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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
如今，下浦郑米面销往全国各地，备受赞赏。事实

上，它的加工手艺也曾传往各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
浦郑米面已小有名气。为了学到米面加工手艺，其他很
多地方的人来到村里招师傅，说教米面加工可享每月60
元的工资。在那个年代，这算是高工资，很多村民到外地
传授手艺，把下浦郑米面传往各地。

改革开放后，村民们赚钱的途径也多了。因为加工
米面是劳力活，很辛苦却赚得少，很多村民开始做生意
或者外出打工，只剩下部分村民依旧坚守着这个老手
艺。

最初的时候，村里只有一个米面加工点，每天加工
米面用米一两百斤，米水用来喂猪，倒也没什么影响。后
来，下浦郑的米面名气越来越大，村里的米面加工点也
越来越多，发展到11家，每天加工米面用米两万多斤。因
为村民们不再养猪，这些米水直排到河里，造成河水污
染，环境恶化。过去，因为太臭，村民们白天都关着门窗。

直到我区开展“五水共治”，清理河道。村里通过“一
事一议”，争取项目资金，建设集中加工点，并将散乱的
11家米面加工点合并成9家，拆除原先脏乱差的家庭加
工点，全村米面集中加工，污水集中处理。

2017年年初，米面集中加工点正式启用，这一举措
改善了村庄环境，让村民们通过米面加工发家致富的同
时，过上了整洁舒适的生活。“这个米面集中加工点就在
文化礼堂的隔壁，大家看完文化礼堂，还可以到隔壁参
观米面加工，方便又实用。”高桥街道党工委委员吴俏
俏告诉记者，下阶段，该文化礼堂还计划新建米面加工
体验区。

目前，下浦郑村文化礼堂设有和合书院、心灵港
湾、电子阅览室、书画室、面对面讲堂、会面礼堂、舞蹈
房……这里有藏书一万两千多册，还有乒乓球桌，围
棋、象棋等。

“什么时候开始实施全面两孩政策？”5月 18日，在
文化礼堂的面对面讲堂，卫生计生知识竞赛热闹开场。

“知识竞赛抢答形式很刺激，让我们玩得开心的同时了
解了卫生计生相关知识。”来自高桥街道三童岙口村的
参赛人员张亚迪说。

面对面讲堂是该文化礼堂的一大特色。“面”既是米
面的“面”，又暗含在当下缺少面对面交流的时代，借助
文化礼堂这个平台，加强村民间面对面沟通，增进感情。
礼堂建成之后，消防安全讲座、法律讲座、知识讲座等各
类讲座在这里轮番开讲。

“下浦郑村文化礼堂以米面为主题，不仅弘扬了村
里的特色米面，还助推了乡村振兴。”吴俏俏说，“接下
来，我们会继续利用好这个平台，让它成为党和政府的
宣传阵地。”

东魁杨梅是现在世界上最大果形的杨梅，有“乒乓杨
梅”“杨梅之皇”的美誉。可对于它的来源，至今社会上众说
纷纭。为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解析东魁杨梅的发展现状，
笔者在多年调查走访的基础上，对各种原始材料进行甄
别，试图把真实情况告诉社会，以正视听。

一、东魁杨梅的历任主人

东魁杨梅至今约有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先后六易其
主。

第一任主人：原浙江省黄岩县江口乡东岙村解大毛，
权属时间1952年前。由于他家境贫穷，1949年前带着儿子
解小梅离家到宁波给地主种田做长工，1952年由解小梅
回家变卖土地和杨梅树。

第二任主人：不详。
第三任主人：东岙村解梅弟。
第四任主人：东岙村第 3 生产队，权属时间 1958—

1981年。
第五任主人：解梅弟等3人，权属时间1982—2005年。

这 3人分别为解梅弟及其女婿蒋桂生，蒋桂生哥蒋小生。
时间为 1982 年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到
2006年解梅弟病逝。

第六任主人：解加仁（解梅弟儿子）、蒋桂生、蒋小生。
权属时间2006年至今。

二、东魁杨梅的历史称谓

大贫种：1949年前。由于解小梅家境贫寒，当地人称
讨饭者与捕蛇者为“大贫”，故“大贫”的杨梅为“大贫种”。

野杨梅：由于这株树是实生繁殖未经嫁接，当地村民
习惯把未经嫁接的杨梅都称之为“野杨梅”。

巨梅：原澄江区柑橘站等单位当时依照果实大小判断
起名。

青蒂头大梅：原江口乡东岙村第3生产队解梅弟户的
那株一百多年的大杨梅由于果蒂色泽为青绿色，故当地人
称之为青蒂头大梅。1960年 9月，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

