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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志

■文/图 施加农

猪，是人类驯养最早的动物之一。当
野猪被驯化后，獠牙逐渐萎缩，开始变得温
顺，不会伤及人们。猪是杂食类动物，又以
素食为主，生长期较短，因此饲养成本不
高。而猪繁殖率高，猪身又特别长肉，且肉
质鲜美，营养丰富，成为人类主要的食物来
源。因而，在数千年的人类文明进程中，猪
是与人类密不可分的家畜，也是历史上人
们心目中重要的吉祥物。

关于家养猪的起始年代一直是学术界
在探寻与研究的课题，7000年前的河姆渡
文化遗址发现一件黑陶缽，上画有一头猪，
形象介于野猪与家养猪之间，证明河姆渡
人可能已经开始对野猪的驯养，只是没发
现实物可佐证，但这为寻找中国南方地区
家猪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2002年跨湖桥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结
束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古生物研究
专家对遗址大量的动物遗骨做了研究分
析，从一块猪的下腭骨上发现了人工驯养
的痕迹。通常，野猪的吻部因获取食物需
要显得比家猪要长，而野猪在被人工驯养
后，吻部会逐渐缩短，因此就造成了牙齿的
挤压和错位。而从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猪下
腭骨上，可看出其前部的牙齿有明显的因
挤压形成的错位痕迹，这是经人工驯养后
的家养猪的痕迹。这也是南中国地区目前
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家养猪。8000年前的猪
猪“在世”，引起了学术界与媒体的强烈关
注，十多年前央视拍摄的《寻找家猪的起
源》专程来到萧山博物馆录制节目，有着
8000岁高龄的猪猪在央视闪亮登场。

在萧山历年的考古发掘中，与猪文化相
关的文物不在少数，尤其是两汉六朝时期因
厚葬盛行，以猪作为陪葬的文物非常多见，
猪舍、猪圈或以滑石雕刻成的猪经常出现在
墓葬中。1992年在城南联华村（今属蜀山街
道）出土的西晋越窑青瓷猪圈，被定为国家
一级文物。该猪圈呈圆形钵状，高9厘米，直
径13.8厘米。口沿一面留有一凹槽，当是养
猪人打扫猪舍所需。猪圈的一端下方开有
一方形口子，是为猪喂送食物之用。圈内一
头猪站立对着方口，似在全神贯注地等待主
人送餐。猪的形象惟妙惟肖，生动可爱，反

映出制瓷工匠水平的高超。
萧山博物馆收藏的另一件西晋越窑青

瓷猪圈更具有独特的生活气息。猪圈高9.3
厘米，直径13.5厘米。圈内站立着一头猪，
形象逼真。在圆形的猪圈一侧还搭建有一
个圆形的茅厕，茅厕的一面搭在猪圈的围
栏上，另一面则用两根柱子安在猪圈内，方
形屋顶，内部置两块踏板，底镂孔。形制与
当代厕所蹲坑完全一致。这种与茅坑结合
的猪圈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对研究当时

的风俗习惯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两件西晋越窑青瓷猪圈都是当时

的陪葬品，是猪与人类关系密切的真实写
照，从中也显示出猪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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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湖故事

■文/祝美芬

湘湖师范初名浙江省立乡村师范学校，
稍后改名为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人
们习惯上称之“湘湖师范”或“湘师”。在中
国现代史上，湘湖师范不仅是萧山最知名的
教育机构，也是浙江乃至全国闻名的新式学
校。湘湖与湘师，一个湖，一所学校，两者是
如何联系起来的？今天的人们，一提起湘
师，大都会自然地想起那所曾位于西河路南
端的雅致校园，想到校园内的那尊陶行知塑
像与那个有名的赵碑亭，不曾会想到它与湘
湖还会有什么关联。其实，湘湖与湘师关系
十分紧密，这还得从湘师的创办谈起。

湘湖师范1928年秋天创办于湘湖的定
山。当时浙江省的教育行政工作由杭州的国
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4月改名浙江大学）
统一管理，校长蒋梦麟、秘书长刘大白想以陶
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为榜样，在浙江办
一所乡村师范学校。得到支持后，1928年3
月，聘请陶行知先生主持筹建，校址就选在湘
湖的定山。1928年10月1日，湘湖师范正式

