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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山副刊》
专题征稿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方位、
多角度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展示党领导
下取得的巨大成绩，展现钱塘区广大干部群众在
党的带领下开拓奋进的精神风貌，展示经济发
展、城市建设、创新创业、人民生活等方面日新月
异的进步。《钱塘新区报》启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感恩之心源流长”征稿活动，欢迎
社会各界踊跃投稿。

征集内容：讲述自己及家庭亲身经历的历史
重要时刻。展现在家国变迁的时代大背景下，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钱塘人民奋进百年的光辉历
程，感受钱塘区日新月异的变化，憧憬钱塘区的
美好未来。体裁为诗歌、散文、小说，字数2000
字内为宜。稿件一经采用，即付稿酬。

投稿邮箱：qtxqdaily@126.com
联系电话：0571-82987137

□陈伟雄

在我看来花与人一样，都有自己美好的品
性，如腊梅的顽强，菊花的高雅，百合的纯洁。
但能涵盖古今圣贤美德的，非荷花莫属了。因
此在百花之中，我独爱荷花。

再没有比荷花更像美人的了。它的红、淡、
嫩、鲜活，极像充满着青春气息的红润面庞，而
不似玫瑰红艳，只像仕女的唇膏。它的香，淡雅
清幽，是青春的天然气息，而不是夜巴黎刺鼻的
人为俗品。再加上它的亭亭玉立，风姿绰约，连
训练有素气质高雅的时装模特儿也要让其三
分。所以形容美女常用“莲脸生春、倾国倾
城”。“清水出芙蓉”更是一种赞叹。

荷花，是相思之花，爱情之花。“莲”在古诗
中作“怜”的谐音，怜者爱也。李白《折荷有赠》
就欲折“爱此红蕖”寄托爱情，赠与向往的佳人；
南朝民歌《西洲曲》有“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
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的诗句，来隐喻对
心上人的爱恋，所以热恋中的男女总喜欢到“藕
花深处”，“争渡、争渡”，荡舟心许。

荷花是战士之花。孙犁的《白洋淀边》就写
了荷箭像监视侵略者的哨兵，荷塘既是封锁最
困难时的战士的食品供应基地，又是伏击侵略
者的战场。荷叶呢？战斗时是保护战士的伪装
和掩体，胜利时则又成为战士头上的赛过勋表
的“黄罗伞盖”，荷花成为侵略者望而生畏之花。

荷花是高士的化身，这只要提一下“出淤泥
而不染”，只可远观，不可近亵等周敦颐名句，就
众所熟知了。其实荷花不仅品高，而且胸怀宽

广，脾气随和，不像菊、梅，尽蒙失意和孤僻者的
青睐。

荷花是智者之花。“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荷花是与水相依为命的，水也为荷花设置了最
能映现芳姿的明镜，“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
影共徘徊”“临水种花知有意，一枝化作两枝
香”。水更为荷花提供了天然的保护屏障，荷塘
边决不需要插上爱护花木，严禁攀折的牌子，荷
居水中，大智大慧。

荷花是哲人，教育家，献身者之花。默默地
举叶、吐箭、开花，结莲、长藕，将所有的一切不
断尽情地献给人类，为河山装点，供游人观赏。
它启示人们，要想得到人们的喜爱，就得将自己
全优的一切献给人们，而要全优就得努力创造，
努力吸取各方面有益营养，包括从污泥中吸收，
创造最佳的根、叶、果、花，让它们既可观赏，能
产生精神财富，又可食用、药用，产生物质财富，
这样就能和人民共命，与天地同寿。

荷花颂

□余观祥

去年初冬，我去湖州途中，听一南浔通说，
南浔有“湖丝之源、丝绸之邦”的美誉，曾有“四
象八牛七十二金黄狗”的说法，据说家产超
1000万两黄金的人家才能称象，超500万两的
称牛，超100万两的称金黄狗。另外，南浔还有
这样一首民谣：“刘家的银子，张家的才子，庞家
的面子，顾家的房子。”这四大家族，即为南浔

“四象”。
我们下榻的宾馆，正好在南浔古镇的边上，

素来对古镇情有独钟的我，抽空约上几位好友，
饱览了古镇享誉大江南北的“四象”故居。

我们一行首先来到“小莲庄”。小莲庄位
于南浔镇南栅万古桥的西侧，为晚清南浔首富
刘镛所建的私家花园。这座占地27亩，规模
宏大的古典园林，始建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
年），历经刘氏3代人，耗费40年时间，才得以
建成。

