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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雪花啤酒浙江区域内萧山工厂、杭州工厂、嘉兴
工厂、宁波工厂、温州工厂、福建工厂、上海工厂7家啤酒
厂，现拟对啤酒副产物（酒糟、酵母）及主要废旧物资（废
纸箱、碎玻璃、废商标、灰纸板）公开招标销售处理，我们
将恪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欢迎符合条件和要求的单
位和个人踊跃报名，积极参与！

报名时间：2019年11月11日-12日
联系人及方式：李伟15355078798

华润雪花啤酒（浙江）有限公司

招标公告

11月11日 9:00-13:30停宏波A301线青年分线01#
杆开关：钱塘新区新湾街道前锋村、宇祥房产、城东和平桥
一带；9:00-15:00停临化071线云化站长浦线20/19#开
关：钱塘新区格润水产（二、三）、杭万农业车间一带；9:00-
15:30停10kV义和A55线2344开关-55#杆开关、10kV
新白A41线2321-2322开关：钱塘新区新湾街道火星村、
东联仓储。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文/图 楼迪锋

在清代中后期，楼家塔村中
有两座雕饰精美、规模宏大的宅
院，分别坐落在村东头和村西头
（东北和西南两端），楼塔人习惯
将东北方向称为“下”，西南方称
为“上”，所以这两座宅院分别叫
做“上新屋”和“下新屋”。村头村
尾,一上一下，遥相呼应，但是如
今的人只知道上新屋，却不知道
下新屋，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太
平军曾一度占据过楼塔，他们将
上新屋作为行营驻军处，而下新
屋却被他们一把火给烧了，所以
现在的很多楼塔人也就不知道下
新屋了。

相传下新屋的建筑面积和精
美程度丝毫不亚于上新屋，宅院
被太平军烧毁后，夷为平地，只留
下一大片用石板铺成的道地。

到了民国初年，有个叫楼康
侯的学者在这片废墟的部分区
域，新建了一座三合院。楼康侯
（1894—1933），名秉魁，字康侯，
仙岩楼氏中祠32世。因为他学

识渊博，人们称他为“康侯先
生”。他早年毕业于浙江第一中
学，尤专史学，啃下整部《资治通
鉴》，圈点全书，并作注解。五四
运动以后，传统的私塾向现代学
校过度，在他和一批乡贤的倡议
下，在楼塔建立了第一所现代化
学校——义仓小学，他担任校长
达10余年，每天都去学校巡查督
课，十分负责。1927年北伐军从
楼塔过境，楼塔的村民不知情况，
竞相奔跑，他反复宣传解释，并组
织乡民慰劳军队，开启军民关系
新局面。

康侯先生的女婿是著名学者
魏风江，河上镇上山头人。早年
留学印度，毕业于印度国际大学
和印度真理学院，获印度国际大
学硕士，是泰戈尔唯一的中国学
生，也是印度前总理尼赫鲁的同
学。回国后历任上海新沪中学教
师、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教授、
浙江文史馆馆员、宁波大学教授、
杭州师范学院名誉教授等职。魏
风江先生对楼塔也有很深的情
怀，1942年，他在儒坞（今属楼塔
镇雀山岭村）创办了一所学堂，供

当地的孩子念书。
此外康侯先生还有一位以

“神童”闻名于世的儿子——楼公
达。楼公达（1917—1930），字省
龙，号硕夫，是康侯的长子，幼年
时抱于康侯夫妇膝上写毛笔字，
笔力健壮、出神入化，可谓名声在
外，常有人不远千里来到楼塔，登
门探视神童模样。公达稍长便能
两手分操一笔，同时书写上下联，
称“双管齐下”。

1925年，9岁的公达随父康
侯到宁波，为各大店铺书写巨字
招牌，引起轰动。1929年水灾，
公达又随父去杭州，以书联募
捐。正值杭州举办首届西湖博览
会之际，游人如云，凡捐助者不论
款额多少，公达都赠书联作为纪
念。筹得不少款项，用以救济灾
民。此事在西湖博览会上引起轰
动，会展结束后，杭州当时一位名
妓，还特地到楼塔登门拜访康侯
父子，一问来由，居然请求公达做
她的干儿子，并允诺，如果认她做
干娘，她把手中一箱珠宝全部赠
送，公达婉言谢绝，说人一辈子不
能有第二个母亲，那名妓叹息不

已，道别前从箱中挑出一枚钻石
戒指作为赠礼，公达后来将戒指
赠给了母亲傅氏。

不幸的是，在公达 14 岁那
年，大腿根部生了一个毒疮，康侯
先生不惜一切代价到处求医问
药，但终不见好转，1930年7月5
日，公达病逝，年仅14岁。这位

“神童”永远定格在了14岁这个
蓬勃的年龄，可谓天妒英才，惜
哉！痛哉！公达去世后，康侯因
悲伤过度，难承丧子之痛，不久，
也随子而去。楼氏族人无不扼腕
叹息。

神童第现在的门牌号为楼英
村和平弄6号，二层楼坐南朝北，
东为过道，直通大门，石门额上刻

“耕读传家”四字。四方形天井，
卵石铺就，四边有排水沟。梁栋、
门窗均施雕刻，较为精美，该宅的
雕饰风格与楼塔管村章杲台门相
仿，建造年代亦相近，极可能出自
同一帮工匠之手。