开学。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定山校舍已无
法满足教学需求，于是又在附近的压湖山南
麓兴建新校舍，占地60余亩。这里背山面
湖，环境优雅。于是这里成为湘师本部，定山
则为分部。定山与压湖山之间有小堤相连，
方便两个校区之间的往来。据湘师早期校友
蒋明炬先生的回忆描述，当时“小堤两侧，有
红白波斯菊笑迎来客。”“（压湖山）山顶有我
们自己建造的小亭，名‘爱湖亭’。在亭中可
全览湖光山色……”想来，当年湘师学生在此
学习生活，是美好而令人难忘的。

湘师在一开始就努力实践陶行知先生的
教育思想，主张“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

“教学做合一”。湘师师生在教学之余走向社
会，参与湘湖开垦，引导乡村改造，学校在附
近乡村建立了多所供学生实习的附属小学，
培养了大量的乡村师资。1937年卢沟桥事
变之后，同年11月杭州沦陷，湘师开始走上
了流亡办学的征程。八年抗战，七易校址，先
后迁至义乌、松阳、庆元、景宁及福建松溪等
地，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重回萧山，而此时压湖
山校舍已毁于日军炮火，于是湘师只能另行

择址。湘师在抗战期间经历了血与火的洗
礼，而学校规模反而有增无减。当时的上海
《译报》曾以《战时浙江文化界》为题报道说：
“最埋头苦干，而最有成绩的要算浙江的晓庄
——湘湖师范。”这是对湘师的充分肯定，也
是对时任金海观校长的充分肯定。

如今的湘湖定山上，1965年由浙建公司
建造、全校师生参与基建劳动的湘师旧校舍
犹在。这幢灰墙红格子木窗的教学楼，在梧
桐林的掩映下，充满着历史的沧桑与书香的
宁静雅致。不久，一座在老校舍基础上改造
而成的院士岛将在定山落成，同时，世界旅
游联盟总部也将落户压湖山。曾享有极高
美誉度的湘师以及湘师精神，已与湘湖的山
水相融，给脉脉湘湖增添了独特的人文底
蕴。湘湖与湘师，在历史的回望与未来的创
造中，共同缔造与见证着湘湖的传奇。

南中国最早的家养猪在萧山

《萧山任氏家乘》

■文/谷耕

天性不羁的李白因小人谗言，
赐金放还，漫游名胜。一日沿长江
东下，舟行钱塘江，经萧山时，和祝
八公子夜宿苎萝山（今萧山临浦浣
纱溪东）村店，遇到店主夫妇正争
辩西施故里之事。

李白自然颇感兴趣，遂说出姓
名，乞道其详。听说是诗人李太
白，店主夫妇肃然起敬，便说明原
委。原来男店主老家住在苎萝山
西，因入赘，来苎萝山东开了爿酒
店，这里原为西施故里，山周围附
近西施古迹很多。然而，西施究竟
出生于苎萝山东还是西，夫妻各执
一辞，互不相让，因而争吵。李白
听了，觉得好奇，但也不敢冒然武
断。遂于次日由店主夫妇作向导，
游览了现属萧山、诸暨两地的西施
古迹群——苎萝山、浣纱溪（古称
若耶溪）、浣纱石、西施庙等后，回
到酒店。店主夫妇各做了拿手好
菜，端上好酒款待李白。李白来者
不拒，与祝八开怀畅饮，不觉酩酊
大醉，这可急坏了祝八，怕李白酒
醉，胡断故里，惹来麻烦。店主夫
妇见李白已有醉意，不敢再敬，争
着问李白。却说这西施传说年代
久远，也未曾留有公安部门的“户
籍证明”，李白也无奈，只好醉醺醺
说，既多古迹，多属故里，古往今
来，一人多里，无以为怪。西施既
以忠越著称，多一个故里又有何争
议？乃作诗两首，各赠男女店主，
争端才平。其中送男店主的诗即
《西施》诗：“西施越溪女，出自苎萝
山。秀色掩古今，荷花盖玉颜。浣

