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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施加农

1966年发生了一场席卷全
国的“破四旧”运动，凡是古代遗
留下来的字画、书籍、陶瓷、金银
器、雕塑、工艺品、戏装等物品以
及宗教塑像，古墓、传统建筑上的
雕刻等等，都被列入“破四旧”范
畴。

萧山的情况同样如此，很多文
物就此被毁坏。其中也有一些有
识之士，把查抄的文物交给了县文
化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上海工
艺品进出口公司来萧山挑选可供
出口的文物。他们挑选的主要是
晚清至民国的名家字画，大约挑走
了2000多件。上世纪八十年代后
期，国家明文规定这些查抄文物不
得出口，未出口的文物从哪儿收
购，就退还到哪儿。1987年5月萧
山文物管理委员会举派蒋毅、倪秉
章两位先生从上海取回晚清至民
国的名家书画作品共1153件。因
原收购的书画已无据可查。故而
上海方采取的归还方法是，凡书画
作品中落款的作者是萧山人的，或
上款是萧山人，哪怕是谐音，都可
以由萧山文物部门取回。蒋、倪两
位先生在很短的时间内挑选的千
余件书画作品，最后经专家鉴定为
国家三级以上珍贵文物的有556
件。这使萧山馆藏的书画一下子
达到1400多件，数量居杭州各县
市之首。

这批劫后余生的书画涉及清
代到民国时期的书画家、国学大
师、官宦等800多位作者，其中
有：翁同龢、俞樾、沙馥、杨岘（音

现）、蒲华、吴昌硕、高邕、张謇（音
简）、唐云、于右任、王福厂（音安）
等等大家名家的作品。这里介绍
两件佳作珍品以飨读者。

清蒲华、吴昌硕、高邕合作竹
石菊花图轴。蒲华（1832－1911
年），字作英，嘉兴人。晚清著名画
家，与任伯年、虚谷、吴昌硕合称

“海派四杰”。善花卉、山水，尤擅
画竹，有“蒲竹”之誉。吴昌硕
（1844－1927年）初名俊，又名俊
卿，字昌硕。晚清民国著名画家、
书法家、篆刻家，“后海派”代表，杭
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集“诗、书、
画、印”为一身，融“金石书画为一
炉”，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文
人画最后的高峰”。高邕（1850－
1921年）字邕之，号李盫（音安），杭
州人。晚清民国书画家。工书，能
以草书作画，善山水、花卉，兼篆
刻。此图由高邕画石、吴昌硕画
菊、蒲华画竹，虽为合作，却有“一
气呵成”之感。三位大家合作一
幅，尤显珍贵。上题陶渊明诗句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民国唐云竹鼠蔬果图轴。唐

云（1910－1993年），字侠尘，别号
药城，杭州人。近代著名画家，擅
长花鸟、山水、人物，可谓诗书画皆
至妙境。曾任上海博物馆鉴定委
员、上海国画院副院长。画面一立
鼠俯视诸蔬果，极为生动，后立一
修竹。落款“乙酉八月”，即1945
年。是唐中年时的佳作。

“失而复得”的千余件清代民国书画文物

■文/ 李维松

谱籍地进化镇山头埠村，民
国丙戌年（1946）第二十四世葛
圭身等纂修，读书堂木活字本，10
卷12册，族裔珍藏。清康熙三十
八年（1699），第十六世葛绳武首
纂，民国丙戌则为七修。该谱裒
辑葛云飞的许多史料，有朝廷的
也有民间和家族的，有的资料十
分珍贵。

葛云飞是张良六十六世孙。
葛云飞姓葛，张良姓张，攀得上
吗？原来，山头埠葛氏本姓张，尊
西汉开国功臣、留侯张良为远宗第
一世。元末，张良第四十五世孙、
南宋抗金名将张浚的第八世孙张
景哲，出任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
使，自定兴（今属河北）徙居绍兴。
其子张招，入赘萧山县城南街。张
招生三子：张素、张寿、张焘。为躲
避“三丁抽戌”之役，张素随自己的
岳父改姓葛；张寿仍姓张住萧山南
门；张焘改名更姓叫徐福，后称县
前徐。张素改姓葛后，先居苎萝乡
（今临浦镇西葛），明初其子道翁迁
居花溪即今进化镇山头埠村，尊葛
素为山头埠葛氏始迁祖。葛云飞

