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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开花节节高
赵尚文

周日， 开车回老家。 快到傍山的村

口时， 一抬头望见了小叔家在半山腰上

的两分芝麻地， 心旌便开始摇曳———要

知道， 这是一块已然种植了五十多年的

芝麻地。 车子停在了村口的停车场， 我

一溜小跑， 迫不及待地奔向它。

毕竟已经入秋， 芝麻秆开始枯黄 ，

然而， 这不是衰微， 而是成熟的表征。

要不了多久， 一俟蒴果开始绽裂， 就可

以收割了。 据说， 进入成熟期的芝麻，

抵近蒴果是可以听到其内的搏动声

的———我静心谛听， 果然听到了那种只

可意会不能言传的复杂声音 ， 断断续

续、 细细脆脆， 可谓纯粹、 悠长， 如天

籁。 一刹那， 我似乎将自己站成了正逢

收获期的芝麻蒴果， 历历往事如芝麻粒

从崩裂的豁口奔泻而出……

孩提时， 我寄养在祖父祖母家， 那

是浙东四明山麓的一个小山村。 从我有

记忆起， 就知道那两分芝麻地———当年

就是由祖父决定种芝麻的， 小叔与大叔

好像在种植面积上与他还有过争执。 我

曾经惴惴弱弱地问过祖父， 何以要种芝

麻而不种其他经济价值更高一点的农作

物。 他说： “种芝麻， 不仅能讨个 ‘芝

麻开花节节高’ 的彩头， 而且打下的芝

麻营养价值高， 炒熟后可以用来做糯米

团子馅、 作为下饭菜， 还是馈赠亲友的

佳品。”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但我相

信， 作为一家之主的祖父， 他的决定与

考量总是毋庸置疑的。

芝麻最喜高温。 每年的五月下旬 ，

趁着雨后的山地比较松软， 祖父就与小

叔大叔开始上山种植芝麻。 不要看芝麻

种子个头小， 生命力可旺盛得很。 从破

土抽芽到长出嫩叶， 它一直展示着顽强

坚韧、 生机勃勃的精神和毅力。 当芝麻

长到二十多公分的时候， 要间苗。 而一

俟拔节扬花， 那粉白颜色且状如喇叭的

芝麻花便一簇一簇地由下往上开， 并且

弥漫着素雅的馨香。 只是芝麻的花期不

长 ， 要不了多少时间 ， 在山风的呼啸

中， 飘落的花瓣就开始在空中留下让人

眼花缭乱的轨迹， 最终盈盈落地。

但是一种气势也蔚然而成———芝麻

花开完一节， 就会立马结出一圈嫩嫩的

蒴果。 蒴果的嫩绿与众不同， 它的水分

似乎到了饱和状态， 就连外面的绒毛也

显得水灵灵的。 到了这个关键时刻， 祖

父与小叔大叔总是给它追肥———用的是

农家肥而不是尿素。 祖父说： “凭我几

十年的种植经验， 用农家肥种植的芝麻

就是比施尿素管用， 不仅可以持续保持

地力， 而且芝麻质量有可靠保障。” 自

打结出了蒴果， 我差不多天天都会往芝

麻地里跑。 那在茎秆与叶子之间微微斜

垂的蒴果， 虽不见其长， 却日有所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 ， 由花开花落到蒴果