所、黄岩柑橘试验站整理的《浙南杨梅调查初稿》中记载：
“青蒂头大梅，晚熟品种在黄岩镇东、东岙（江口）及洪家西
山方桥生产队都有种植。”调查人为郭枢、陈其峰、查永成、
李三玉、谢贵元、张真斌。

东岙大杨梅：青蒂头大梅的又一称谓，以原浙江省黄
岩县江口乡东岙村名称谓。称谓的时间约从 1970—1983
年。

东魁杨梅：定名人是浙江农业大学一级教授吴耕民。
1979年12月“东魁杨梅”的名字首次正式出现在浙江农业
大学编写的《果树栽培学各论》的大学教材中。1983年6月
29日，经浙江省科委鉴定批准将“东岙大杨梅”正式定名
为“东魁杨梅”。“东”，既取东岙村的“东”字，更有包涵东方
的蕴意。吴耕民教授把“东”的含义提升到“东方”的全球区
域理念。因此，与会专家都认同。至于“魁”的含义，则理解
为“大”。这样“东魁杨梅”的整个意义就理解为东方最大的
杨梅。

三、东魁杨梅的选育过程

上世纪 50年代，时为树龄约一百多年的一株野大杨
梅树生长在原黄岩县江口乡东岙村大虫坑山脚边上，原主
人为家境贫寒的解大毛。二易其主后，上世纪 50年代，由
解梅弟管理。当时主人和不少村民均知道，它与其他杨梅
树明显不同，具有大叶大果，肉柱尖、果汁酸的特点。由于
果形特大，本村村民和白龙岙村村民嫁接成活了 16株杨
梅。这些树树龄均为80年左右，正值生长期的嫁接植株树
高比母树矮 1/3左右，其它各项指标比母树还更有优势。
1959—1960年全省果树资源普查时对于该树的原始记载
为：树龄 100多年，树高 9.10米，冠径 6.6/7.2米，干高 0.90
厘米，干周 1.0米，主枝 2个。树势强，抽梢旺。7月初成熟
时，果实呈深红色到红褐色，果面有缝合线，果苔部突起，
采果期仍保持黄绿色，平均单果重 25.1克，最大 42克，植
株丰产性高，有大小年现象，有癞病(癌肿病)现象。1950—
1959年，在东岙村已有第一代营养系植株 16株，树高 6.1
米，冠径 5.6/6.0 米，呈圆头形；第二代营养系 110 株。至

1982年，当时的黄岩全县育苗 10万多株，
成年树 700株，年产量 50吨，引种至福建
和省内 10个县市。为保护知识产权，原黄
岩县澄江柑橘站、浙江农业大学等于1983
年 6月通过省科委组织专家鉴定，次年获
得省科技进步四等奖，主要完成人洪湘
汉、李三玉等；主要完成单位：黄岩县澄江
区柑橘站、浙江农业大学园艺系等。

四、东魁杨梅亲缘关系的鉴定

东魁杨梅历经四次凤凰涅槃。第一次
死亡的时间约为1840—1845年；第二次为
上世纪三十年代；第三次为 1989年；第四次为 2004年 10
月。2015年8月15日，笔者量得东魁杨梅母树高为9.5米，
投影面积 85平方米，两个主干枝一个周干 0.86米，一个
0.68米。

东魁杨梅现在是我国三百多个杨梅品种大家庭中，至
今全球“最大果形、最大果重、最大种植面积、生产量最多”
的一个品种。全国约有350—450万亩，占全国杨梅栽培面
积的65%左右，遍布全国17个省区市。

由于东魁杨梅成果鉴定处
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限于当
时条件难以进行生物技术鉴定，
社会上对于东魁杨梅的始祖树
及其地位有多种说法。为了更好
地证实东魁杨梅品种的真实性，
体现科学性，笔者先后进行了杨
梅气孔、细胞、染色体、基因层面
的多重分析，证实东魁杨梅品种
遗传稳定性较好。组织包括东魁
在内的浙江省 32个地方品种资
源进行气孔检测，证实其气孔密
度、气孔面积、气孔大小均不同
于全国三大栽培品种荸荠种、丁

岙梅、舟山晚稻梅；且营养系后代东魁与母本亲缘关系稳
定。经基因检测，东魁杨梅的大果是由相关基因突变引起
的，不存在饰变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东魁目前是全球最大果重、最大栽培面积
的一个特大型杨梅品种。它在杨梅育种与产业发展史上具
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它是一个“自主发现、自主选育、自筹
经费、自主推广”的典型，对于科研与产业发现具有重要的
指导与借鉴作用。

千 丝 万 缕 是 米 面
——访高桥街道下浦郑村文化礼堂

■本报记者 叶晨曦 通讯员 王子健 王 丹

遗失声明
遗失台州市云峰电器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L3450000350601,开户银行: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岩天长南路支行，开户账
号：512109375000015，开户日期：2016年4月14日，声明作废。

