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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文化周刊

【名人轶事】

【红色档案】

【风土人情】

娄宗恕

距宁海解放一个多月前，发生
的“东观山八人塘惨案”，是一起
由中共宁海地下党策反国民党长江
部队起义投诚，最终未遂的事件。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25
日，蒋介石从宁海西店团堧落船，
转道去台湾。驻守江防的国民党青
年军(俗称“长江部队”)22师的两
个团和师部机炮营进驻宁海境内，
和 665团第一营营长高志远所辖的
三个步兵连，共 500多人，驻距城
十里的黄坛街溪头陈村，妄图阻止
我军和三五支队解放宁海。

宁海地下党获悉情报后，立即
指示黄坛地区特派员杨毅从速摸清
敌情。紧接着，遵照中共台工委邵
明和浙东行署“七办”主任童先林
在山洋游击区提出的“搞策反，分
化瓦解敌人。一定要做到人、枪都
拉过来”的4 · 5指示，于5月25日
晚10时，指派西南区区长兼武工队
长杨国兵、区委组织委员陈立民来
到黄坛福安寺联络点。根据杨毅当
天在溪头陈侦察后掌握的敌情，布
置峰溪支部党员郑学文、娄道良以
教师身份为掩护，对驻黄坛地区的
长江部队开展策反工作。

郑学文系黄坛大畈洋人，宁海
简师毕业，桥头小学教师。娄道良
是黄坛金家岙前山村人，三门师范
毕业，石井小学教师。两人都是西
南区属下峰溪支部地下党员。其时
以办夜校等名义组织一批先进青年
参加游击队。接到任务后，他俩利
用郑在木坑郑姑表兄弟吴银球(曾
任国民党自卫队班长、长江部队情
报员)与长江部队营部突击排李排

长和一连二排排长冯满盈的关系，
于 5月 29日(星期日)特邀俩人来吴
家吃饭。当时余姚、宁波、奉化、
镇海已相继解放。席间，李、冯两
排长表露了想投三五支队找生路的
企盼。经反复试探后，确认是真
心，便与之接上了头。并拟定了双
方的行动时间、联络地点和接应方
式等。

5 月 31 日 (端午节前一天)清
晨，郑、娄带着要去参加三五支队
的孔广钱、孔德官等一批热血青
年，先在桥头小学集中，上张家山
会同该村游击队员王兴贤，一起翻
过桃花峧，赶赴西溪烂田湾，与那
里的一支起义的长江部队会合，去
山洋游击区。

这支起义部队共两个排 50 余
人，全副美械装备。在突击排李排
长和二排排长冯满盈的统领下，于
5月30日10点紧急集合，从营部驻
地溪头陈出发，由在后沈抓来的农
民周生水做向导，取道蔡家岙峡谷
小道，朝西北方向行进。过了莘村
岙，登上罗冠岭，时已次日凌晨一
两点钟。部队在岭头休息时，李、
冯两排长逐级向士兵宣布了投靠三
五支队的命令和有关纪律。而后下
金家岙，过桥头村，上杨家山岭，
于上午8时来到西溪烂田湾。

郑、娄与部队接上后，立即就
地借米做饭做接应。这里地处深
山，仅有两户山厂。因人多饭少，
士兵没有吃饱肚子，发起了牢骚。
为稳定情绪，郑、娄与李、冯两排
长商量，部队在山厂前的草坪集
合，由王兴贤作动员报告。王腰插
大屁股手枪，以三五支队身份作了
抚慰士兵的讲话。自称是大队长，

郑为教导员、娄为联络员。并介绍
身边的一班青年，都是去参加三五
支队的。他的讲话虽然有鼓舞士气
作用，但也因此全部暴露了身份。

行进中，为解决部队士兵的吃
饭，又转道去张家山村。当部队开
到离村二里的桃花峧时，已是下午
两三点钟。冯排长命令部队就地休
息，指定突击排上士文书带队原地
待命。由王兴贤领着李排长先下村
安排茶饭。王兴贤找到村里保甲
长，杀了一头猪，安排好茶饭，等
待部队下山。