累累 ， 便上演了由娇艳到灿烂的精彩

一幕。

从春夏逶迤至深秋， 收获的季节总

是定格成一个个挥之不去的细节。 当芝

麻秆开始枯瘦成苍劲的枝干、 凸显出硬

朗的骨感， 枝干下部的蒴果开始出现裂

缝之时， 就意味着能收割了。 否则， 拖

到上部蒴果开裂， 就来不及了。

收割芝麻， 就好似在进行一场比拼

赛， 比拼的不是力气———因为蛮力不起

作用而只会坏事———是小心、 耐心和精

心。 每次收割前， 祖母总是带着一张宽

大的旧床单。 来到芝麻地， 她先是将床

单摊在地头一隅， 再陆续从祖父他们手

里小心翼翼地接过收割的芝麻秆， 在床

单上轻轻敲打几下， 让那些已经成熟的

芝麻落到床单上。 尔后， 由小叔大叔轻

手轻脚地将芝麻秆捆扎 ， 挑回自家院

子。 这些被挑回的芝麻秆， 会被晾晒在

晒谷用的竹垫上。 那些天里， 最为忙碌

的自然就是祖母了， 为了让蒴果的豁口

早点打开， 她会一天翻晒十多遍， 即便

是日当午的时间 ， 也不偷懒 。 她对我

说： “太阳晒得勤的芝麻， 颜色格外油

亮， 吃起来香味也格外地浓。” 祖母对

待这些芝麻秆， 像抱婴儿一样从上到下

柔柔地拍打 。 在祖母看来 ， 只有这样

拍打 ， 芝麻才能醒过来 、 活过来 、 走

出来。

打下的芝麻， 不免混杂一些芝麻秆

上剥落下来的枝叶屑， 祖母会来一道不

可省略的精加工： 先用簸箕扬， 再用筛

子过筛。 过筛以后， 就是黑白相交、 外

表光亮油滋的芝麻了。 我总是不由自主

地撮起一大把芝麻， 慢慢地松开五指，

让它缓缓地从我的手指间泻下， 喜欢得

不得了。

芝麻过筛以后， 洗一洗， 再晾晒上

几天， 祖母就会将其装入大瓷罐里， 罐

口的最外层用塑料薄膜覆盖并用绳子扎

牢。 这些芝麻， 除了一部分会用来馈赠

亲朋好友外， 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会

享用。 但也有例外， 这些例外， 总令我

记忆犹新、 感慨万千。

在小山村 ， 祖父母家总体家境不

错。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与不少家

庭常年喝着稀饭和靠着杂粮度日相比，

都还算宽裕， 三餐勉强能吃上白米饭。

但有一年因为灾害天气导致粮食歉收，

下半年的几个月里， 我们家也开始吃不

上米饭了， 除了中午吃红薯， 早晚只能

喝白粥。 喝白粥， 用什么小菜相佐？ 祖

母想到了芝麻。 尽管这一年的芝麻也是

歉收， 但还是能够凑合应付。 用芝麻制

作小菜 ， 其实就是将其在铁锅中炒一

炒， 再浇上些许盐水。 炒制芝麻要用小

火 ， 这般炒制出来的芝麻才不至于炒

焦， 才会熟透而醇香。 每当全家人围坐

一起喝粥， 祖母将刚炒制好的一酒盅芝

麻放入餐桌中央时， 那特有的香味， 瞬

间调动起我们一大家人舌尖上千军万马

的味蕾。 所谓用芝麻佐粥， 其实不过是

用筷子蘸几粒芝麻而已， 但恰恰是这看

似不起眼的芝麻， 经了祖母妙手炒制，

终令全家化苦涩为和悦。

挨到过年， 本以为年三十夜的餐桌

上， 可能就会少了用芝麻做馅的糯米团

子。 没想到， 祖母还是喜滋滋地将一大

盘团子端上了桌。 “年三十夜怎能没有

它呢，” 祖母一边说一边催我们， “趁

热赶紧吃， 凉了糯米就会发硬， 芝麻馅

也不香了。” 菜上得差不多了， 见祖母

始终没出来吃团子， 我们也倒催祖母一

道来吃。 只见祖母端着碗走出来， 笑吟

吟地说： “你们吃， 我这碗里不是还有

嘛！” 我那时不懂事， 吃得不过瘾， 就

走进厨房间去， 见祖母在烧灶， 便将她

尚留在碗里的两粒团子给吃了 。 可一

吃吓一跳 ， 那两粒团子竟然是无馅的

实心团子 。 正当我莫名其妙 、 眉头紧

锁而要开口说话时 ， 烧灶出来的祖母

看出了苗头 ， 冲过来一把捂住我的嘴

巴 ， 叮嘱我千万不能去说 。 她告诉我

说： “芝麻不够了， 所以迫不得已才这

样做的。 一定要保密。 否则， 你出去一

说， 这顿年夜饭大家就吃得不开心了！”