小莲庄分为外园和内园，一步一景。移步
换景，处处彰显着浓郁的江南韵味。外园以占
地十亩的荷花池为中心，沿池筑有小巧古朴的
亭台楼阁。这天，荷花池虽已是一片残荷，但游
人如织，纷纷举着相机、手机，兴致勃勃地在拍
摄残荷，也许大家都在拍一种残缺美。

小莲庄的名字，源于主人刘镛，刘镛因仰慕

元末湖州籍大书画家赵孟頫所建的莲花庄，故
而将自己的私人花园，命名为小莲庄。刘镛，是
清代中晚期著名的商人、实业家、慈善家，南浔

“四象”之首。据记载，刘氏家族的财富在最鼎
盛时期，达到两千多万两白银，足足相当于现在
的60亿身家。

从小莲庄出来，我们来到有“江南第一豪
宅”之称的张石铭故居。张石铭，出生于南浔
古镇的一个富商家庭，其祖父张颂贤，是南浔
古镇四位首富之一。而张家，据说曾拥有一千
万两以上的银子。他的旧宅，占地6500平方
米，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拥有中西式房间、
客厅244间，整座旧宅有五落四进，建筑风格中
西结合。

张石铭的豪宅，有人用“四绝”来形容。第
一绝便是遍布旧宅内的东阳木雕。即便是一扇
窗，都会用东阳木雕去制作。第二绝是砖雕，一
些走廊的花窗，便是用精美的砖雕来装饰，每一
块砖雕，都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第三绝是徽
州石雕，图案主要是福禄寿、八仙过海等，历经
风雨剥蚀，依旧清晰亮丽。第四绝是法国进口
的彩色玻璃雕。用玻璃浮雕和颜色的搭配，构
成一个色彩迷离的世界。

翻过一座石拱桥，沿河走一段青石板路后，
我们到达“刘氏梯号”。刘氏梯号的主人，是南
浔“四象”之首，刘镛的第三个儿子刘梯青的私

家住宅。刘梯青原名刘安生，号梯青，故取名为
刘氏梯号。当地的老百姓，更喜称红房子，原因
是里面的西式建筑，都是用红砖砌成的。

大厅为一中式厅堂，堂中悬挂着“崇德堂”
匾额，两侧有抱柱联及画屏，正梁上有鎏金图
案，轩廊、落地长窗等，均刻有精美吉祥图案。
中部建筑以厅、堂、楼为主体，最有特点的是南、
北部中式建筑，融入西欧罗马式建筑，以精美的
砖雕、木雕、石雕见胜。二厅堂中悬挂着“抱悫
盒”匾额。宅后原辟一草地为网球场，一边角上
饲养奶牛。现已成一近300平方米的花园，园
内种树栽花，叠石为山。

我们一行，边走边议论，意犹未尽，不知不
觉间，来到了张静江故里。张静江（1877-
1950），名增澄，字静江，佛号饮光，出身于南浔
四大富豪之一的张家。

故居保持清代传统三进五间式建筑风格，
一进有一厅五室，每进之间各有天井，每进一堂
便递高一级，俗称步步高升。每进连有防火用
的直式火巷。故居显露一种豪华、古朴、幽深的
遗风。封火墙高于屋顶，坡面屋顶覆盖龙鳞般
的小青瓦，屋檐口加盖既利排水，又能防风的滴
水瓦。室内栋如鳞次，宛如宫殿。南浔“四象”
故居，我们作了近三小时的造访，饱览了她的古
朴、典雅、自然之美，大家共同的感受是不虚此
行啊。

南浔“四象”故居

满江红
喜庆建党百年华诞

□尹若章

七月似火，开盛会，赤旗漫卷。
忆往惜，初心使命，勇往直前。

艰苦卓绝一百载，为民宗旨贯如先。
共产党，红船领航人，意志坚。

擘新局，四全面。
展宏图，双百年。

葆健康之躯，反腐倡廉。
奋楫前行新时代，理想信念高于天。
复兴梦，共筑靠你我，定实现！

□朱大杨

理发，过去沙地人叫剃头。七十余载人生，
亲历过、见到过多种多样的“剃头”。

清一色的和尚头

“头一要省”，是老底子沙地人的口头禅。
怎么省？剃头不花钱，当然是排在“头一要省”
里面了。

小时候的下雨天，是难得的“天放假”。父
亲拿出一把从货郎担里买的“永康剃头刀”，在
泥砖上磨得飞快，招呼他的两位兄弟，在草舍的
廊檐下摆起临时“剃头摊”，三兄弟轮换着相互
剃头、刮胡子。头发没有任何造型，三个人都是
清一色的和尚头。剃头没别的讲究，兄弟间相
互关照：发茬、胡茬尽量留得短一些。这样，到
下一次剃头能多挨点日子。