纱弄碧水，自与清泼闲。皓齿信难
开，沉吟碧云间。句践征绝艳，扬
蛾入吴关。提携馆娃宫，査渺巨可
攀。一破夫差国，千秋竟不还。”

西施故里之争延绵至今，大都
是诸暨人说是诸暨人，萧山人说是
萧山人，像毛奇龄《九怀词·苎萝小
姑》云：“西施住萧山之苎萝村，山
下有红粉石，斜傍溪流，相传西施
居其间……施亡后，立祠溪旁。”看
来都是板上钉钉的事。但仔细想
来想去，还是“外地人”李白的说
法，才是至真之理。估计，西施听
了，也会抿唇一笑：“这两个都是我
的娘家。”

道是去年入冬时，我去诸暨
亲戚家喝喜酒却着实遇到了一件
怪事，喜酒开宴的第一盘菜，诸暨
店家端上来的居然是萧山人有点
犯忌的豆腐，而且还雅称“西施豆
腐”。但一尝，啊，真是好吃！和
旁边的老人一问缘由，据说诸暨
人无论是起屋造宅、逢年过节，还
是婚嫁、寿诞、喜庆、丧宴，“西施
豆腐”作为诸暨的传统风味名菜，
每每成为席上头道菜肴。而且还
编了个有趣的皇帝故事在里边：
相传，乾隆皇帝游江南时，与宠臣
刘墉一起微服私访来到诸暨，两
人尽心游玩，信步来到苎萝山脚
小村，只见农舍已炊烟袅袅，方觉
肚中饥饿，在一农家用餐，享用

“西施豆腐”后，不禁击桌连声称
妙，闻其菜名，“好一个西施豆
腐”，脱口而赞。金碑银碑不如老
百姓的口碑，让老百姓在吃的时
候都想着西施，看来诸暨人很有
心机。

李白巧断西施故里

■文/李维松

谱籍地昭明乡凤堰里（今城
厢街道凤堰桥上、下街一带），清
嘉庆丙寅重修，永思堂刻本，共十
六卷（轶卷九），萧山图书馆藏。
明初，任氏第七世原礼、原庸、师
古始创世系图。洪武甲寅任汉良
付之剞劂，刘基序。经明代5次、
清代3次重修。
先祖从绍兴迁来

凤堰任氏原籍河南，始祖任
钥，为北宋建中靖国元年进士，任
左司言。因得罪权贵落职，后起知
山阴县事，卒于署，葬山阴桑盆里
(今属绍兴县斗门镇)，子孙遂移家
桑盆里。任氏第五世任定翁，于南
宋嘉熙元年(1237)，“乐萧山境土饶
沃”，自桑盆里奉父任绪衡灵柩来
萧山，埋父骨于萧山北干山南麓，
筑室守墓，家于昭明乡凤堰里，即
今城厢街道凤堰桥上、下街一带。
凤堰里任氏尊任钥为始祖，尊任定
翁之父任铨为迁萧第一世。从第
八世起，凤堰里任氏分为多个房
派，散居于今城厢、瓜沥、戴村、义
桥、进化、新塘等镇街。至嘉庆间
重修宗谱，已传第二十三世。
家族科举兴盛

出过4名进士、3名举人、2名
副贡、百十名诸生。4名进士是第
十五世任辰旦(1623-1692)，字千
之，号待庵，居瓜沥。清康熙丁未
科登缪彤榜进士。初任江南松江
府上海县知县，累官至大理寺
丞。著有《言近录》《介和堂集》
《待庵公奏疏目》《待庵公序记目》
《待庵公七十六首》等。毛奇龄为
其撰《大理寺丞前兵科掌印给事
中任君行状》。绍兴府志、县志均
有其传。第十六世任沄（1664—
1731），字袁再，号东瀛。康熙丙
戌登王云锦榜进士。任江西赣州
府瑞金县知县，为官清廉有政
声。第十七世任元文（1697-
1756），字国柱，号昆圃，任辰旦
孙。乾隆己未科（1739）登庄有恭
榜三甲第二名进士。任嘉兴府学
教授。著有《曲台私纂》《春秋经
传类纪》《居严文钞》等。第二十
世任泩（1794—1838），字让川。
道光癸未进士，选授山东济南府
德平县知县。
画家辈出

