏，满河的红菱郁

井

塘

河
郁葱葱、碧绿一片、十分壮
观。秋风起，红菱开始收摘
了，采摘红菱看似轻松其实是
个很累的技术活。采摘红菱的
工具是一只有 1 米直径、高约
40 厘米的木桶 （叫菱桶），人
坐上去一定要保持平衡，否则
随时会有侧翻的危险。盘坐在桶
中央不一会腿脚就会酸麻，四五
个小时能坚持的那真叫本事。把
菱瓢翻上来不能将所有红菱都摘
了，要挑成熟的摘，嫩的留下来
待过几天再摘。这样摘个四五
次，前后用上一个月时间，算是
把红菱全部收摘完成了。收下来
的红菱是生产队集体所有，要分
给各家各户的。
井塘河养鱼那是上世纪七
十年代以后的事情。由于多年

养红菱，野生红菱便多了起
来，野红菱菱瓢与真红菱无
异，但野菱与真菱相差很大，
野菱个小、壳厚、果小或无果，
实在无多大价值，而且野菱量多
增加了采摘真红菱的难度，所以
人们抛弃了养菱，选择了养鱼。
红菱是植物，长在水面上，收获
的果实属于生产队。鱼是动物，
长在水面下，且会流动，属于哪
个生产队不好说，所以鱼塘改为
村 （大队） 所有，各生产队都有
份，而且养鱼比养菱更难管理，
还要防止有人偷盗，故此村里
（大 队） 安 排 了 五 个 人 来 管 鱼
塘，育有鲫鱼、鲤鱼、青鱼等。
每年春节前一次性清塘，把抲上
来的大小杂鱼全部分给全村各家
各户。在物资极其稀少的年代，
能有鱼吃真是件大好事，增加了
人们过年的欢乐氛围。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
井塘河让位于经济发展，人们开
始填河造房，大部分的南井塘河
没有了，河变成了新村，仅 600
米的北井塘河依然延续着老祖宗
的故事。

嘉靖府志称他“杜门教子，萧然
自适”，并记有他的宅第“在慈
南宋状元方山京的身世有
溪县东之大方桥”。所以说，方
点特别，给后人造成了一点点
山京既是慈溪人所生，又住在慈
麻烦。
溪，说他是慈溪人，并不为过。
方山京的父亲方季仁 （宝
度 宗 即 位 （1265 年） 后 ，
庆 《会稽志》、万历 《绍兴府
下诏起用方山京，官复原职。
童银舫
志》、光绪 《余姚县志》 皆作
添差通判吉安州，主管建康
达材），慈溪人。天启 《慈溪
军 、 仙 都 观 。《两 浙 名 贤 录》
县 志》 卷 七 云 ：“ 季 仁 未 第 《余姚县志》 就这样记述：
“父
科 （壬戌，1262 年） 共录取 云：“寻除秘书正字，乞宫祠，
时，素有文名。余姚四明孙氏 达材来赘余姚四明孙氏，因以
637 人，方山京为状元。
进校书郎，差主仙都观。”可惜
刻意科举，期大门户，礼致 为家。
”而天启《慈溪县志》则
当时，有人认为他的制策 他得了重病，没多久就去世了。
之，妻之女，授之屋，率其 称：“子高即孙氏甥也，幼而
过于简约，要他多写几句。方 墓葬慈城东一里的巽隩，而光绪
族 ， 使 皆 执 经 就 弟 子 列 。” 孤，旅泊外家。
”从现有的史料
山京十分严肃地说：“吾平生 《余姚县志》 本传则云：
“葬上虞
方季仁考取进士的年份记载不 来看，方山京是以余姚人的身
所学，在无自欺。今既得上 始隆乡彭山。
”
一，天启 《慈溪县志》 作嘉定 份参加科举考试的。但奇怪的
览，将谁欺乎？”那人既愧且
方山京的生卒年月不详，网
十年 （1217 年），光绪 《余姚 是，如果他的父亲入赘孙氏，
服，对他肃然起敬。
上有条材料作 1215-1265 年，号
县 志 》 作 淳 祐 十 年 （1250 那么按传统的习俗，他就得姓
方山京初授承事郎，签书 砚庵；也有条材料说卒于咸淳三
年），竟相差 33 年。官职说法 孙，但他却仍姓方，所以历代
平江军节度判官。景定五年秋 年 （1267 年），但都没有注明出
也 有 异 。 光 绪 《余 姚 县 志》 的 《宁波府志》《慈溪县志》
（1264 年），出现彗星，“色焰 处，录以备考。
云：“晚登甲科，官至临安军 作“孙氏甥”而不作“孙氏
竟天”。方山京正值主试，发
方山京的文集不见著录，但
教授”
，宝庆 《会稽志》、万历 孙”，也是顺理成章的。雍正
策极言内帑之私，公田之扰， 他写的一首 《慈井》 诗，却流传
《绍兴府志》 也作临安军。而 《浙江通志》 也以慈溪人入传。
并指摘内廷缺失。他刚出试 了下来，既与慈溪典故有关，又
嘉靖 《宁波府志》、天启 《慈
方季仁的寿年不长，因此
院，就被人告了状。方山京拂 写得通达大气，谨录如下，以飨
溪县志》、雍正 《浙江通志》、 方山京“幼孤旅泊母家，固穷
袖而去，归隐故里。
同好：
光绪 《慈溪县志》 均作“南安 力学”（康熙 《宁波府志》 卷
方山京一身正气，为官清
古井千年尚著名，
军教授”
。
二 十 一）。“ 登 丙 午 （1246
方山京像
廉，以致回乡后竟“无以为
晚缘慈孝不胜情。
由此可见，方山京 （字子 年） 乡荐，三试礼部，至景定
家 ”。 亲 朋 好 友 实 在 看 不 下
碧烟自好浓霜白，
高） 是出生在余姚四明孙家的 三年，廷对第一”（天启 《慈 定三年五月“丁丑，赐礼部进 去，主动为他“筑室继廪”。
何必溪流擅独清。
（现属梁弄镇），据说 《余姚梁 溪县志》 卷七）。《续资治通 士方山京以下六百三十七人及
弄孙氏宗谱》 亦有记载。光绪 鉴》 卷第一百七十六记载：景 第、出身。”也就是说，这一
本版投稿信箱 939901613@qq.com
景定三年状元方山京

慈溪状元考（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