如今，神童第已无人居住，宅
院堆放杂物较多，部分区域亦被
改造。尽快保护和修缮此宅，应
当提到议事日程。

神童第 名扬第一届西博会的神童故居

■文/郑国芬

我一直不推崇节食这种减肥
方法，就像这本书的其中一位作
者写道：“我试过的节食方法总是
不容易贯彻，枯燥无味，煎熬万
分，严重干扰生活，将生活乐趣消
失殆尽。”

但是当读了这本《轻断食》，
立刻被这样一种既可瘦身，又可
养生，而且生活乐趣并未消失殆
尽的科学方法所吸引。

一周内，挑出不连续的两天
轻断食，其他五天正常饮食，轻断
食的两天只允许摄入 500 千卡
（女性）或600千卡（男性）热量的
食物。不是完全不吃哦，断食后
第二天就可以正常吃。

事实上，瘦身只是轻断食其中
一个微小好处，改善健康，降低许
多疾病风险，才是其最大的功效。
轻断食方法科学证据充足，尤其医
学界给予权威正面的评价。

比如，轻断食可以降低IGF-

1激素。医学上，这种又叫“类胰
岛素一号生长因子”的激素，是所
有癌症风险的评估指标，是我们生
活老化的评估指标，是细胞更新速
度的评估指标。检测糖尿病、心脏
病和癌症病患者，体内这个指标都
会很高。所以，通过轻断食就能降
低患上面这些病的风险。

轻断食还能激发身体发生
“毒物兴奋效应”。适当的压力或
毒素，可以使一个人乃至任何生
物都变得更强壮，跑步时肌肉会
有轻微撕裂，但只要不过量，这种
轻微撕裂，其实是在修复肌肉，坚
持下去反会使肌肉越强壮。

轻断食还可以保持脑细胞活
跃，避免记忆力下降，通过提高大
脑神经滋养因子改善情绪，有类
似抗抑郁药效果……

这些好处统统都可以通过轻
断食而达到。那次读书会上，我
们请来了一位资深轻断食体验
者。这位清秀纤巧的女子曾体验
过辟谷，这是一种比轻断食更深

入、更能促进身体修复的养生法。
凑巧那几天她正在实行轻断食，然
而分享时却思维活跃，精神饱满，
完全想象不出是一个已经五天不
进食的人。

简直不可思议，但我亲眼见
了。但是，轻断食是不是很难？
不容易做到？

书友海英说自己曾是一位对
美食毫无抵抗力的人，经历了三
天辟谷体验，回来后践行轻断食，
面对家人做出来的一盘盘美食诱
惑，竟然可以做到无动于衷，自己
都觉得不可思议。香喷喷的红烧
肉，咖喱炒鸡块放在面前，想到今
天是轻断食的日子，嗯，不能破
戒，说到做到。她说在这之前，是
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但就有这样
神奇，当心里有了意念，眼前的美
食于她，竟毫无诱惑力。

想到轻断食有这么多好处，看
到有前人受益在先，便也扎扎实实去
尝试了三个月。本来以为身体会反
应激烈，尤其胃，准备用很大意志力

去镇住它，还特意定一个人时作为轻
断食日子（这样可以抵挡餐桌上的一
盘盘美食）。事实上，一天下来，并未
出现眼冒金星虚弱无力感，倒是因为
胃不似平常那样被食物撑满，整个人
一天都神清气爽。几周下来，即便和
家人一起坐在满满一桌美味佳肴面
前，想到今天是轻断食日子，完全可
以无视眼前这些美食。

神奇！简直不可思议。
细想，却发现其中玄机——

我们禁不住诱惑的各种美食，其
实并不是我们身体的真正需要，
只是我们内心的一个贪念而已，
身体其实真的不需要很多。

“轻断食远远不只让你瘦，更
是获得心灵的自由。”“轻断食，只
是要你回归自然饮食。”好吧，现
在开始回归自然饮食，让生命回
归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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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童楼公达两手分操一笔，可同时书写上下联；有些破败的神童第，期盼得以修复

■文/ 李维松

瓜沥长巷沈氏出自苏州，苏
州沈氏第四世沈衡（1007—
1074），字公持，北宋景祐甲戌
（1034）进士，任钱塘等县知县，
卜居江君里（今瓜沥长巷），尊其
父沈侨为萧山始迁祖。在苏州
时居苏州长巷，所以到萧山发族
后称所居之地也叫长巷。2012
年6月第六次重修宗谱时，长巷
沈氏传至第四十世，裔孙 1万
多。