听罢这个似乎有据的理儿， 我硬是遏制

住了自己的冲动。 我知道， 平日里， 祖

母里里外外都忙， 只要是自己能够克服

的困难， 她都一个人默默承受下来， 即

便是面对自己明明喜欢吃喜欢穿的一些

食物和衣物， 她也总是 “我不太喜欢”

而推却……

我回到城里生活以后， 祖母每年还

会托人捎来炒熟了的小麦粉， 并转告我

父亲 “孩子在乡下养成了大胃口， 在城

里读书又辛苦， 肚子饿时可吃些小麦粉

充充饥”。 我知道， 这不是普通的小麦

粉， 因为里面还拌和了炒制并碾碎了的

芝麻， 用开水冲拌以后特别糯香。 每当

晚上做作业而用小麦粉充饥时， 我都会

想到祖母的关爱。 我知道， 但凡赠送我

们食用的芝麻， 祖母总是尤为用心。 她

常常利用晚上的时间， 手持缝被子的铁

针， 拨动于黑白芝麻间， 熟稔地将黑白

芝麻分离出来， 再洗净擀面棍， 不厌其

烦地将炒熟了的黑芝麻捣成粉。 她对我

说过： “乡下人穷， 没好东西可送。 能

送得出手的 ， 怕只有这黑芝麻了 。 毕

竟， 这芝麻是我们自家地里产的， 用的

又是有机肥， 尽可吃得放心、 踏实。 老

辈说过， 这黑芝麻还管补脑哩！” 后来，

大家的日子都开始好起来了， 祖母送来

的黑芝麻就主要用来做糯米团子。 这是

年味， 也是乡味， 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

五， 温煦我心。

而今， 祖父祖母皆已作古， 这两分

地由小叔继承。 原以为小叔会另种其他

作物 ， 但这十多年来竟没有丝毫的改

变。 就如祖父祖母在世时一样， 这块山

地的种植面积不变， 施农家肥不变， 就

连馈赠我家必是清一色的黑芝麻也不曾

改变 。 “这是两位老人生前与我的约

定， 我无意也无法改变。” 小叔曾经这

样回答我。

然而 ， 不变是暂时的 ， 变是永恒

的。 “从 2020 年开始， 我要在自己的

承包田里试种芝麻， 改一改你祖父过去

只种两分山地芝麻的规矩。 现在生活条

件好了， 芝麻需求量大了， 我也有这个

条件种芝麻了！” 走进小叔家， 未等我

坐下， 小叔就直奔主题。

原来， 小叔经常外出推销农产品 ，

也少不了与一些宾馆饭店打交道。 当他

获悉施农家肥的绿色芝麻很招人喜欢且

能卖上好价钱以后， 心里就开始痒痒。

他的计划是， 先自己拿出一定的面积试

种， 若市场走俏效益好， 就打算通过村

委会的帮助， 流转一些农地继续扩大种

植面积。 “我又有种植的经验， 又有人

脉资源和市场渠道， 我相信种植芝麻也

能走上致富的道路 。” 小叔信心满满 。

我知道， 这些年来他外出做生意赚了不

少钱 ， 这不 ， 别墅式的新房也早已落

成。 如今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感召下， 他

也想回到老家稳定下来， 而流转土地种

植芝麻， 或许就是他最为心仪的选择。

我深信 ， 小叔的生活将会越来越

好。 这不也正是当年决定种植芝麻的祖

父的深切愿望么？ “芝麻开花节节高”

