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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施加农

跨在城河之上的古仓桥

仓桥，位于萧山城区城河上，横跨南北，
连接文化路与城河街。仓桥，又名“丰济
桥”，又因城河上古桥梁由东向西排序第四，
故又称“城中第四桥”。桥为单孔石拱桥，石
板护栏。桥长15米，宽3.6米，跨径5.4米。
桥南、北各有15级台阶。拱券采用纵联分
布并列法砌筑，西侧拱券顶刻有“丰济桥”题
额，东、西两侧桥栏上分别题刻有“城中第四
桥”和“古仓桥”。

从桥的形制上看，仓桥与普通的石拱
桥并无独特之处。而从桥的主要功能和桥
名上考证，仓桥，则有其特殊的意义。据明
《万历萧山县志》载：“仓桥，在便民仓前”。
《万历志》又云：“便民仓，在治北二百步运

河北岸”。此处所说的“治”，即当时的县
衙，位置就在现在的新世纪广场区域。《万
历志》两处的记载，让我们明白无误地知道
明代的“便民仓”，就在现在仓桥北岸的文
化路上。所谓的“便民仓”，是专供市民百
姓购买粮食的仓库。因为萧山城区在明代
另有一处“预备仓”。“便民仓”建于明统元
年（1436年）。据此推断，仓桥应该是在

“便民仓”建成后建造的，故名“仓桥”。可
是仓桥与东面的梦笔桥相距仅数十米之
遥，是古城河内相距最近的两座石桥。梦
笔桥的始建年代可能是在更早的南朝时
期，明代“便民仓”建成时梦笔桥早已存在，
且路程很短。为何还要专门再建一座仓

桥？
明代的萧山城区是以县治（即今新世

纪广场）为中心，北面的城墙在现在的萧
绍路一线，东城墙在今天的萧然东路一
带，南城墙和西城墙在拱秀路和萧然西路
上。古城与现代城区相比虽然显得十分
狭小，但大多数市民居住在城河以南，且
古人以徒步外出为主。因此，建造仓桥完
全是为了方便市民购粮，减少路途劳累而
为之。

清道光丙申年（1836）重修仓桥时，
“便民仓”早已不复存在，因此改名“丰济
桥”，然其含意仍与仓桥相联。同时为了留
住对原桥名的记忆，还专门镌刻了“古仓
桥”三字。只是市民们一直沿用着明代的
称谓，“仓桥”之名在500多年来未曾改变，

“丰济桥”桥名几乎无人知晓。而今，昔日
的“便民仓”早已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仅
留下“东仓弄”和“西仓弄”的地名。惟有
仓桥挺立依然，似乎仍在叙说曾经的百舸
争流、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站立桥头，让
人联想当年的河岸上居民汲水淘米，汰菜
洗衣；河中儿童戏水，老翁捕鱼的热闹往
事。

2009年，仓桥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而仓桥下流淌了1600多年的城
河与“大运河”一起于2013年被公布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于2014年列为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桥与河交相辉映，穿
越古今，成为萧山城区特别靓丽的文化景
观。

我在读

■文/ 陈红冰

胡雪岩故居的修复是一次很不寻常的
文物建筑修复工程，它经历了一波三折，尤
其是当时全国大多都在贯彻“必须坚持可识
别”的情况下，胡雪岩故居的修复却坚持按
原状修复。国家文物局古建组原组长罗哲
文先生大力赞赏了此次修复工作，“胡雪岩
故居的修复，是中国文物建筑维修的典范。”
这本《胡雪岩故居修复前后》，带你走进故居
修复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图书由高念华编著，浙江古籍出版社出
版发行。高念华，杭州胡雪岩研究会秘书长，
杭州历史博物馆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主要专著有《杭州闸口白塔》《飞来峰造
像》《西湖造像》《胡雪岩故居修复研究》等。

