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人文人文人文括苍周刊括苍周刊括苍周刊括苍周刊
喜迎喜迎喜迎喜迎““““两会两会两会两会””””专刊专刊专刊专刊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李萍娟李萍娟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娄宇红娄宇红

20182018年年11月月1212日日 33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05760576--8936674989366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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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传统村落走近传统村落》》系列之二系列之二

在临海西部重镇白水洋的腹地，有一大片
平原低丘，俗称黄沙洋。在这一眼望不到边的
平畴上，如棋子般散落着许多村落，其中有一
个村子叫前塘村。从卫星地图上看，村子大体
呈长方形，东西窄，南北长。村子周围阡陌纵
横，田畴井然，一条自北向南的大岙溪，从村
子的东边缓缓流过，为村民带来灌溉和洗刷的
便利。村子西边的不远处，有两个低矮的小山
包，当地人称之为黑松岭，白水洋通往天台的
古道就从山麓经过。

前塘村是一个农业村，早先，村民以水稻
种植为主。近年，村民们的眼界开阔了，思想
开放了，合理地利用低丘缓坡的自然条件，发
展起多种经营，除了种桑养蚕，还相继建成了
东魁杨梅基地、水蜜桃基地、桑果基地，以及
杉木、松木基地，曾多年被有关部门评为农业
发展先进村。

村中的村民大多为朱姓，也有叶、杨等姓
氏。据记载，朱氏先祖从560多年前，就已迁居
此地。村里有一座朱氏宗祠，从戏台大梁上的
墨书可以清晰地看出，祠堂建于民国21年，距
今已有80多年历史。经过近年的改建，祠堂已
兼具文化礼堂的功能，成了村民休闲娱乐、学
习聚会的场所。

说起祠堂，还有一事不可不提，前塘村的
朱氏祠堂在抗战时期还为临海的教育作出过很
大的贡献呢。那是1939年抗战时期的事，日机
频繁侵扰府城，警报响彻上空，全城一片恐
慌。当时的回浦学校出于安全考虑，在1939年2
月，举校搬迁至黄沙洋，分别安置在店前、前
塘、西洋庄、下洋庄等四个相距不远的村子
里，坚持上课。学校初中部的教室和办公室，
就设在前塘村的祠堂里，而师生们的住宿，则
分散在村子里的农户家中。祠堂道地里的溪
石，据说就是当年的师生们铺设的，至今保存

完好。一直到1941年1月，学校才迁回城
内旧址。整整两年，是前塘村，在动荡的
岁月里无畏地接纳了这所流亡学校；是前
塘村的村民，在艰难的日子中无私地为师
生们提供了生活的所需。在临海的教育史
上，应该为他们重重地写上一笔。

从外边向村子看去，不管从哪个方向，看
见的都是一幢幢崭新的楼房。如果驾车从店前
村去往前塘，不消三五分钟，在村口不远处，
便可见到一座高大的石牌坊，上面刻着“前塘
村”三个大字，往前过了水泥大桥，迎面是一
座叫“浪娇亭”的石亭，亭前蹲着两只威武
的石狮子，周围还有精致的小花坛，当然，
这些都是现代的建筑。已经成功入选国家传
统村落名单的古村落，到底在哪里呢？如果
你是一个外来者，要寻找到它的倩影，还真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在村民的指点下，
到了被现代建筑层层包围着的村子的核心区
域，你才如同时空倒转一样，发现自己已经
穿越到了古代。

查阅宗谱资料，这里历史上没出过什么
名门大户，但是，也不乏殷实之家。这立马
就能得到证实，你看，古宅一座连着一座，
一家挨着一家，从这一家进去，不用出天
下，就可以从另一家出来，搞得你辨不清方
向，找不准目标。穿行在曲里拐弯的古宅群
里，一不留神，就有可能与同伴走散。尽管
很多古宅已经破败不堪，甚至有些已完全倒
塌，却也不乏保存相对完好者。具有江南特
色的高大马头墙，灰色围墙上别致的砖砌漏
窗，雕有神话人物和吉祥物件的牛腿，镶嵌
有绿色玉石的雕花木门窗，用卵石拼凑成精
美图案的大道地，还有，依旧生活在这里的
穿着过时、行事守旧的老人们，所有的一
切，无不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透露着远去
的足音，凝固着久远的梦痕。明显看得出
来，除了风雨的侵蚀和岁月的冲刷，村民们
很少对古建有人为的变动。这里的古建筑
群，似乎与村子周边气派的现代建筑是两个
完全不同的世界，但却能如此地相安无事，
互不相扰，着实让人惊叹不已。