在桃花峧山顶的士兵，已能望
见溪头陈营部驻地。经过一昼夜周
旋，部队仍离营部不远，不免引起
了疑议。这时，突击排原王副排
长，乘机盅惑煽动骚乱，此人原是
敌营营长高志远的亲信，当部队宣
布起义时，被李排长缴了手枪。后
在行进途中，王再三向李求情，表
示宁死跟随李排长，李排长又把手
枪还了给他。其时王乘李、冯两排
长都不在，便背地拉出两个排的正
副班长，危言已身处绝境，唯有反
戈回击、邀功行赏，才有出路。接
着，他又布置了反水的具体分工。
此时阴郁的桃花峧，隐藏着残酷的
杀机。

当队伍开到脚踝头岭时，王突
然吹响哨子，并开枪打死领队的上
士文书，还下令在岭侧架起机枪，
郑学文、孔广钱俩人被绑在大麦坑
的树上，水小老也被绑在地。娄道
良见势，急忙护着孔德官、孔秋根
从岭反侧逃离。行不多远，敌班长
廖伦举起冲锋枪扫射，娄道良、孔
德官两同志先后中弹牺牲。孔秋根
弹穿胸腹重伤倒地，就势滚下山去

脱逃。水小老弹穿衣服，昏倒在地
上装死，后逃脱。

被王派下村去的黄钦云、彭金
泉、张泽，在村头故作接近李、冯
两排长。当听到哨声，立即动手，
黄钦云开枪打死了李排长，张泽随
即上前抢走了李排长身上的金戒
指、手表。彭金泉平时与冯排长要
好，故意朝天开枪，冯排长乘机溜
下山去，朝沙地西溪方向潜逃(路
经沙地时，冲锋枪被王小钱缴
去)。黄、彭俩随即把枪口对着王
兴贤，张泽抢上将王擒绑。敌王副
排长领队从山上下村，命人砍下李
排长和上士文书两颗头颅，迫郑学
文、王兴贤、孔广钱捧着押赴溪头
陈营部报功。张家山事发时，游击
队员严望银在混乱中逃脱，并赶赴
山洋游击区报告。周生水因未暴露
身份，在押赴营部乘人不备时溜
走。

驻溪头陈敌营长当晚对郑学
文、王兴贤、孔广钱进行突击审
讯。三人均遭严刑拷问，被打得皮
开肉绽，却得不到口供。当夜三人
被押解至驻城团部。郑学文再次受
酷刑拷打，遍体鳞伤，仍不吐真
情，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
神。

次日凌晨，郑学文、王兴贤、
孔广钱和另外 5位卖笋青年，同时
被活埋在东门外的东观山。后来，
从挖出来的尸体看到郑学文被斩断
脚筋，王兴贤被砍断了头。这就是
《宁海县志》记载的东观山“八人
塘惨案”，是地下工作者为革命献
身的悲壮一幕。