任 熊（1823—1857）、任 薰
（1823—1857）、任伯年(1840 —
1895)合称“三任”；加上任熊之子
任预（1853—1901），又称“四任”，

为近代“海上画派”重要人物。他
们都是凤堰任氏后裔。任熊和弟
任薰，为凤堰任氏第二十二世，任
预和任伯年为第二十三世。任伯
年，家居瓜沥，是任熊的侄辈，在

“四任”中成就最高，被誉为“海上
画派”巨匠。任氏家族能诗画者
不在少数。例如第八世任澂，字
彦法，号丹壑，明永乐九年作《萧
山八景图诗》，一画一诗，最早提
出“萧山八景”。第十六世任王
俌，擅诗文篆刻，诗探李杜之精，
篆究史籀之奥，以山水自娱，著有
《闲吟集》。第十九世任知本
（1662—1723），能诗善书，喜琴奕
棋，尤工兰竹，饮酣落笔，淋漓满
幅，人争宝之。
刘基撰《怡怡山堂记》

第七世任源，字原礼，号养晦，
元末出任萧山县儒学训导。这个
人仗义疏财，诗酒好客，人称“长
者”。原礼在北干山南麓筑一别
业，家中高朋满座，与朱元璋谋士
刘基、大学士宋濂、国史编修苏伯
衡、《元史》总裁官王祎、文学家高
启等名流相交欢洽，煮酒论天
下。刘基辅佐朱元璋夺取江山
后，隐居不仕，很长一段时间住在
萧山任原礼家。一日，原礼邀刘
基游，请为别业起名，刘基“以怡
怡山堂名之”，并撰写《怡怡山堂
记》：“背崖面冈，右回左环，众木
扶疏，修篁迎风……景与心融，莫
知其疲。”《怡怡山堂记》载于乾
隆、民国县志。任氏后裔用“怡怡
堂”作任氏宗祠堂号。
魏文靖公为宗谱撰文

对于萧山一般家族来说，能
请到魏文靖公魏骥为宗谱撰写1
篇文章，已是满谱生辉了。而任
氏宗谱中却有魏骥撰写的6篇文
章，是魏文靖公撰文最多的萧山
宗谱之一。这6篇文章是天顺三
年（1459）《萧山任氏家乘序》，像
赞《贞素先生像赞》《丹壑先生像
赞》《介庵先生暨配汤太孺人像
赞》《宗睦先生像赞》，尤其成化三
年（1467）魏老94岁时撰写的《必
寿堂记》，十分珍贵。邑内名流何
舜宾、吴斐、张辂、田惟祜、张嵿、
富玹、来宗道、来斯行、毛奇龄、徐
廷槐、陶元藻等，也都有为宗谱撰
文。而任氏本族亦多有诗文者。
卷十五遗芳集前编收26位族裔
299首诗作，卷十六遗芳集后编16
位族裔的230首诗作，另前贤63
人赠答99首。可见，任氏家乘文
献丰富，文化含金量高，不失为一
部萧山谱牒佳作。

西晋越窑青瓷猪圈

曾经亮相央视的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家养猪
下腭骨，前部牙齿的错位现象非常明显

西晋越窑青瓷茅厕与猪圈

■文/漫天彩云

我们的伴侣关系、亲子关系，
都与原生家庭息息相关。
在原生家庭，
我们沿袭了父母的“言传身教”。
回溯原生家庭的创伤。
最近阅读了徐则臣老师的《耶路撒冷》，

不知怎么的，脑子里自动跳出来一个名词：
原生家庭，许是学过，会自然而然地从心理
角度去考虑问题，虽然也有学者提出原生家
庭是个伪命题，但它对孩子的影响甚至于以
后的成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花街上德高望重的初医生，从初平阳坐
火车回家中途抛锚要何家父子摆渡那一刻
起就提示了他在花街的地位，德艺双馨，他
的母亲，会点巫术，性格好，善助人，在这几
个孩子中，初平阳的成长家庭环境无疑是最
好的，受教育程度也高，社会学博士的身上
有父亲的睿智博学内敛，母亲的善良，社会
地位在几位发小中无疑是龙头位置。正如
易长安所说：我们脸上有个父亲，心里一定
也有，身上一定也有。我们身体里都装着一
个父亲，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直到有一天他
跳出来；然后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最后也
是那个父亲。

