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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 的 不 是 沙 ，而 是 金 子
——追忆已故市博物馆文史研究专家丁伋先生
□何达兴

台州文史“活字典”、一生出版一本专著
——《堆沙集》的丁伋先生，于 2018 年 2 月
12 日悄然谢世。但是，他那刻苦读书的态
度，诲人不倦的精神，博闻强记的天赋，仍令
人追思、怀念、赞颂。
自从 1997 年，我与他相识以来，在文史
研究方面，他始终关心我，鼓励我，支持我，
让我终生难忘。这里，我想从自己编著的几
本书中选出丁伋先生撒下的部分“沙子”，奉
献给读者。

（一）
1997 年，我受张家渡镇（今括苍镇）领
导邀请，利用业余时间编写《历史文化名镇
——张家渡》一书。我生于括苍山脚，是地
地道道的张家渡人。但对本土的历史文化
概况，
却是一片空白。
此时，丁伋先生已是古稀之人。但他对
张家渡的历史文化则熟记于心。当他同我
谈起张汝锴、陶凯、曹勋、王士琦等历史名人
时，真是如数家珍。接着，他不顾自己年老
体衰和炎热的天气，发掘和整理出《张家渡
沿革》
《张汝锴其人其诗》
《太平乡的由来》
《黄泥墩与石塘》
《曹勋与曹太尉墓》
《王士琦
抗倭援朝功绩考述》和程德明、杨同翁、杨黴
等文章。
这里谈一下 丁伋先生笔下的两位历史
人物的史迹。
张汝锴何许人？丁伋先生在本书首篇
《张家渡沿革》一文中，就把“张家渡”
“张汝
锴”地名、人名来历讲得清清楚楚。他指出：
“张家渡作为永安溪临海境内南岸的中心点
是明末清初形成的。它的名称起于南宋宝
祐年间（1253-1258）。当时黄沙人张汝锴
丁忧后来此隐居，因为溪水阻隔，乃出资购
置渡船，便利行人，人们追本推源，就指称这
里是张家渡。其时所指的仅是渡口。以后
在现址形成村落，则可能是明朝万历年间
了。”后来张家渡人奉张汝锴为神，建张土地
爷庙。如今张土地爷庙仍存。逢初一、十
五，仍上香点烛。一个为张家渡做了好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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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民众将永远铭记在心。
王士琦（1551- 1618），临海城
关人。明时，朝鲜长期遭受倭寇侵
犯。为此，朝鲜国王多次来信请求
中国出兵援朝，消灭倭寇。王士琦
奉命奔赴朝鲜前线，肩负“监军”重任。
在与倭寇战斗的危急关头，他严肃军
纪，聚集力量，统一军心，一举歼灭倭寇。王
士琦回国后，由山东右参政晋升河南左布政
使。朝鲜军民为王士琦“勒金石 而垂丹
青”，全州为他立去思碑，朝鲜国王李昖并连
致王士琦三信。其中一信曰：
“大人督楼船
之师，扼贼露梁，碎其艅艎，俘斩无算，妖氛
廓清，威灵远扬；盖小邦被兵七载，始见斯
捷，沦亡之忧，变为愉快，衔皇上之湛恩，佩
大人之功德，宁有穷哉！”
丁伋先生在对王士琦抗倭援朝功绩作
了考证后，写下了一段令人震惊的结论：
“明
万历二十六年（1598），中国援朝抗倭之战取
得最后胜利。此战保证了朝鲜继续获得国
家独立和民族自由达 300 年之久，同时也长
期遏制了日本大小封建领主对邻国进行掠
夺、破坏的军事冒险野心。战争的胜利同临
海先贤王士琦很有关系。
”
中科院研究员、科学史家、爱因斯坦研
究专家许良英先生（1920-2013），收到家乡
寄来的《历史文化名镇——张家渡》一书，感
到非常高兴。他花了两天半时间，用放大镜
将这本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他在来信中
说：
“我要感谢丁伋等同志所花的心血，说来
惭愧，我在故乡生活了将近 30 年，对它的历
史所知甚少。”
“丁伋的几篇考证文章都是很
有水平的。
”
许良英先生不轻易赞扬别人，他这样尊
重丁伋先生，实为难得呀！