看到大人们在剃头，我就早早地躲了起
来。剃光头，像是刨葫芦似的，我怕痛，不想剃
头。母亲硬是把我从门背后拉了出来。她坐
在椅子上，把我的身体横按在她的脚踝上。“头
发长得能扎辫子了，今天你敢不剃！”我犟，母
亲平时没法一个人动手为我剃头，今儿个她要
趁父亲和叔伯们都在家，为我解决剃头这个

“老大难”问题。我活颠活撞拼命挣扎，发出杀
猪般的嚎叫。母亲招呼叔伯们帮忙，有的抓
手、有的按脚，使出了浑身解数。父亲在操剃
刀前端来一盆热烘烘的汤锅水，湿润头发，抹
上老底子俗称“洋碱”的肥皂，边揉边哄：我揉
得透一点，剃起来就不会痛了。父亲手起刀
落，三下五除二，一会儿，我原先的“长毛佬“变
成了“小和尚”。

从“狗污笪”到青年发

九岁上小学一年级，学校里很少有同学剃
和尚头的。自己光得发亮，像个葫芦的头皮，感

觉有点别扭。回家跟母亲说，我不要剃光头！
可是发型不是想变就能变的，上学前刚剃的头，
至少也得一个月以后才能换发型！

总算熬过了一个月。母亲给我剃头时，按
我的要求，只剃去了齐耳朵的一圈头发，顶上的
头发都留着。本以为，换过了发型，不再是和尚
头了，在同学面前可以炫耀一番了。哪知反招
来同学一顿讥笑：头上怎么扣了个“狗污笪”？
其实，这发型确实有点像只倒扣的粪箕。不仅
是讥笑，还被个别同学戏弄：“新剃头皮拍三记，
勿拍三记有晦气”。让我哭笑不得，一脸尴尬。

“下次无论如何也不让母亲为我剃这样的头了，
要去店里剃头，赶镇上同学的时髦！”

头一次走进理发店，坐上店里会转动的理
发椅，身上披上雪白的围披，感觉煞是惬意。“咔
嚓咔嚓”理发师手推“轧剪”，由下而上剪头发，
痒痒的，一点都不痛。不多时，一个时髦的“青
年发”理好了！

放学回家，母亲问剃头钿要多少？我说一
角钱。母亲听得手都抖了：要一角钱！这可是
你爹挣小半天的工分钿那！那时候生产队里劳
动一天，最多每人12分，最低的分红值是3个工
分一角钱。从来没有为剃头花过钱的母亲，心
里肉痛！

店里剃头，是一种享受

剃头钿也不是人人都舍不得花的，随着时
间的推移，沙地人的生活观念也在发生变化，特
别是一些中青年人。他们不再局限在家里互相
帮助剃和尚头，而是喜欢去街上的店里剃头（理
发）。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理发店不再是单家独户
开设，是由多位理发师集中在一起，有两三间门
面的店铺。这是“合作商店”，比供销社低一级的
商业体制。每逢下雨天，来店里剃头的人特别
多，依次坐在店堂里的长木椅上排队等待候。

六十年代中期以前，东片地区还没通电，当
然没有电风扇。夏天，店堂里热得要命。师傅
们为了防暑降温，土法制作了一个比门板还大
的“扇子”。我把它起名叫“拉风扇”。这把”拉
风扇”是用竹片和马粪纸制成的。整把拉风扇
宽约两米左右，分上下两部分。上部高度约四
十公分，固定在店堂的栋梁上；下部高约一米零
些，用绳子与上部的下口相连接。拉风扇正中
部位的不远处，挂有一只滑轮，一根细长的绳子
穿过滑轮，与拉风扇的下半部分连接。绳子一
拉，拉风扇的下半部分就会“晃荡晃荡”地大幅
度摆动，从而扇出风来。两间店堂里的师傅与
顾客，都能享受到来自拉风扇的阵阵凉风。操
作拉风扇的多是等待剃头的顾客，反正闲着没
事，都乐意为“拉风”而出力，况且自己也能“凉
在其中”。

仁荣和阿庆两位，是当时镇上顶级的剃头
师傅，不仅发型造得好，修面剃须温柔而细致，
还会刮沙眼、绞耳朵、取痧筋……几个“老脚
梗”的顾客，都会“顶牢黄包车”请他们两位师
傅给自己剃头。躺在理发椅上，放松了的身子
就会迷迷糊糊睡着了，脑壳头任凭理发师摆布
……“旧貌一剃了之，新颜从头开始”。爱打扮
的帅哥小伙，还会让师傅给刚理好的头发搽些
凡士林，让头发变得乌黑发亮。回到生产队
里，社员们的目光，都会被这油光丝滑的西式
发型头吸引，纷纷向其开玩笑：“嘿！这头发苍
蝇飞过会打滑脱哒！”不知道谁还爆出一句：