据说，村子里原先有一处叫“荷花道
地”的大院，为什么有这么个典雅的名字，
村民们已经没有人能够说得上来。如今，这
座大院的房子已经完全坍塌，从现有的断垣残
壁来看，当年的规模应该不小。唯有道地里用
鹅卵石铺就的精美图案，经过不知多少代人的

踩踏后，依然光滑平整，完好如故，就像是一
轴铺展在大地上的画卷，在无声地述说着当年
的辉煌与荣耀。还听说，道地里旧时规定是不
能沾染鸡鸭和猪羊的血迹的，如有宰杀禽畜，
须离道地远远的。可以猜想，当年这家主人定
是一位怀有大爱之人。

村子里还有一座叶氏宗祠，已经倒塌得不
像样子。现存的建筑是一座三开间正殿中的两
间，左边的一间已不见了踪影，其余还有些什
么建筑，已经看不出端倪。祠堂的房顶已经透
天，门窗也不知去向，只有粗大的柱子却依然
顽强地挺立着，始终不肯倒去，梁枋间残存的
雕饰，十分精美，有些地方的色彩依旧鲜亮明
艳。屋后有一堵还没完全坍塌的墙壁，爬满了
绿色的藤蔓，就像是一架屏风，被谁用来遮挡
宗祠破烂不堪的窘相。

村子里有些老宅子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构

造，文物专家说，那叫“鱼鳞窗”。在高高的屋
脊中间，兀然凸起一个三角形的构造，其朝向
屋顶缓坡的一面用瓦片叠砌成鱼鳞状，既可通
风，又可采光，其作用就像是现代建筑中的

“天窗”，十分独特。据说这种建筑结构只在黄沙
地区才能见到。

前塘村自古民风淳朴，村民普遍仗义好
善。据说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从前，邻村抓住

了一个外地来偷鸡的小偷，被村民围住不断殴
打。恰好有一位前塘村的村民经过，提出要将
小偷带回处理。这位前塘人平时多行义举，在
附近一带有较好的口碑，见是他，邻村的村民
也就同意了。这位前塘人将小偷带回家后，对
小偷说：“你年纪轻轻的，干什么不好，非得干
这偷鸡摸狗的事？今后可千万别再干这种缺德
的事了。”见小偷面有愧色，前塘人好菜好饭招
待了他，临走还拿出一些银两给他，让他回去
好好营生。

多年以后，这位前塘人去天台贩卖布匹，
因市场行情出现变化，布匹销不出去，而盘缠
也所剩不多，前塘人为此焦急万分。正在这
时，来了一位买家，要求将布匹全部买下，并
给了一个很高的价格，还把前塘人请到家里好
好招待了一番。这让前塘人疑惑不解，见此，
那人说道：“恩人不记得我了？我就是那年被你

救过的小偷。自得你的教诲和资
助后，我洗心革面，经过几年奋
斗，已置下一份不薄的家产。”前
塘人这才想起曾经有过这么一回
事，不禁感慨万分。多少年过去
了，此事一直被前塘村的村民传
为美谈。

前塘村的民间文艺也颇有特
色。听说村子里原先有一个会即
兴演唱莲花落的老人，能不用唱
本，看见什么唱什么，能将一个
人的穿戴，以及相貌特征，从头
唱到脚。可惜的是，这位朱姓老
人前几年已经过世了。