（二）
《台州府城史迹寻踪》
（简称《寻踪》）旨
在反映与寻踪民国（含）前台州府城史迹。
此书由我和徐三见先生负责编写。但是，丁
伋先生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不少心血。书
中的多篇章节由他撰写。
这里说一下该书的初稿中的第十章第
一节“河湖”中的“城河”。旧称州河，又称县
河。台州府城中有三河，名清涟、新泽、清
水，唐时可以通舟。接着，写了三支河的流
向。
丁伋先生看了“州河”段后，沉思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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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感不足。于是，
经他润色后添了一段：
“三河唐代通船，当时东湖尚在城内，可
以调节水量。以后历经水火灾害，河床抬
高，河道淤塞，居民重建，又纷纷侵占河基，
使河面愈来愈狭，宋代虽多次整治，已经无
法复原。解放初，河道最宽的地方也仅只二
米了。但即使这样，水尚清澈，居民污水不
会倾入河中，常见鱼虾蟹活动。夏秋之夜，
儿童用细铜丝结成可抽动的圈系在竹竿上，
点上松明照明前来捕捉，
颇可回味。
”
丁伋先生写的这段话，不仅内容真实，
而且文字精炼，是非同寻常的。如果将来，
某个时期有人想恢复府城“三河”风貌，那
么，丁伋这段精彩的描述就有可能成为设计
者的第一手资料。

（三）
《寻踪
寻踪》
》出版后
出版后，
，对府城中有关难以确定
的问题，
的问题
，我总是把它记录下来
我总是把它记录下来，
，留待日后或
后人考证。
后人考证
。但丁
但丁伋
伋先生却不一样
先生却不一样。
。
台州府城里有几句地名顺口溜：
“ 庙对
庙，屋里屋，桥上桥，塘里井”。编写《寻踪》
时，已找到三处，唯紫阳街“庙对庙”一语，其
北端为“都土地庙”，而南端土地庙名称问
题，经多方考证未果。但丁伋先生总想在自
己有生之年把这座寺庙名称查清楚。
“工夫不负有心人”。
《寻踪》出版不久，
丁伋先生在阅读 2014 年四期《中国典籍与
文化》杂志时，竟发现了一篇题为《〈西湖二
集〉素材来源考补》文章，文中引明代闵文振
《涉异志》之《兴善庙》条：
台州城中委巷有兴善庙，
神颇显，
有赵小
一者游其中，
遇商人携囊金息肩庑下。入夜，
小一杀商人，
取其金，
祝神曰：
“神道切莫说。
”
方拜下，
神语曰：
“我倒不说，
只怕你自家说。
”
小一惊起。数岁，小一同友人过庙门，诧曰：
“此庙极显。
”
友人问故，
小一曰：
“吾往岁杀商
人取金，
祝神莫说，
神曰：
‘只怕你自家说’
，
此
其显也。
”
友人叹异。逾年，
小一与友人交恶，
友人以其事诉于官，
小一坐死。
据丁伋先生考证，文中的“兴善庙”就是
今紫阳街南端的土地庙。同时，兴善庙旁边
就是台州府城的兴善门。丁先生总算在有
生之年搞清这个问题，真是难能可贵呀！
中国有句震天动地的名言：
中国有句震天动地的名言
：
“ 是金子总
会发光的。
会发光的
。”丁伋先生的文章
先生的文章，
，不是沙子
不是沙子，
，而
是宝贵的金子。
是宝贵的金子
。他的自谦
他的自谦，
，将永远激励后辈
向前迈进！
向前迈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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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整理桃渚区域史迹的需要，遍览了
境内保存完好的各姓氏宗谱，深感民间乡
土文化内涵的博大精深。其人文史迹、区
域风俗等记载亦足以补志乘。翻开民国
年间编纂的《临海北涧罗氏宗谱》文集，读
《明·思旦公元配方氏墓志铭》，经苦思考
辨，终于揭开了沉睡桃渚六百年丞相女儿
的面纱。