胡雪岩故居修复完成后，即时出版了

《胡雪岩故居修复研究》，这是部故居修复
的工作报告，内容虽包含修复的各个方面，
但侧重反映的是修复过程中的依据和方
法，包括故居修复中的新发现、新论据的一
份总结研究报告。该专著2006年获浙江
省人民政府颁布的“浙江省第十三届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应用研究一等奖”，值
得一读。

（作者系国家一级演员，浙江省著名女
高音歌唱家）

修复胡雪岩故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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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傅浩军

湘湖与莼鲈之思的故事有什么关
系？莼鲈之思的典故并不发生在湘湖，一
般认为并没有什么关系，人们把莼鲈之思
也说成是湘湖典故，只是因为湘湖也有足
以让游子思念故乡的莼菜而已！

莼鲈之思的主人公是苏州人，离萧山
倒也不远，更重要的是，笔者研究发现，莼
鲈之思故事的产生于一个山阴名士，而古
代的萧山与山阴两地的地域上有着很深
渊源，还有，莼鲈之思的莼菜也许正是湘
湖的莼菜……

晋朝张翰，字季鹰，吴郡吴人，今天的
江苏苏州人，张翰很有才气，善于写文章，
而恃才放旷，恣意行事，无拘无束，人称

“江东步兵”。（“江东步兵”意思为“江东的
阮籍”，西晋阮籍情趣清高，不拘俗礼，是

“竹林七贤”之一，因为他曾任步兵校尉，
人称阮步兵。）张翰很像这个放荡不羁的
阮籍，所以当时人们称他为“江东步兵”。
萧山江寺据说与“江郎才尽”的南朝江淹
有关，江淹文章华著，还写有一篇《阮步兵
籍咏怀》的文章。

一日张翰正在苏州阊门逛游，忽然听
到有人在弹琴，琴声清越，吸引了他。张
翰循声找去，看见一个相貌清奇的中年
人，独坐船头，怡然抚琴。张翰就上船相
见，一问原来是山阴名士贺循。贺循见张
翰气度不凡，也很欣悦，就一起谈论起
来。两人谈得很是投机，虽然从不相识但
是一见如故。张翰问贺循：“你怎么在这
里，是要到哪里去？”贺循回答说：“我这是
正在赶路，要到洛阳去任职。”张翰感觉相
见恨晚，难得这么聊得来，念头一闪，就接
话说：“我刚好也有事要到洛阳，顺路搭你
船吧！”便同船而去。

张翰到了洛阳以后，当时掌握朝廷实
权的齐王司马冏十分器重他，任命他为大
司马东曹椽，掌管官员的举荐和任免，这

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张翰可谓春风得意，
可以一展抱负了！

然而，不久之后的有一天，秋风渐起，
风吹在身上，有些寒意，张翰突然想起了
故乡的莼菜羹和鲈鱼脍，思乡之情越来越
重，一发而不可收拾，再也无法排遣，说人
生最重要的是能够适合自己的想法，怎么
能够为了名利而跑到千里之外去当官
呢？便毫不犹豫地辞官返乡了。

不久，齐王兵败，属下官员受株连被
杀殆尽，而张翰则因早早抽身而退得以幸
免。

这个贺循是个名士，贺知章是贺氏
16世，与萧山以及湘湖的关系可不少。
永嘉年间(307—313)，贺循为会稽内史，
主持开掘了从西兴到曹娥江的浙东运
河，又名萧绍运河、西兴运河，成为浙东
水上运输的主要干线，对于改善萧绍平
原的排洪灌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渔浦
湖、西城湖、鉴湖之水通过这条河，流遍
萧绍平原，其中的西城湖就是古湘湖一
带。

这样，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张翰偶遇
了贺循才到了洛阳，才有齐王给了他官
做，才有秋风起思家乡而辞了官，才有了
莼鲈之思这个典故。显然，这个典故的发
生山阴名士贺循是个关键点，古代的萧山
与山阴两地的地域上有着很深地渊源，贺
循还是家在湘湖边的贺知章的祖先！所
以说，这个典故与萧山还是有着那么一点
点联系的。

看到秋风起，思乡之情油然而生，李
白有诗称赞张翰：“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
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
何须身后千载名。”为美食而辞官并能成
为历史佳话，可见莼菜和鲈鱼的魅力之
大。这莼鲈之思，后世有很多文人在诗中
提及，张翰留名于世，是因为留下了这个
用于怀念故乡的成语 !