遗失由台州市税务局颁发的台州市黄岩金旺铝轮铸造厂税务登记证副本
一本，税号为33100376868047X,声明作废。

遗失2012年12月4日由台州市黄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台州市黄岩
贵发西瓜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正本一本，注册号为 331003NA000706X(1/1)，声
明作废。

东魁杨梅的前世今生

众所周知，高桥街道下浦郑村是台州有名的

米面村，有悠久的米面加工历史。2016年，下浦郑

村借全区文化礼堂建设的东风，结合特色米面文

化开始筹划文化礼堂，并于去年 10月开始施工。

如今，下浦郑村文化礼堂紧邻该村米面集中加工

点，以“米面”为主题，全方位展示米面文化，不仅

为村民们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所，还打响了村庄

知名度。

黄岩政协文史讲堂之十七

难以忘却的手工米面
下浦郑村有一百多年的米面加工历史。关于

米面的来源，村里还流传着一个传说：相传有乞
丐讨来很多米饭，来不及吃，将它做成米面，以便
储存。

下浦郑村党支部书记杨邦法出生于 1952
年，在他的记忆中，小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以加
工米面营生，他家也不例外。“曾经有一段时期，
我们大队集体加工米面，加工出来的米面全部挂
在路边晾晒，场面很壮观。”杨邦法说。

“以前米面需要纯手工在捣臼里捣，我们七
八岁时自然是捣不动的，就帮忙挂面。”杨邦法回
忆，到了十多岁时，他就挑着家里加工好的米面
外出到各地换米或者稻谷，9两米面可换一斤大
米，一斤米面可换两斤稻谷。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米面改为机器加工，纯
手工加工米面成了回忆。如今，这些都被留在了
文化礼堂里。走进文化礼堂的米面展示厅，浸泡、
研磨、滤水、初蒸、制丝、二蒸、挂面、晾晒，纯手工
加工米面的全过程被做成了模型，展示在这里。

“这些是根据老人的描述制作的生产流程模
型。”杨邦法告诉记者，这些模型可以留住历史，
还可以让孩子们了解手工加工米面的过程，感受
村庄的历史文化底蕴。

下浦郑村的米面种类众多，有粗面、面干等。
因为米面在台州及周边地区深受欢迎，还形成了
多种多样的米面食用习俗，有月子面、长寿面、待
客面……为了整理了与米面有关的资料，建设文
化礼堂时，村里组织70岁以上的老人回忆并进行
口头描述，然后再统一整理成文字。米面加工过
程、米面食用习俗、米面种类、米面用途、米面做法
等都以图文结合的方式，生动形象地进行展示。

拗床、浆桶、捣臼、蒸笼、面
箩 …… 很 多 和 米 面 有 关 的 老 物
件被摆放在展示厅里，这些都是
从村民家中收集来的。听说文化
礼堂建设需要一些老物件，很多
村民主动送上自家的“宝贝”。

村民杨帆今年 30岁，他经常到
文化礼堂活动，除了打乒乓球，还会
看看展厅里和米面有关的东西。他
说：“小时候家里加工米面，我也搭
过手，现在没有做了，时常来这里看
看，可以想起很多以前美好的回
忆。”

其实，下浦郑的历史文化不只
这些。上世纪四十年代，该村村民组
织了一个剧团，他们到各地演出，深
受观众喜欢。如今，剧团虽已解散，
但是下浦郑村每年“做戏”的传统留
了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被列入台州市
第二批、黄岩区第二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黄岩莲花，下浦郑村的
村民就会唱。“以前没有手机，电
视也很少，我们都听广播。那时我
们村村民唱莲花，录制后在广播
上播放。”说起这段往事，杨邦法

有些自豪。
以前，村民们还会自发组织“迎

会”，热闹非凡；村里还有一位男性
村民扮演成各种角色打花鼓，人称

“花鼓小梅”；村里还有人家养过蚕，
建文化礼堂时，村民将做布的机器
送到了文化礼堂……说起下浦郑村
过去的文化记忆，杨邦法滔滔不
绝。

高桥街道因桥而名，还有很多
有名的桥。在文化礼堂三楼墙上的
展板里，这些有名的桥都被一一介
绍，有三洞桥、麻车桥、新官桥……

浙江省柑橘研究
所特色果树研究室主
任，主要从事杨梅、枇
杷的遗传育种与抗逆
栽培，先后主持获得
浙江省科技进步三等
奖3项，主持获得国家
植物新品种权保护与
发明专利 8项，5年来
在国家一级学报发表
论文 12篇，SCI论文 4
篇。

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记

■陈方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