是山头埠葛氏第二十世，若从远宗
张良算起，明明白白为张留侯六十
六世孙。

尚武世家 不说葛云飞的远
祖、大名鼎鼎的西汉军事家张良，
不说南宋抗金名将张浚，只说葛
云飞直系。葛云飞之父葛承升
（1766—1839），字东辉，乾隆己
酉（1789）武举人，官长淮卫千总，
授武略佐骑尉，诰授建威将军。
葛云飞自幼受家庭熏陶，知书达
礼，喜爱舞枪弄剑，姿度修伟。16
岁能开6钧重的弓矢，6发6中，
人皆称奇。葛云飞弟葛云璈
（1791—1850），字瑶音，道光辛
巳（1821）恩科武举人，敕授武略
佐骑尉。葛云飞次子葛以敦在湖
北守备任上与太平军作战，以匹
马出入敌阵，被赞为“银枪小
葛”。葛云飞曾孙葛槐（1846—
1935年），少年从名师习武。太
平军攻克苏州时，葛槐在承天许
得贵麾下任全军教习，进副参
军。以功升天将，统领六营，授南
汇主将，升广西右江镇总兵。后
随刘铭传赴陕剿捻军。《浙江通
志》载《葛槐传》。葛云飞六世孙
葛红海，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那

年参军，在先祖壮烈殉国的定海
报效祖国。

“忠荩可风”宗谱载《御制祭
文》《御制碑文》《国史列传》《诰
命》《墓志铭》《墓表》《行状》《年
谱》等，可以看出葛云飞殉国后，
朝廷高规格祭奠、隆重表彰和超
标准优抚。道光帝《御制祭文》赞
扬葛云飞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

“骠骑之先驱，叱咤风云”，“连战
于六昼六夜”，“忠魂不返，毅魄犹
馨，览奏心伤，为之涕霣”。道光
帝7次御批奏折褒奖或作出善后
处理：御赐“忠勇”，朱笔圈出“壮
节”。批准兵部具奏下旨赏加提
督衔，先换顶戴，破例按提督阵亡
例赐恤。批准兵部、礼部具奏，照
一品官阵亡例给予骑都尉兼一云
骑尉世袭职，又给予恤银八百两，
全葬银五百两，一次致祭银二十
五两，遣官读文致祭；入祀京师昭
忠祠，仍入祀原籍府城昭忠祠；交
翰林院为其立传。下旨赐葛云飞
长子葛以简恩赏文举人，官甘肃
同知；次子葛以敦恩赏武举人，任
湖北守备，两人皆世袭骑都尉兼
一云骑尉职。咸丰四年，咸丰帝
又御赐“忠荩可风”匾额褒奖。

故里表与壮节亭“葛壮节公
故里表”是进化镇标志性建筑，今
为杭州市文物保护点。宗谱载
《创建壮节公纪念表纪念亭缘起
并记》称，它是民国25年（1936）
由蕺社同人建议建造的，蕺社是
民国时期天乐乡研究地方文史的
民间组织，建故里表为的是表彰
葛云飞的爱国奉献精神。“族人接
受是议，同襄斯举，自是年秋鸠工
琢石，逮冬蒇事。自此丰碑矗立，
与茅山之乡贤汤寿潜先生、峙山
之先觉沈定一先生鼎足而三。”至
民国33年，又在故里表旁建壮节
亭，植冬青树，“藉资点缀风景，予
途人以憩息”，亭内撰柱联3副，
联句“皆本地风光与纪念先烈语，
以资观瞻者之感怀遗爱，徘徊风
景。”这篇记丰富了进化镇的人文
旅游底蕴，还有两点值得关注。
一是故里表建造时间，近年有的
文章说1930年、1938年等，写记
时离建造不久，作者又是族内建
表的当事人，当以此记所说时间
为准；二是“鼎足而三”句，成为有
篇写峙山文章称峙山之巅原有沈
定一纪念碑的新佐证。

（本文经贾灿忠先生润色）

文化·悦读4 2019年11月16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徐益欣 校对：杨君

■文/ 若狂

拿到这本《每一个简静的日
子都是良辰》后，我爱不释手
地阅读着。读着这些作者的生
活文字，每每有深沉的感动，从
心底涌起。

我们一样深陷在这个俗尘
闹市中，为生活奔忙，为生计愁
劳，但是，依然可以在这俗尘闹
市中，觅一块属于自己的静谧之
处，在自己的世界里，独自欢愉，
安享生命之美。

这是一本宁静缓慢的书。
金雪的《乡间风景》清新小画作，
盛龙忠的田野景色片，傅拥军的
小照片小画面，一张张翻看下
去，内心就像被开水泡后渐渐下
沉的绿茶尖，浮躁瞬间遁无影。