给祖父以期盼， 而我的笃定， 却并不仅

仅因为小叔扩大了种植面积……离开小

叔家后， 在村口， 我再三回眸那块芝麻

地。 它代表了我家的传统， 又像是一种

见证， 还是未来的希望。

横泾访陈氏宗祠
陈丹晨

在浙东沃土原野上， 横卧着一条小

小的泾水， 静静地缓缓地流淌着， 千百

年来哺育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乡民， 繁

衍生息， 子子孙孙散漫到四明大地， 许

多陈氏族裔怀着虔诚之心又常回归到这

里寻根认宗， 祭拜祖先。 这就是有千年

以上历史的宁波东乡横泾古村落的乡情

魅力。 它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瑰宝， 又

像一位在灯火辉煌喧嚣市廛之外的守护

者， 让草野乡人在僻静角落里度过悠然

岁月。

我也是寻寻觅觅了多年， 才终于探

知了根的所在。 一个晴朗日子， 沿着泾

水， 我悠悠地走进了这个古村。 河两岸

粉墙黛瓦、 高大轩敞的民居， 同属江南

建筑风格特色， 让来自北方的我觉得特

别平实温馨 。 北岸路边房屋 ， 新旧错

落， 走不多远， 就看到那座有名的跨泾

桥。 桥的跨度并不大， 也不是特别陡的

拱形， 走上两三级台阶就像走过平地一

样。 桥中间是一个亭子， 飞檐石柱， 连

着桥堍左右两翼， 连体成三座独具一格

的殿宇式的轩昂的亭台楼阁。 这座桥已

经历了千年风雨沧桑， 至今还是那么完

好而美轮美奂， 是宁波十大古桥之一。

跨泾桥上虽有屋宇 ， 却不同于廊

桥， 它是开放式的亭台， 供人们憩息乘

凉。 有几位老者正在那里闲坐聊天， 那

像是他们经常会面小聚的地方。 北翼的

屋宇下是通衢， 南翼却是一座三元殿，

供奉着天官、 地官、 水官三尊神。 殿外

墙上是一块石碑， 刻着一篇告示， 乃是

清代嘉庆九年 （1804 年 ） 正月当地颁

布的 “公禁碑”。 碑文称， 建此亭台是

为了 “中秋敬神”， 故要保持整洁有序

以示尊敬： 禁止摆摊赌博、 做工堆物、

乞讨亵玩、 滋事生非等等， 有十几条规

定 ， 违者处罚 ， 严重的报告官府 “究

治”； 但允许正常演出和礼仪祭神等活

动。 使我感兴趣的是， 碑文没有明示建

碑者名字， 而是 “兹特公议”， 显然是

本村居民商量 “公议” 而建的。 甚至沿

河的房舍没有建成一列平直刻板规式，

包括河道整治洄流等， 也都是 “公议”