长巷沈氏科甲蝉联，人才
辈出。自宋至清，出进士 10
人，武进士4人；举人33人，武
举人5人；贡生61人。10名进
士：沈衡，宋景祐甲戌（1034）
科张唐卿榜；沈街，宋熙宁庚
戌（1070）科叶祖洽榜；沈笺，
宋熙宁癸丑（1073）科余中榜；
沈篆，宋熙宁癸丑科余中榜；
沈泽，元至正朝，科名无考；沈
煃晃，明崇祯甲辰（1640）科魏
藻德榜；沈士本，清康熙乙丑
（1685）科陆肯堂榜；沈元鋐，
雍正癸丑（1733）科陈倓榜；沈
文炳，乾隆壬辰（1772）科金榜
榜；沈受谦，同治戊辰（1868）
科洪钧榜进士。4 名武进士：
沈至绪，明崇祯辛未（1631）
科；沈镇东，崇祯甲戌（1634）
科；沈如懋，崇祯丁丑（1637）
科；沈奇勋，崇祯庚辰（1640）
科。近代，中共早期党员、衙
前 农 民 运 动 领 导 人 沈 定 一
（1883—1928），是长巷沈氏第
三十三世，他的父亲沈受谦
（1836—1917），字望春，以进
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任福建
省台湾县知县，升永春知州、
直隶知州，约在同治年间始徙
居衙前，衙前农村小学原沈氏
故居前，立有沈受谦中举旗杆
石，今存。当代，长巷沈氏出
了几位闻名遐迩的学者、教
授。

沈云英（1623—1660），女，
长巷沈氏第二十五世，幼读诗
书，喜骑射。父沈至绪是武进
士，在湖广道州守备任上与农
民起义军张献忠部战斗时阵
亡。云英率十余骑奇袭张献忠
营寨，夺回父尸，解道州之危。
朝廷赠沈云英“游击将军”，代
父职。清军南下后辞军职，因
夫死无子，归长巷故里侍亲。
将军武而能文，在宗祠开馆授

徒，训育族中子弟。
沈云英是萧山历史上唯一

的女将军，也可以说是最早的
女教育家。毛甡（奇龄）对其高
度评价，特撰《明列女沈云英
传》《明特授游击将军道州守备
列女沈氏云英墓志铭》。由云
英开创的长巷塾学，额“云英将
军讲学处”，设塾规、捐学田、选
塾师，一直办至清末，沈氏人才
多出其中。例如，塾学专门设
立奖项，“奖劝诱掖之方，胥关
圣教，即今书院考列前茅必须
给发红花者”，规定各科奖格。
今“云英将军讲学处”石碑尚
存。

沈肃文（1881—1958），第
三十四世，居钱清（今属绍兴）。
早年任浙江大学总务主任、北京
大学总务长、西南联合大学秘书
长等。新中国成立后，任轻工业
部财务司司长、中国民主建国会
中央常委等。沈寿春（1909—
1999），早年任教于浙江大学、北
京大学，后任昆明、上海机器总
厂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后，任南
开大学教授、光学教研室主任，
国家科委光学应用学科组成员、
中国光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副
理事长、南开大学现代光学研究
所顾问等。国务院颁给其“为发
展中国科学研究做出突出贡献”
证书。

沈志远（1902—1965），第
三十四世。 1925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第二年受党组织派
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任 共 产 国 际 东 方 部 书 刊 编
译。回国后在北平大学、上海
暨南大学等任教授，以研究和
传播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著
称。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出
版总署编译局局长、中国人民
银行顾问、上海市政协副主
席、中国科学院哲学和社会科
学学部委员等。著作有《近代
经济学说史》《社会科学基
础》《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
等 10 多种。《萧山市志》为其
立传。

沈剑英，字涵之，1932年生
于上海，第三十五世。华东师
范大学教授，民进上海市委常
委与高教委员会主任、中国逻
辑学会理事、上海逻辑学会副
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主编《逻辑学》《中国佛教逻辑
史》等。

《轻断食》 呼唤回归自然饮食

萧山望族与名人（七）

长巷沈氏与沈云英

近日，“环球旅行体验师带你游
萧山”国际文旅达人创作与传播大赛
在萧山举行。来自美国、法国、意大
利、挪威、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等
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名环球旅行
体验师齐聚于此，深度打卡萧山。国
际文旅达人们推荐的“杭州国际博览
中心、徐同泰酱园厂、海鸟天地民宿、
湘湖、浙江省现代陶瓷艺术博物馆”
等网红打卡地，引发了数千个热门讨
论。

图为在萧山丽华花边珠绣研究
所，绚丽多彩、层次清晰的花边珠绣，
引起了国际文旅达人们的浓厚热情，
大家纷纷进行亲身体验，感受从岁月
深处走出来的瑰丽老手艺。（图文来
自环球旅行体验师平台）

国际文旅达人
体验萧山花边珠绣

有些破败的神童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