再说莼菜！古代的湘湖莼菜还很神

奇，让今天的萧山人想都想不到！
明朝《西湖游览志余》记载：“杭州莼

菜，来自萧山，惟湘湖为第一。四月初生
者，嫩而无叶，名雉尾莼，叶舒长，名丝
莼。”说得明白，杭州莼菜就是来自萧山，
只有湘湖的最好。

清朝康熙年间，康熙皇帝下江南，也
曾品尝过湘湖莼菜，还留下诗文。

当时有个叫张志宏的人，特地准备
了四缸莼菜，做了20首贡莼诗，进献给
康熙皇帝。康熙皇帝收了莼菜，看了诗
文，龙颜大悦，立马赏了他一个“著书馆
效力”的官。于是，人们就称张志宏为莼
官。这与前面的张翰正好相反！这两个
姓张的，一个因莼菜而升官，一个为莼菜
而弃官，莼菜还能决定官位，可见，莼菜
不一般！

康熙皇帝住在萧山，自然要品尝一下
萧山的美食，也许其中就有莼菜，还让这
位皇帝喜欢上了这道菜，由此，康熙还专
门写了一篇《莼赋》，赞美湘湖莼菜。“朕南
巡浙江，爱尝其羹”“彼洞庭之所撷，恐难
媲兹妙产”等语句，可以说是康熙皇帝对
湘湖莼菜的最高评价，也是绝妙的广告语
了。

在湘湖景区里，有一个景点叫“青浦
问莼”，这里还有一座桥就叫忆莼桥，景区
里的楹联也有不少写到了莼菜，如下孙文
化村里有一副楹联：“皱绿成波，见莼滑
韵；吹红作雨，傍牖挥翰。”微风吹皱了湘
湖的水面，能够看见湖里的莼菜，让人想
到莼菜那润滑的韵味。

萧山还有由莼菜而生的俗语，如“摘
老菱防触刺，采莼菜防滑脱”，比喻做任何
事情都总以小心为上，即使是熟手，也不
能大意。

莼菜不仅是美味的佳肴，更是湘湖的
文化符号。到湘湖，在欣赏美景的同时，
不妨尝上一碗莼菜汤品尝品尝。

湘湖与“莼鲈之思”的故事

济世便民话仓桥

■文/ 姚俊

在萧山、在圈内，有一句话我已
经说了许多次：“因为董东的出现，萧
山多少年来音乐方面的空白，终于被
填补”。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因为从
董东之前直到现在，萧山从事音乐创
作的人并不在少数，甚至有的已经在
某些领域小有成就。但有一个客观
的存在是，要在大型文艺晚会（演出）
中，真正能够在音乐方面起到担纲作
用的，却非他莫属。正因为如此，所
以我的这篇文章，才会以“从董东说
起……”命题。

如果时光倒退到1991年，那么
当初的董东还什么都不是。当时的
他，是浙江艺术学校绍剧中专班的一
名小学员，而且据说还有点五音不
全。因为当初报考时学的是鼓板（即
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指挥），而且对节
奏颇有点感觉，居然一举考中。

董东之所以能走到今天，除了他
对音乐的情有独钟和自己的不懈努
力，应该与当初团领导的慧眼独识和
倾力支持不无关系。他进入萧山绍剧
团后，为了让他在这方面更进一步，团
领导一致同意，送他到上海音乐学院
深造。上海的两年，董东不但系统学
习了音乐理论，还结识了包括小提琴
协奏曲《梁祝》作曲何占豪在内的许多
音乐大家，开阔了自己的音乐视野。