既要享受现代生活，又要保
护古代建筑，如何处理好两者之
间的矛盾，一直是困扰人们的一
个大问题。如果我们实在无力对
日渐颓废的古宅进行有效的修
复，不妨学学前塘村，让它就那
么原汁原味地保持着，不去对它
有丝毫的拆毁和改动，等待着时
机，等待着后人。即便是废墟，
呈现的也是一种乡愁。这既是一
种无奈，也是一种保护。前塘人
无疑是明智的。

古宅新居两相宜古宅新居两相宜古宅新居两相宜古宅新居两相宜
——白水洋镇前塘村掠影

□李忠芳

王士性（1547-1598），字恒叔，号太
初，又号元白道人，临海沿江镇兰道村
人。一生游迹遍全国，著作颇丰。明代杰
出人文地理学家。值得临海人民记忆的
是《王士性集》的“台中山水可游者记”一
文中，对括苍山云峰寺等处作了记述。前
些日子，在一次关于编写“临海旅游资料”
的讨论会上，曾有人建议：为纪念王士性，
可否将留存着王士性足迹的云峰寺至道
者基的山道，定名为“王士性古道”。这个
建议是富有纪念意义的，王士性的文章确
实为括苍山增光添彩。

这里，让我们读一读王士性游云峰寺
等地后写下的一篇游记：

云峰寺，当郭外坤维，登山十里而后
至，至则山谷欝盤，松阴满门，间以篔簹萬

種。有異僧来居之，见烹螺而熟者放之池
中，至今螺生咸漏其底。西上五里，三峰
岿然，名望海尖。又十里至九龙，一穴暖
气，亘四时不断。又攀藤上峻坂五里，接
苍山为道者基，蔡、李二仙人修真地也。
有鰍，时以风雨至聽法焉。二仙以杖画地
而分其潭，濁者鰍居，清者人汲，至今祷旱
輒應也。此地九月即雪封山。东望郡城，
僅蕞爾一聚落。西北指天台、括苍，乃挥
手可招。

品读文章，游览山水。登山者可沿着
王士性的足迹，边走边看，边考察古道上
的历史风情……

云峰距临海市区5公里左右，海拔
450米。1992年，被林业部批准为省级森
林公园，山地面积200公顷，森林复盖率
达85%。山中有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
的云峰寺。还建有为复明抗清而殉职的
东阁大学士兼礼、兵二部尚书陈函辉的
墓，1973年墓被毁。2011年，市名城研究
会在墓前重立“明代杰出文化名人陈函辉
墓”石碑。现为市文保单位。同时，云峰
又是陈函辉少年时代读书处。明嘉靖年
间（1522-1566），云峰茶已成浙江13种名
茶之一，如今云峰的茶叶仍引人注目。另
外，云峰还有美女照镜、吊船岩等自然景

观。
云峰寺原名证道寺，俗称云峰寺。始

建于南朝梁天监二年（503），为光孝空师
所创，是临海建造较早的寺庙之一。历经
宋、元、明、清，数圮数修。期间，元延祐元
年（1314），无尽祖灯始居此修禅，禁足五
十余年。民国9年（1920）重修。该寺原
有一定规模：大殿、地藏殿、佛堂、藏经阁、
方丈室、僧寮、客堂等。今大雄宝殿后壁
尚嵌有明代两方残碑：一方是《无尽灯禅
师行业碑铭》，宋濂撰，释宗泐书。另一方
为《重修云峰寺证道光孝寺碑记》陈函辉
撰，崇祯十七年（1644）住持湛明立。民国
9年（1920），山门前立《重修云峰证道光孝
禅寺碑记》一通。现为市佛教保留场所。

望海尖从云峰寺出来，往西至大岭头
村（该村今已移至山下），而后，从村后山
出发，即可登望海尖。高700米左右，顶
有三峰，形似笔架，峻秀妩媚。

九龙此处有九龙山，山脚原有一座九
龙寺，此寺属宿仙地域，故常有宿仙村民
来此进香。同时，这里也有古城东湖村的
山地，该村村民张大花，曾常年在九龙垮
头看管山林。20世纪50年代后，九龙寺