元明之交，群雄逐鹿，社会动荡。台
州杜渎场（场署故址位于桃渚北涧）因位
于临海东南海壖，隔山阻水，比较安宁。
且此处又是官府食盐运销和民间走私盐
的集散地，所以，士族世家聚居不乏。
洪武初年某日，日丽风和，杜渎士族
世家的郡庠生罗士暹迎娶了一门来自黄
岩的亲事。夫人名字叫方太平，生于元顺
帝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十八日，
曾祖父是
元朝赠光禄大夫、
平章政事方宙，
祖父是银
青荣禄大夫、
赠越国公方伯奇，
父亲是元朝

兴 所 望
□陈引
陈引奭
奭

□王国兴
江浙行省左丞相、
上柱国、
追封越国公方桂，
母亲是越国夫人董氏。
出自显赫家族、相门之后的方太平嫁
到杜渎北涧，
“ 其奁资丰盛，悉纳于姑；一
听裁费，略无靳容。侍养尽孝道，最得欢
心。时娣姒以华侈相尚，安人虽故纨绮，
反循俭素，不敢越礼以骄人。人益贤之。
”
洪武初年，明朝政府为了巩固皇权、
稳定民心，奉派方太平的弟弟明威将军、
亲军指挥使方德庭到台州府处理“绿兵”
事宜，对前朝的军政人员按照功故是非
“稍例坐谪戌”。方太平亲自到弟弟的官
舍，不顾自身安危将那些不敢判刑和充军
的地方仕宦、兵勇保举出来，使他们免遭
牢狱之灾。
洪武辛未年（1391），同村罗西山因当
税长一职，未完成政府税收任务，被逮到
京城审问严办，在京城死亡。他的膝下有
三个儿子、三个女儿都未成年，生活穷困
潦倒没有依靠。于是，方太平解囊相助，
抚养罗西山的儿女如同己出，使其长大成
年。
方太平在晚年的时候，更加乐善好
施，邻里乡村有孤寡无依、艰窘不如意的
人，都能够得到方太平的恩惠。凡遇修造
庵寺、桥梁、道路，随所需而给予襄助。尝
语人曰：
“ 吾岂以是邀福也，惟副其所求
尔！”永乐丙申（1416）二月十一日辞世。
塟北涧茅陇之原。

中后期，方国珍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见
《浙江通志》
）。元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
三月戊申，方国珍复降，授海道运粮漕运
万户兼防御海道运粮万户，方国璋任衢州
路总管兼防御海道事（见《台州府志》
）。
元顺帝至正晚期，凭着方国珍的显
贵，屡赠三代。
“曾祖天成，荣碌大夫，湖广
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祖宙，光禄大
夫，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勋皆
柱国，爵皆封越国公；父伯奇，银青荣禄大
夫，淮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上柱国，
仍追封越国公；曾祖妣陶氏、祖妣潘氏、妣
周氏，
妻两董氏，皆封越国夫人。
”
从上述方氏一门担任元朝江浙行省
的职务，及其元朝顺帝至正年间对方氏推
恩三代和封妻荫子的朝廷制礼角度分析，
应该排除方太平是国馨、国瑛、国珉的女
儿。
方国璋（1317-1362），元朝廷赏功，升
福建行省参知政事。至正十八年（1358）
升资善大夫，同知行枢密院事。明年升荣
禄大夫，江浙行省右丞（见张翥撰《大元赠
银青荣禄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
事，上柱国、追封越国公，谥荣愍，方公神
道碑铭》
）。娶于氏，封越国夫人，子三人：
长子明巩、次子明敏、三子明伟，女三人；
庶出子二人：德忠、德庆，庶出女二人。从
方国璋的墓志分析，最高职务做过江浙行
省右丞一职，虽然有过元朝廷因功追封
“越国公”的经历，但是考其神道碑铭记
述，没有太平之弟方德庭的名讳。故太平
也不属于方国璋的女儿。
太平是方国珍的女儿。理由一，元顺
帝时期数次对其加爵、赏赐，
“ 追封越国
公”应该在方国珍担任元朝江浙行省左丞
后赐予的。理由二，明礼，名德庭，国珍
子。宣武将军，广洋卫亲军指挥使。好学
有文，尤善吟咏。赏奉命筑城边海。世所
传《方小指挥》诗皆明礼作也（见《黄岩县
岩县
志》）。又
。 又《明史
明史·
·方国珍传
方国珍传》
》载 ：
“ 其子方
礼，任广洋卫指挥佥事
任广洋卫指挥佥事”
”。此方礼
。此方礼，
，即方明
礼，名德庭
名德庭。
。
如此，
如此
，沉睡在桃渚青山绿水间越六百
年的丞相女儿方太平，
年的丞相女儿方太平
，
正是方国珍的女儿；
正是方国珍的女儿
；
而历史人物方国珍，
而历史人物方国珍
，
早先有其名字叫方桂。
早先有其名字叫方桂
。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企业是市场的经营主体，，