“你是十日三剃头，引煞嫓办头！”逗得众人捧
腹大笑！

剃头，除了生活需求外，沙地区还有传统礼
仪式的各种名堂的剃头，比如：初生婴儿满月
头；六月初一神仙头；老人去世五七头；孝顺儿
媳九九头……

不胜枚举，恕我不再在此东拉西扯一一道
来，在以后的文稿中再慢慢介绍。

剃头往事

□徐瑞金

“双抢”这是一个存在于遥远记忆里的词汇。
如今，临于智慧谷，望着物产丰饶的钱塘田园上，想起忙

碌的插秧人，那些艰难岁月从心头泛起。很多人熟悉，很多
人却也陌生，我们对旧时钱塘的农人劳作生活还剩多少敬
佩。

7月25日，这是一个在我记忆里挥之不去的日子。凡
六、七十年代的农民，都不会忘记这个日子，这是农村集体生
产时，人民公社每年的“双抢”动员日。风是信使，吹过一片
片沃野，告诉我，播种的季节来了，冲锋号开始吹响！

每年的7月25日至8月8日左右是“双抢”季节。所谓
“双抢”，是指一年一度的早稻收割，晚稻插种，为不误农时，
必须抢收、抢种。

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抢收的前提是抢种，农谚有“晚稻
不过立秋关”之说。晚梗稻秧必须在立秋前插下，否则，产量
将受到严重影响直至绝收。这就是自然条件下的农时，农民
都知道农时不能违。这既是农村种植双季稻，抢时间、战高
温的一场硬仗，也是生产队竞争最强劳力的一次“赛事”，这
边早稻收割挑进晒场，那边铁耙进入耕耙；这边妇女拔秧向
前推进是能手，那边男子插秧后退最快是胜者。

插秧不仅是体力活，还是技术活，没有一个好的腰力是
断然不行的。双脚倒退要正，分插秧苗要匀，且双手不能靠
膝盖。一级地南北约30米，要一口气种到底才能稍稍伸腰
缓一缓。所以生产队一般都安排16至35岁左右的男劳动力
负责插秧。有意思的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人们的情感
还是丰富的。有姑娘会把自己手中匀崭的稻秧，扔在心意中
人后面，还会悄悄地递上毛巾让其擦汗。在一旁女工们的阵
阵喝彩声中，年轻人争先恐后，勇夺劳动能手，乐此不疲！

当生产大队为抢时间向大自然发起冲锋时，来自公社广
播的战鼓声不断，高音喇叭中的革命“样板戏”催人奋进，并
时不时插播各生产大队“双抢”进度和“双抢”中涌现的“好人
好事”。

在当时的农村生产条件下，没经历“双抢”，就不知道何
谓酷暑艰辛；没经历围垦，就不知道什么叫严寒劳累。“双抢”
持续整整半个月，15天，更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为了避烈
日暴晒，更为了提高稻秧插播成活率，农人们披星戴月，天蒙
蒙亮就下地收割、拔秧，中午时分稍作休息，恢复一下精气
神，下午三点继续插秧干到晚上八、九点钟才收工。

连续高强度的工作，加之连日浸泡水中，导致农人的身
体会出现脚趾皮炎、发热、瘙痒，甚至糜烂、渗液等不良反
应。雪上加霜的是，还要被蚂蟥叮咬，这种感觉真令人恐
怖。蚂蟥专找有伤口的皮肤叮咬，有时一个脚趾缝里叮有
七、八条蚂蟥，且身子直立，像一把刷锅的筅帚，看了不禁鸡
皮疙瘩一阵阵；有时蚂蟥还会钻进裤管向上，一次我下工回
家，感觉大腿根部痒痒，用手一挠，竟挠出一条喝足了血的蚂
蟥，竟有它本身的十倍之大，像一个血气球一样，气得我到厨
房里抓起一撮盐巴撒在它身上，让其消亡。

“双抢”一结束，季节入秋，天气转凉，清澈的渠水夹裹着
小鱼流进稻田，碧绿的禾苗散发出阵阵清香，给人既有一种
突出重围的轻松，又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滋味。

忆苦思甜，如今，插秧机在钱塘的丰沃水稻田里来回穿
梭，绿油油的秧苗齐立在田中。愿钱塘老农的“双抢”精神能
在高质量建设“现代星城”中继承、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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