这是一本怎样过出生活美的
书。媒体人章衣萍，即便工作忙
得像打仗，每年都会挤出假日，潇
洒地跑去世界各个尽头的海底，
做一回令人艳羡的“深海美人
鱼”。同样的媒体人水水，带着还
不会走路才几个月的女儿去旅
行，不管幼小的女儿懂不懂那些
风景，她说——就这样一直走，让
我们一起走到世界尽头吧！

这也是一本慢慢品尝生活
滋味的书。小云说，生活严格来
说是很无趣的，所以需自得其
乐。清冷的冬季里小云喜欢在
家里亲制柚皮糖：把柚子皮里面
那层内瓤用刀削薄，越薄越好，

只留外面那层黄皮，清洗干净之
后切成小段，用淡盐水浸泡，四
小时之后倒掉黄色的水再泡，重
复四次……在我看来手续何等
烦琐，但主妇依然享受其中。她
说，有客来，喝茶配柚皮糖，笑谈
间，如青瓦白墙般雅致的生活，
端的是一幅人间好时节的画
面！又如余姚的沈春儿，钟情于
以美食解慰乡愁——千回百转
的乡情，在美食中通过味蕾得到
短暂慰藉，然后，把乡情打包，继
续在人生路上前行。

庄子说：“美，成在久。”所
以，美好的事物要缓慢。

慢下来，你就可以与美不期
而遇。田间阡陌上的花开了，你
可以一边赏花，一边慢慢地回来。

这是一本稻友们合出的
书。14位作者，除周华诚外，都
是“父亲的水稻田”的稻友，而周
华诚，是稻长，亦是主编。

这些文字，无非是这些爱自
然喜简静的稻友作者们，在俗世
烟火生活里感受到的清风玉
露。既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人生说到底就是一场浪
费。与其浪费得焦灼、匆忙，不
如浪费得美好、安静。

《每一个简静的日子都是良辰》
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简介《山阴天乐葛氏宗谱》

葛云飞是张良的后代，峙山之巅原有沈定一纪念碑

■文/图 萧军

在最近结束的2019年“平安
萧山杯”萧山网络歌手大赛上，民
族唱法选手徐晶晶过五关斩六将
夺得了“年度冠军”称号。此前的

“年度冠军”都被通俗歌手包揽，
徐晶晶是该类赛事上首个传统唱
法夺冠者。

对此次获得大奖，徐晶晶坦
言有点“意外”，因为网络歌手大
赛与一般的赛事有所不同，亲友
团人数的多寡在相当程度上决定
了最后的胜出。而此次比赛，徐
晶晶的亲友团只有一个人——她
的母亲。所以在赛前，她的目标
是前十。在最后的赛事环节，当
大家甚至对手的亲友团都把票投
给她时，徐晶晶的眼眶里噙满了
泪花。父老乡亲“雪亮的眼睛”给
了她极大的鼓励，她说，去年考研
没通过，今年还将继续去冲。一
定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演唱水平，
为萧山的父老乡亲争光。

其实就实力而言，徐晶晶夺
冠当是实至名归。去年毕业于上
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女高音徐
晶晶，师从张春良、伊莉娜·克鲁

佩尼奇等名师。在上海师范大学
就学时就多次参与东方艺术中
心、贺绿汀音乐厅的专题演出。
获得过2015年第十届国际青少
年艺术节专业青年组金奖、2017
年第八届全国校园艺术新秀推选
活动上海赛区声乐民族青年组一
等奖、2017年香港国际音乐节浙
江赛区大学生组二等奖、2017年
萧山区第六届青年歌手大赛新秀
歌手、2018年上海师范大学第五
届“阳光杯”声乐大赛二等奖、“天
籁中国·2019金华国际青少年施
光南声乐艺术季”青年组银奖。

在采访中，徐晶晶说了很多
感谢。她说，是新世纪音乐学校
的张易萍老师给了她声乐的启
蒙，让她爱上了声乐。之后，鼓励
她去进行专业学习的是高桥初中
的余咏梅老师。进入十中后，得
到了华海燕老师的悉心指导，如
果没有华老师就没有今天的自
己，当然还有区音乐舞蹈家协会
的很多老师，都给予了她很多无
私的帮助。对此，她始终铭记于
心。