大雅临海 书香之城

米字，天下翕然学米字，最后作
孙过庭字，
而孙字又盛”
，
高宗皇
帝自己也曾说：
“余自魏、
晋以来
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众体
备于笔下，意简犹存取舍，至若
禊帖，
测之益深，
拟之益严，
以至
成诵。”可见他喜书法并以晋唐
为宗，
同时也参合了北宋黄庭坚
与米芾的书法风格。这件勅书，
即有黄米之风，
其中也有欧阳询
与虞世南的影子，
并且与台北兰
千山所藏“付岳飞札”的书法有
所接近。
另外，
这件拓片所钤之朱印
为“黄岩王玫伯校阅金石文字
印”
。王玫伯是台州晚清民国时
期台州著名学者，家中富于收
藏。估计这件拓片即是其所购
藏。但其相对应的原件是否尚
存于世，刻帖原石是否还在，现
藏何处，
因限于资料，
尚待考证。

是消费维权的第一责任人，，

军节度使、
开府仪同三司吕颐浩
拜少保尚书左仆射、
同中书门下
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颐浩引
故事辞所迁官，乃以特进就职，
颐浩改特进在十月乙丑，
今并书
之。赵甡之《遗史》:范宗尹罢相，
乃召吕颐浩。而先相秦桧又富
直柔、韩璜、辛道宗、永宗皆谮，
颐浩故到阙多日而未有除拜，
人
皆疑之，
俄拜少保左仆射。按史
颐浩以七月二十日降召命，
九月
十二日到行在，适值明堂斋禁，
十六日得旨陪祠，十八日明堂，
十九日锁院，二十日拜相，此云
到阙多日者，
误也。道宗时已除
福建副总管，甡之亦误，今略删
润，
于辛永宗罢去时修入。这段
记载也考证了吕颐浩再次拜相
时间在绍兴元年九月二十日，
与
诏勅时间不谬。
从这件诏赐覆镌的
“书诏之
宝 ”一 印 来 看 ，
这应为高宗皇
帝赵构亲笔所
书。马宗霍在
《书 林 藻 鉴) 中
说：
“高宗初学
黄字．天下翕
然学黄字，后作

方国珍家族，先世从仙居迁住到黄岩
灵山乡塘下里。方天成生宙，宙生伯奇，
伯奇生五子，即国馨、国璋、国珍、国瑛、国
珉。
方国珍（1319-1374），元朝时，官累迁
至江浙行中书参知政事。数次加爵赏，至
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相，赐衢国公，平章政
事。入明官广西左丞。子五人：礼，宣武
将军，佥广洋卫，亲军指挥使司事；关（
《方
国珍墓志》记作完），虎贲卫千户所镇抚
（见《明史·方国珍列传》）；本、则、安。女
五人，二适士族，余在室（见《方国珍墓
志》
）。
方太平（1355-1416），嫁给北涧罗士