的。 这意味着二百年前甚至更早， 就有

村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某种地方自治， 这

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虽然我现在看到桥的周围是一片宁

静闲适， 但眼前却浮现出类似 《清明上

河图》 中的繁华街市景象： 跨泾桥旁的

河埠头， 人们在此坐航船代步， 随着泾

水通往各处———去宁波城里有十几里

路， 航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 北岸店铺

林立， 每逢集市， 更是熙熙攘攘， 摩肩

接踵， 热闹非凡。 到了庙会或祭神的日

子， 亭台就成了演出的舞台， 岸上人头

攒动， 河里航船拥挤， 远近乡民都会从

四面八方赶来在桥上桥下相拥观赏。 明

代万历年间， 本村有一位儒生陈自谦写

了一篇洋洋洒洒的 《横泾形胜赋》， 以

华丽富美的辞藻， 极其热烈挚爱之情，

颂赞了家乡横泾的气象万千和陈氏家族

聚居于此、 人杰辈出的胜景。 这篇赋载

录于陈氏宗谱， 距今也有四百多年了。

尽管如今世事巨变， 昔日繁华不再， 但

是村中的一木一石依然记载着， 更似在

倾诉着先祖们诗一般的传奇故事。

在南岸， 我看到了更多的风物。 宋

代修建的石池庙，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被

拆毁， 村民却识它的价值， 把神像悄悄

移存于陋室。 到本世纪热心公益的人们

捐资重建石池庙， 神像得以归位。 庙北

曾是陈氏墓园， 其中就有明初陈本深太

守的古墓， 也在那时拆毁， 当时太守墓

中仅见一泓清水 ， 一块圹志 ， 别无他

物。 这块 1462 年的圹志， 被参与拆墓

的陈氏后裔陈全庆悄悄地背回匿藏于家

中， 现在也保存在重建的石池庙里。 此

碑石约刻有 280 字， 题为 “故吉安府太

守陈公圹志”， 记载着最早定居于横泾

的先祖陈昌和陈本深的生平， 算来也有

五百多年历史了。

在错落稠密的屋舍间， 我寻访到了

一位奇人。 陈安新， 八十二岁高龄了，

该是我同宗同辈的族弟。 他住在原先的

祖宅里， 这座祖宅还有楼上楼下、 前院

后院， 但只是原来大宅院仅剩的一个角

落。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也亲切得像自

家兄弟一样。 他满头银发， 高大胖胖的

身子， 嗓门很大， 热情健谈， 领着我去

到陈氏宗祠。

我完全没有想到这座陈氏宗祠是如

此巍峨庄严。 整座祠堂构架和门前石鼓

都还是古已有之的原物 。 正殿 “昼锦

堂” 匾额， 原匾本来也是传存的， 到了

动乱年代仍不免于劫难， 现在看到的是

后来重写的。 “昼锦堂”， 最早见于北

宋欧阳修为当时宰相韩琦所写的 《相州

昼锦堂记》。 韩琦是著名政治家， 对国

家有 “丰功盛烈”， 曾在相州 （今安阳）

他家后院建有 “昼锦堂”。 欧阳修撰文

记事称 ： 韩琦筑堂 ， 不同于一般人以

“衣锦还乡” 为荣； 他却在园中 “刻诗

于石”， 告诫乡人不要以那些歌功颂德

的话为荣， 不要把那些虚荣浮夸的东西

当回事， 而要 “以为戒”。 陈安新告诉

我： 天下曾有三个 “昼锦堂” ———第一

个就是韩琦修筑的， 第二个由明初兵部

主事张鼎建于江西新余， 第三个是明代

吉安太守陈本深在家乡横泾修建的。 后

二者都应是依照欧阳修说的当年韩琦建

“昼锦堂” 原意， 希望后人 “德被生民，

功施社稷”， 这也正是先祖的襟怀。

陈安新多年来广泛查阅研读了 《明

史》 《四明谈助》 《宁波府志》 《鄞县

通志》， 遍寻各种有关的典籍， 弄清了

陈氏宗祠创建的历史本末。

事情还是从陈本深谈起。 明宣德年

间， 朝廷一次性派遣了况钟、 陈本深等

数位清正能干的官员去治理九个 “繁剧

难治” 的郡府。 陈本深到了江西吉安府

除暴安良 ， 改变了盗贼横行的混乱局

面。 九年后， 政治清明， 乡民和谐到以

有争讼纠纷为耻， 衙门里的吏役竟无事

可干。 偶有什么烦扰， 连小孩都可直接

找到陈本深榻前申诉， 请求判断曲直。

九年任期满了， 老百姓相聚挽留的愿望

直送达朝廷， 于是又留任了九年， 老百

姓还是舍不得他离去 。 陈本深幽默地

说： “你们看那家人家鼓乐齐鸣正在办

婚事 。 我初来此地时那位新娘还是婴

儿， 我看着她长大， 现在已经要出嫁成

婚了。 我怎么还能再留在此地呢？”