董东现在的水平如何，只要举一
个小小的例子便可说明。在去年的

“‘萧山人’大会《记得住乡愁》大型文
艺晚会”上，晚会进入高潮之前的歌舞
《今又启航》，便是他作的曲。而这个
作品，最早出现在2010年的“首届中
国国际（萧山）跨湖桥文化节开幕式文
艺晚会”上。也就是说，自1991年进
入“浙江艺术学校绍剧中专班”到完成
这个作品，其间还不到二十年。而
2010年时的他，在音乐创意和作曲水
平上，已经向挥洒自如迈进。

许多人可能只知道董东的MIDI
制作水平不错，因此到了后来，省内
外许多专业团体不请自来。但他们
未必知道，除了萧山绍剧艺术中心的
许多大戏以及萧山众多大型文艺晚
会（演出）的许多节目，全是他的作曲
之外，许多省内外专业团体大戏的作
曲，也都是慕名而来之后他的作品。

我与董东合作过许多次，其中
2009年的萧山公安分局“庆祝新中国

成立六十周年暨建局六十周年《忠诚
颂》大型文艺晚会”，2010年的“首届
中国国际（萧山）跨湖桥文化节开幕
式文艺晚会”，2011年“杭州萧山水务
集团成立五周年暨十大华彩事件揭
晓文艺晚会”和去年的“‘萧山人’大
会《记得住乡愁》大型文艺晚会”，便
是其中的重中之重。董东令我放心
的是，一个节目的作曲，甚或一台晚
会的主题音乐，只要告诉他节目的内
容，告诉他晚会（或演出）的思想倾
向，告诉他由谁主唱（或演出阵容），
告诉他音乐需要的长度，其余便不用
多说。因为他一定会给你一个符合
主题，且极具音乐感的作品；即便偶
尔需要调整，也只需点到为止。

董东之所以令人放心，除了他在
音乐方面的天赋，便是他的用心。去
年的“‘萧山人’大会《记得住乡愁》大
型文艺晚会”，作为“序”的配乐诗朗
诵《蝶变萧山》需要配音。为了短短
几分钟的配音，为了符合诗歌的音乐
节奏，为了完整体现作品的主题，他
硬是找了好几个音乐进行剪辑。在
一次次的衔接之后，终于使内容与形
式达到了完美融合，竟令人有浑然天
成之感。

写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从董
东说起”你到底想说点什么？其实我
要说的很简单，那就是不管在什么领
域，“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对此，不能
流于口头，不能流于形式。与其他领
域一样，文化建设说到底就是硬件建
设和软件建设，而最好的硬件建设如
果没有软件建设的支撑，到头来建设
和发展还不是一句空话。而在软件建
设中，人才是不是第一性的？由此，我
们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文化事业单
位领导，是不是应该将此作为重中之
重？是不是应该想一下，我们在人才
发现、培养和布局方面，还有哪些缺陷
甚至“空白”存在？如果现在在专业
（包括大型晚会、演出和活动的编导演
音美）和群众文化的、名副其实的“文
化带头人”方面，还存在着空档和不尽
人意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在
如何合理使用专业人才和在保证他们
的专业提升方面，还有哪些必须跟上
去？人才问题具有长期性，如果缺乏
前后相连的一致性，我们又该采取点
什么短期和长远的措施？

“从董东说起”的“醉翁之意”，正
是在这里！

■文/ 李维松

谱籍地义桥镇义桥村，2014年3
月第十六次重修，主编韩建国，共16
卷，永思堂珍藏。韩氏家谱由第五世
孙韩文昇创修于明正统甲子年（1444
年），其中明代重修5次，清代8次，民
国时期2次，平均40年一修，可称勤
勉及时。

始祖德政于萧民 义桥韩氏迁自
浙江婺州（今金华），其远世属昌黎系，
与湘南韩氏同宗。元大德年间
（1297—1307年），婺州司征韩继先第
六世孙韩逊之，以才能举为萧山县尉，
有德政于民。韩逊之因病卒于任内，
根据遗愿葬在萧山新义乡（今义桥）西
桥泗水庵后麓，数千萧民自发泣送灵
柩。长子处静、三子处宁为守父墓不
忍离萧，处静居新义即今义桥村，处宁
居后韩今属义桥联三村，繁衍发族，两
村都尊韩逊之为始迁祖。县尉，相当
于今之县公安局长。这位韩县尉有什
么德政于萧民，以致殁后数千人泣送，
很值得地方文史学者深究。