因年久失修而倒塌。始建年代不详。另
外，九龙还有几件事，亦引人关注。一是，
王士性说的“一穴暖气，亘四时不断”。此
事，市林场场长屈卫明曾听别人说，这里
发现过温泉，具体地点不详。二是，据宿
仙“马氏宗谱”记载，此地栽茶历史已达
700余年。相传寺旁山上有一株“骑茶”
树，每年春可采几两干茶，茶叶泡开时，茶
芽翠绿，芽尖向上，味香汤甜。曾有人多
次来此寻“骑茶”，一直未果。三是，据屈
卫明谈起九龙竖有一块石碑，是民国时期
划定国有山界的碑，从中得知旧时的九龙
地域亦是国有山地。四是，九龙垮头尚存
一处庵堂遗址，留有断墙地基。其西南
面，还有一处三条栅瀑布，知者甚少。

道者基藏于深山，历史悠久，故事颇
多。一是道士庵堂。始建年代不详。1971
年县林场扩建时，划归林场管理，同时，林场
接受4位道士养老，最后一位道士李仙尧，
路桥人，2015年11月在临海城关儿子家病
故，享年90多岁。道者基，现有房屋7间，为
临海林场兰辽分场道者基林区护林管理
房。二是避暑胜地。据《民国临海县志》记
载：“仙人基山，在县西南三十里，最高寒，为

西乡、南乡分水处。山有僧寺，稍下数里为
道者基，有庵，英传教士曾租此避暑。”三是
成仙之地。王士性指出，此地为“蔡、李二仙
人修真地也。”据考查，“蔡”即蔡经，“括苍山
（今属仙居）人，遇仙人王远（王方平），已而
羽化。”（宋《嘉定赤城志》）“李”即李八百（李
宽）。“仙人李八百‘登括苍、至天台、入委羽，
遍历十大洞天二百余年’”（《台州道教
考》）。四是清浊两潭（俗称仙人潭）。王士
性文中的“浊者鳅居，清者人汲”的两个水
潭，历经数百年风雨，至今尚存。位于道者
基院门外，是用普通的小石块砌成的长方
形水潭，四周杂草丛生。每逢天气闷热，大
雨将降临时，那口放养泥鳅的水潭底部就
会泛动起来，原是泥鳅在跳动，时而，将头露
出水面；时而，钻入水底泥潭中。顿时，水潭
变得浑浊，久而久之，两口并列的水潭变得
一清一浊。五是民国时的墓。位于道者基
林区护林管理房的后门山。墓前嵌着一块
残碑，碑上刻有两行字，经仔细辨认，还能看
出几个：“民国三十六年岁冬”“龙门派杨至
□”。市电视台记者杨凯，曾多次往返道者
基，对墓主人身世略知一二。据传杨先生
原是一位国民党军旅长，抗战胜利后，放弃

军旅，踏进深山，投奔道者基，其身世待考。
但我们从中得知，道者基属道教龙门派。

仙人基山 位于道者基不远处，高
1115米，约走1.5-2小时山路，可到达山
顶。古称此山为临海西乡与南乡的分水
岭。顶上没有一株大树，没有一泓山水，
唯有一座高达4米左右的石头塔引人注
目。此塔乱石堆砌，塔中只有少许空间，
游人无法进入。距顶部临近处有一个石
窗。据杨凯谈起此地四周山上，原有10
多座石头塔，他亲眼见到过3座，现在仅
留仙人基山顶1座。据当地百姓和市林
场职工反映，这些石头塔粗糙而珍贵，建
筑年代久远，俗称保生塔。其意思是如山
林遭遇大火灾，山中的蛇、蛙、蚂蚁、蜥蜴
等各类小动物，可钻进此塔避难。从而可
见寺中的道者和山民为保护小动物的良
苦用心。原来，此山半腰处和山顶各有1
座庵堂，因山上用水困难，行人稀少，已
圯。现两处遗址尚存，建造年代待考。

脚印，漫延了一段长20多里的山道；
墨迹，织成了一篇优美的文章，这就是王
士性留在括苍山的印记……

————寻访寻访““王士性古道王士性古道””
□□何达兴何达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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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留在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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