陈本深当了十八年吉安知府后， 回

到家乡养老， 却还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

在 1445 年修建了陈氏宗祠。 奉宋代陈

昌为始祖。 陈昌是南宋的武将， 曾任奉

国军司马， 定居横泾后子孙繁衍， 成了

本村的主姓， 后来还散居全国各地。 二

是建陈氏宗谱， 把自陈昌以后的世系详

细胪列 ， 陈本深是第八世 。 从此经历

明、 清、 民国， 先后对祠堂和宗谱有过

七次续修。 第七次是在 1948 年， 当地

族人会同旅沪的同乡二十多人一起主持

议决， 不仅将宗祠维修一新， 而且采访

了四千余家后裔， 历时一年有余， 编纂

了四十大卷宗谱， 印制了六套， 分存各

房。 这时从陈昌起已是传代到第二十九

世了。

这样大的工程也都是民间自发进

行， 才使近六百年的祠堂和记载着九百

多年的一个姓氏完整的世系得到维护和

传承， 这是很不多见的。 但是从陈安新

的口述和我所见到的， 还有更多的传奇

故事 。 我从祠堂的两篇石碑文得知 ，

1997 年和 2001 年有过两次重修， 碑文

把每次捐资和出义工的名单刻石为证，

多达六十多人， 钱数无论多少， 出工哪

怕一日半天， 细大不捐， 都是出于对祖

先的挚爱之心， 载入明示。 可以看出民

间做事的透明和公开， 以及村民族人对

于公共事务的热诚参与 。 2007 年 ， 镇

政府出巨资进行大规模全面重修， 使古

祠焕然变新貌， 成了境内外族人寻根祭

祖的归宿。

在这些大小修建活动中， 都能看到

陈安新的身影。 他 1992 年从泸州天然

气化工厂退休回家乡后 ， 看到祠堂失

修， 幼年时家里存有的完整宗谱荡然无

存， 原有各房保存的也都不知去向， 深

为郁闷。 他热情参与重修祠堂， 尽心尽

力出主意， 还和族人亲友一起不断寻访

散失的宗谱。 有一天听一位族人说， 在

金家桥村有一次和朋友喝酒时， 看到过

此谱 。 金家桥在横泾西南方向三四里

处， 住有许多从横泾迁去的陈姓后裔。

陈安新和友人急切地去挨家挨户访求， 最

终在一农家找到虽已残破但却多达二十五

大卷的族谱， 真是喜出望外， 像是天赐的

一样。 以后又在另一位族人陈兴隆家见到

保存良好的七大卷， 合计三十二卷。 虽还

缺八卷， 但与其他本子互校， 内容基本可

以补齐了。 他认为： “家谱， 是一个家族

的生命史， 不仅记载着一个家族姓氏的渊

源， 也记录了社会的变迁和发展。”

陈安新几乎是忘情地全心投入到维护

宗祠、 研究家谱的活动中去。 他将有关史

书典籍中重要的本传史料翻译成白话文。

我很惊讶他虽只有初中学历， 却有如此深

厚的古文底子， 译文准确无误。 后来才知

道他从少年时起就酷爱读书， 一辈子不吃

烟酒不打牌， 无论身处怎样的逆境， 总是

沉迷在书海里。

安新把三十二卷的宗谱全部自费缩印

复制留存， 还选了几卷扫描后送给上海、

浙江、 宁波、 鄞县各大图书馆， 原谱仍然

归还原主 。 他独力编写 《鄞县昼锦堂陈

氏》， 内收文字 25 篇， 还拍摄收集了彩色

照片插图一百二十多幅， 成了一部珍贵的

家族简史。 他先后印制了八百册， 免费赠

送给各地族人， 被当地报纸称为 “抢救性

的发掘和整理” 工程， 也因此引来了许多

族人的关注和寻根认祖。 他熟悉家族的历

史渊源， 也熟悉横泾村的历史变迁， 还熟

悉宁波民俗风情掌故。 他说这一切时历历

如数家珍， 他做这一切所花费的都是自己

夫妇俩菲薄的退休工资。

我和陈安新站在昼锦堂前， 他指着不

远处， 说： 原来那里就是陈本深亲手种植

的牡丹花坛。 数百朵牡丹花被周围的广玉

兰、 金桂花、 腊梅花、 黄蔷薇簇拥着。 每

逢花期， 缤纷烂漫， 令人赏心悦目。 城乡

游人都会前来赏花， 有的文人雅士还即兴

吟诗作文。 清代名士全祖望、 周容等都有

吟咏和记叙的诗文传世， 直到 1948 年族

人陈恭芬还写文章说他看到这里的 “牡丹

花盛开倍较往昔 ”。 这样一个枝繁叶茂 、

繁衍近六百年的花坛还是不幸毁了。 看到

安新黯然的神情， 我颇多理解， 这是他小

时候就熟悉和喜爱的地方啊。 这位二十多

年来身处草野陋室的退休工人 ， 倾其所

有， 默默地、 执拗地埋首整理、 维护、 宣

扬古村祖先的历史文化。 他的心愿和理念

非常简单， 他就是出于 “对祖先对家乡无

比热爱， 无比自豪”！

蓝天白云、 小桥流水， 粉墙黛瓦、 古

祠亭台 、 绿树碧草 ， 还有旧日的典籍文

物， 虔诚热心的守护人……美丽宁静的古

村横泾， 我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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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跨泾桥 右： 昼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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