区音乐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徐
益欣说，徐晶晶是个很有发展潜

力的歌手。她不仅刻苦，而且很
虚心。每次比赛演出后总要请圈
内人士帮她找不足，这种一丝不

苟的精神十分难得。假以时日，
她一定可以为萧山争得更多荣
誉。

徐晶晶 萧山网络歌手大赛首个民族唱法冠军

（左图）民国唐云竹鼠
蔬果图轴，萧山博物馆藏；
（上图）清蒲华、吴昌硕、高
邕合作竹石菊花图轴，萧山
博物馆藏。

徐晶晶在比赛中

博物志

公 示
根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杭州市整改工作协调小组要求，现对

已完成整改的萧山区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件（第二批）和省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件（第一批）进行公示，详见网址：http://
www.xiaoshan.gov.cn/art/2019/11/13/art_1657724_
40134848.html。公示期为2019年11月14日到11月21日，如
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如实反映。

联系电话：82653467 邮箱：xszgxz@126.com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萧山区整改工作协调小组

■文/ 潘开宇

向来痴迷唐诗亮烈、宋词清
幽，所以我其实甚少读宋诗。而
杨万里除外。总觉得若论文人成
功，大抵便是他的样子。自小聪
慧，广师博学。少年循科举之途
入仕，为官政治清明，一展抱负，
在文坛又著诗两万多首，享誉“诗
宗”。活到八十岁，安然终老，死
后皇帝还赐了他一个“光禄大
夫”。宦海多年，却幸运地没有遇
上朋党之争，政坛激荡。要知道，
在古代很多文人本也是洁身自好
的，却往往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政
坛纷争，再不能潇洒抽身。费心
劳神不说，稍有不慎还将辛苦修
练的道行清誉毁于一旦。

所以杨万里是快乐的，65岁
时还能写出“儿童急走追黄蝶，
飞入菜花无处寻”，还能写出稚
子弄冰的嬉戏童趣。在篱落稀
疏的小径上，看细流无声自泉眼
涌出；或是，在初夏时节，看蜻蜓
俏立荷角。所创诚斋体活泼自
然，谐趣横生。擅长描写自然景
物，细雨复疏，溪水微茫，新柳深
青浅黄，无不灵动至美。若论以
诗入画，他绝对是此中翘楚。

今天下笔，我便一直在犹
豫。这么多名诗佳句，我该从何
处说起呢。想着他位列南宋四
大家，一生风光霁月。为官近
40年，历仕宋高宗、孝宗、光宗、
宁宗四朝，即便因为刚正直言，

曾被外调任地方官，也是清廉自
律，广施仁政，颇受百姓爱戴。
当时的南宋朝廷，国势式微。他
力主抗战，反对屈膝议和。大胆
向皇帝进言，痛陈国家利病，力
排投降之误。所写爱国诗深沉
愤郁，含蓄不露，有很高的文学
地位。便决定从这首爱国诗的
代表作《初入淮河四绝句其四》
起笔：“中原父老莫空谈，逢著王
人诉不堪。却是归鸿不能语，一
年一度到江南。”

此诗作于淳熙十六年冬十
二月，金人派遣使者来南宋贺
岁，杨万里奉命去迎接金廷派来
的“贺正使”。他来到宋金国界
的淮河（原为北宋腹地）,触景伤
怀，长淮咫尺分南北，多少百姓
因不能忍受金朝的压迫，在秋风
中洒泪回首。抑或背井离乡，埋
没于历史的烟尘。

江南，一年一度，又是春来
季节。迎来鸿雁回归，却等不到
远方漂泊遗民的归期。那青山
之外，绿水之前的故居，门前桃
花依旧灼灼其华，春风过处，寂
寞无主。江水自在东流，这些寻
常景色却化为宿世的忧伤，年年
月月，从未稍离。回望尘世深处
的江南，尘世深处的家园，遥远
而绝望。天涯羁客的落寞悲苦，
从来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沉
郁苍凉。

半壁沦陷，半壁偏安。唯有
寄语鸿雁，昨夜，江南又入梦。

却是归鸿不能语

杭州滨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萧政储出【2019】32号地块（南至规划公园，西至
经六路，北至建设二路）建设项目。现将设计总平面图、主要立面图及鸟瞰图予以公
示。详细资料可登陆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gtj.hangzhou.gov.
con），在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一楼进行查询。

公示时间自2019年11月16日至2019年11月26日。如有意见或对公示内容
有不明确的，请于公示期间来电或书面意见邮寄至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
心北路99号）510室，邮箱311215，或将意见投递到现场意见箱。涉及重大利害关
系的，利害关系人如需申请听证，请在公示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请。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
电话：0571-82856872 联系人：吴先生
建设单位电话：0571-83816117 联系人：金先生

建设项目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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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