应诚信经营，，守法经营

王玫伯校阅金石文字印”
白文朱
印。
从以上内容可以得知，
这篇
勅文是宋高宗为答复吕颐浩上
奏要求免去他左仆射兼枢密院
的任命而作。在勅文中，
高宗皇
帝言辞恳切，
以股肱良臣譬之吕
颐浩，赞誉他自辅佐以来，对国
家大政谋划超乎众臣，
且识见老
成，
使新的政权初有起色。同时
以殷商时期协助武丁中兴的傅
说和助周室中兴的尹吉甫这两
位名臣作比喻，
要求他出任平章
国事兼典军机之职，
不要再予推
却。诏书中也提到了吕颐浩
“力
排和议”
，
力主抗击北虏，
恢复中
原。
吕颐浩（1071-1139）是宋室
中兴的名臣，
其事迹《宋史》等已
多有记载。建炎三年闰八月，
他
出任左相，建炎四年四月罢相
后，
寓居台州临海。绍兴元年再
次出任左相，
至绍兴三年九月罢
相后卜居台州临海，筑退老堂。
这件勅书即为其复任左相时高
宗皇帝所颁。
据《建炎以
来系年要录》记
载: 癸 丑 ，镇 南

暹（？-1392）应该在明朝初年，当方氏臣
服于明朝廷之时。罗士暹，父文芳（13301354）。兄思谦（1351-？
），官桂阳主簿；大
伯父罗文中（1320-1377），进义校尉、仕杜
渎盐场；二伯父罗文过（1323-1371），元季
任 武 德 将 军 、台 州 路 治 中 ，堪 称 士 族 世
家。且北涧又是食盐走私的地方，不能排
除方氏兄弟早先与北涧罗氏家族的密切
往来，
故有其姻戚关系的渊源。
墓志铭记述方太平是“行中书省左丞
相、上柱国、追封越国公”方桂的女儿，那
么方桂又是伯奇五个儿子国馨、国璋、国
珍、国瑛、国珉当中的那一个呢？
据宋濂所撰《故资善大夫广西等处行
中书省左丞方府君神道碑铭》载，元朝顺
帝后期，因方国珍宠荣后，
“昆弟、子侄、宾
客皆至大官”。从方氏兄弟子侄担任江浙
行省职务从高往低排列：元顺帝至正晚
期，方国珍、方国瑛、方国珉、方明善依次
继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元顺帝至正后
期，方国珍任江浙行省左丞。元顺帝至正

丞相女儿方太平
沉睡桃渚六百年

历史人物方国珍 早先隐名曰方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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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女儿嫁秀才 太平有才堪称德

——市博物馆新发现宋高宗诏勅吕颐浩手书拓片
临海市博物馆在整理资料
时，
发现宋高宗赵构皇帝于绍兴
元年九月诏勅吕颐浩手书刻帖
拓片一件。此拓片长约82厘米、
宽34厘米，
略有虫蛀。就其纸墨
现状，
应为清代旧拓。
诏勅全文如下:
勅颐浩所奏辞免左仆射兼
枢密院恩命事。
朕闻股肱惟良，元首惟明，
故傅说赍而殷宗登圣;吉甫相而
周室中兴。卿以世臣之胄叶，
兹
辅之繇，
訏谋超众、
识见老成，
力
排和议、
志安社稷，
文武重臣、
邦
家内卿甫造。朕向不敏，
遽使去
仁。兹复特命平章国事、
兼典军
机，庶北虏可摧、中原可复。卿
乃执谦辞避朕何顂焉。其体予，
勿复有请所奏，
当不！
故兹诏示，
想宜知悉。
绍兴元年九月
年款之上覆镌“书诏之宝”
九叠篆印。左下近边处钤
“黄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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