景天赐的姐姐秦福小。她仿佛跟千千
万打工妹一样，因为贫穷，逃离乡村，去都市
的某个角落做一个打工妹，其实她的内心跟
别人一定是截然不同的，她家有个灵魂人
物，矮小的秦奶奶，她虽然年轻时因为生活

所迫靠卖身谋生，骨子里却比任何人都要清
高，目不识丁却读圣经，信仰坚定，她的独特
个性在孩子们的童年时光里埋下了深刻印
象，也是初平阳要去耶路撒冷信念的源头，
耶路撒冷，成为了一种情结，福小的性格随
她奶奶坚定，有魄力，外柔内刚，做事执着，
因为忏悔离家，因为赎罪回乡，甚至于为了
颇似天赐的儿子坚定地要买下大和堂。这
也是几位发小欣赏她，尽管各自社会地位不
同，但他们都对福小有种超乎爱情的情怀。

易长安出生在一个特殊家庭，父亲易培
卿花心固执，这个嫖客酒鬼在花街上做尽风
流韵事，母亲年轻时是个妓女，这一直是家
庭中的一根刺，但母亲性格比较强势，易培
卿用放荡来报复妻子。逐渐长大的易长安
身上有个内在的小孩，这个小孩他要反叛，
直接指向父亲，你要我往东我偏要往西。这
种逆反亦渗透到他的社会生活中，工作中与
领导对着干，走边缘行业造假证，游离在黑
白两道，既痞又有情。易长安生活长年奔波
在外，拈花惹草，不相信爱情，放荡不羁，女
性性伴侣非常随意，沿袭了父亲，故乡是他
最真实的自己，大和堂，发小，滥情，造假，都
是他回归最终导致其身陷囹圄的原因，终结
于故乡，但却是他们几个友情的升华。

杨杰的杰出源于他的母亲，插队知青的
北京身份一直饱受质疑，那个上山下乡的年
代，有多少知青就此妥协，在农村扎根稀里
糊涂地生活，杨杰母亲却不，她在自己无望
的时候把圆梦的希望寄托在杨杰身上，念念
不忘终有回响，靠读书不行，靠当兵也失败，

却在干水晶行业中误打误撞回归首都，还娶
了北京媳妇，母亲的执着与坚守是杨杰取得
成功的铺垫，也是他不断努力扩展生意的基
础，杰出成为知名企业家，最终还是想把水
晶工厂放在花街，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个柔软
的地方，那就是故乡。

吕冬算是比较悲情的人物，他的人生境
遇让人颇为唏嘘，被安排的人生，在一个不
被认可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家中两个女强
人，一个大学老师被俩女人培养出的失败感
给压垮，从而被“精神病”，过心安理得的非
正常人生活，获得潜意识里面的自由生活。

在一次读书分享会上，学习到我们每个
人都会或多或少的在原生家庭里受伤，来自
于成长记忆中的或病态或偏执的记忆残留，
在我们成年后的生活工作中、人际交往中，
左右着我们的信念，绝大部分的时候，我们
是复制或者仿制自己在原生家庭里不知不
觉中学到的一些，要么无意学习模仿，要么
刻意反抗叛逆。面对过往，有的人会把原生
家庭的问题，当作是自己不肯成长、不肯改
变的借口。而有的人会妥善处理伤口，自己
的幸福、快乐掌握在自己身上。心理学教授
刘老师说过，如果要了解一个人，可以到他
（她）家里吃一顿饭，观察他与家人的一言一
行就行。

每一个成年都有父母的影子

湘湖与湘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