镇以桥名 义桥村村头早先有一
座单孔石拱桥，跨里河，俗呼洞桥，是
义桥标志性建筑。相传建桥人是位
韩姓秀才，家境贫寒，靠优罗山上的
和尚及香客资助念的书。后来考中
秀才做了教师，苦苦积攒在村口建了
这座桥。他知恩必报的义举感动乡
人，这座桥便取名义桥。后村以桥
名，镇以桥名，都叫义桥。1985年拆
除石拱桥改建成公路桥。1999年，笔
者在桥址附近的河墈发现残存的桥
额及半截桥联，有照片为证载在拙著
《萧山古迹钩沉》。桥联由韩昌寿撰，
韩葆孙书，均为韩氏裔孙，写活了洞
桥所在地理位置及其钟灵毓秀：“爽
气挹优罗，两点青山江上耸；源头来
湘泗，半规新月水中悬。”

族裔多文人 义桥韩氏代有俊
彦，而能诗文者尤著。韩立（1446—
1501年），字克中，号庸斋，为韩氏第
七世。明成化甲午（1474年）登谢于
乔榜进士，任直隶宝应县（今江苏扬

州市北）知县。能诗文。韩慕嵘
（1765—1823 年），字俊三，一字春
帆，第十六世孙。清嘉庆丁卯科
（1807年）乡试中式十四名副榜，有
《春帆吟草》行世。宗谱选载其《萧然
山》、《渔浦》等 5 首诗。韩羹卿
（1779—1849 年），谱名胜亮，字心
田，第十九世，官太常博士。工诗，兼
善汉唐隶，有《文启堂诗集初集》十五
卷、《瓶花诗舫诗集》行世，采入《两浙
輶轩录》及《萧山县志》。其诗清醒明
快，流淌乡情野趣。韩拜旒（1855—
1934年），谱名垲堂，字爽亭，第二十
一世。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恩科
举人，擅书画诗文。著有《十三代明
堂考》、《周洛邑三庙考》、《古历通
范》、《抱琴斋经说》等。

诗文交谊 韩氏历代裔孙与邑
内文人名流多有诗文之交。例如，明
代魏骥撰《贞寿堂记》、《爱敬堂》、《义
桥韩氏家谱序》及《永思堂》诗9首，可
见韩氏与魏文靖公关系不一般；进士
何舜宾、来天球、王国桢、举人蔡友
等，均有诗文载于宗谱。又如，清道
光十二年（1832年）榜眼朱凤标、同治
十年（1871年）探花郁崑，以及进士来
谦鸣、汪辉祖、来宗敏、韩钦、汤鼎烜
等，与韩氏有诗文交往之谊。夺人眼
球的是民国沈定一、黄本崙等6人撰
《绛霄先生五秩荣庆诗》6首。

崇教办学 韩氏族裔中有两人
不得不提。一位是第二十世韩佩金
（1816—1888年），字亚琴，诰授朝议
大夫、貤封中议大夫。同治至光绪年
间三次出任奉贤县令，政声卓著。归
乡后，捐银修路建埠，名播萧山。尤
其对重修萧山县署、试院，蒙养义塾
等，予以大力资助，还担任养蒙义塾
校长。在他的示范下，清末民初义桥
的义塾、养蒙学校乃至小学教育在全
县都是领跑的。新编《萧山市志》为
韩佩金列传。韩佩金撰有《养蒙义塾
序》，载在宗谱值得一读。另一位是
第二十一世韩拜旒，他当过平湖县儒
学教谕。民国元年（1912年）捐资助
学，担任养蒙初等小学校长。

《萧山义桥韩氏家谱》

从董东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