黎明前的黑暗
宁海地下党策反国民党部队纪实

陈一兵

掇：端，搬，双手提。
第 2回：那后生爬将起来，便

去旁边掇条凳子，纳王进坐。
宁海民谣：自炒冷饭自掇凳，

冷水浆脚冷被困。
捱：拖延；熬。
第 30回：捱了六十日限满，牢

中取出武松，当厅开了枷。
宁海谚语：门角后拉屙捱弗过

天亮。
斫：砍。
第 32回：武行者一刀斫将去，

却斫了个空，使得力猛。
宁海谚语：做人难做保，斫树

难斫脑。
捺：压，往下按。
第 39 回：话说李逵把指头捺

倒了那女娘。
宁海谚语：挲挲圆捺捺扁
望：看，探望；看管；依靠，期

盼。
第 43回：这个也去取爷，那个

也去望娘，偏铁牛是土掘坑里钻出
来的。

宁海谚语：鲞头交给猫望，嫌
尔欠多。

斗：凑，筹集；组装，装配；称粮
容器。

第 24 回：从邻舍斗分子来与
武松人情，武大又安排回席，都不
在话下。

宁海话：钞票斗弗拢；男扫帚，
女畚斗。

掼：摔，扔，砸。
第 25回：武松左手提了人头，

右手拔出尖刀，挑开帘子，钻将入
来，把那妇人头望西门庆脸上掼将
来。

宁海谚语：暴养羊，捧上墙；养
养惯，羊桩掼。

相：看。
第 6回：智深相了一相，走到

树前。
宁海谚语：娘饭香，夫饭长，兄

弟饭，莫思量，兄嫂饭，门外相。
籴：买米。
第 25回：武大道：既是如此，

却是亏了兄弟，我有数贯钱，与你
把去籴米。

宁海话：籴米。
回：兑换；调剂。
第 10回：林冲道：小人身边有

些银子，望烦回些酒吃。
宁海话：格东西买弗着，你回

点搭我！
转去：回去，返回；
第 23回：武松读了印信榜文，

方知有虎，欲等待转身再回酒店里
来，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
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

宁海话：好转去类，难得内客
来寻！

叫饶：求饶。
第 42 回：两三个士兵跌倒在

龙墀里，被树根钩住了衣服，死也
挣脱不了，手里丢了朴刀，扯着衣
裳叫饶。

宁海话：讨叫饶。
过酒：下酒。
第 16 回：就送这几个枣子与

你们过酒。
宁海话：过酒下饭炒两只；撮

虾过老酒。
上手：得手，得逞；开始，行动。
第 45回：只吃杨雄阻滞碍眼，

因此不能够上手，自从和这妇人结
识起。

宁海话：介晏上手要落夜。
撮药：抓药，捉药。
第 2回：我个医心疼的方，叫

庄客去县撮药来，与你老母亲吃。
宁海话：撮药医毛病。
听闻：听见，听到。
第 1回：今经八九代祖师，誓

不敢开，锁用铜汁灌铸，谁知里面
的事。小道自来主持本宫三十余
年，也只听闻。

宁海歇后语:白峤岭头骂知
县，勿听闻。

着力：用力，使劲；疲劳。
第 49回：他说道：只除姐姐便

救得他。若不早早用心着力，难以
救拔。

宁海话：着力相；着力猛。
将息：调养，休息，保养。
第 21回：婆惜笑道：天教我和

张三买物事吃，这几日我见张三瘦
了，我正要买些东西和他将息。

宁海谚语：早困多将息，呒不
铜钿买有力。

生事：找事，滋事。
第 59回：今有两个兄弟，无事

被贺太守生事陷害，下在牢里。
宁海话：寻生事。
拢来：靠近，接近。
第 37回：那长汉道：你且摇拢

来和你商量。
宁海话：摸拢来，互拢来。
做生活：干活，劳动。
第 4回：那汉子道：“我这酒挑

上去，只卖与寺内火工、道人、直
厅、轿夫、老郎们做生活的吃。”

宁海谚语：内客人相灶间，做
生活相地边。

晏：晚。
第 24回：自武松去了数十日，

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归，归到家
里，便关了门。

宁海谚语：早晏上田畈。
暴：刚开始，刚入手。
第 36回：如今暴得做个都头，

知道甚么义理！
宁海谚语：暴吃馒头三口生；

暴时讨饭怕挈篮。
橛：一截，一段。
第 23回：武松放了手，来松树

边寻那打折的棒橛，拿在手里，只
怕大虫不死，打棒橛又打了一回。

宁海话：长尾巴鸟飞过洋，前
橛还是后橛长。

健：力大，勇猛，武艺高。
第 61回：卢俊义全然不慌，越

斗越健，正好步斗。
宁海谚语：上山靠健，落海靠

勤。
闹热：热闹。
第 3回：鲁达心慌抢路……入

得城去，见市井闹热。
宁海话：空闹热，难闹热。
拢身：近身。
第 38 回：怎敌得李逵水牛般

气力，直推将开去，不能够拢身。
宁海话：格老本五六个人难拢

身。
落肚：下肚，进肚。
第 24 回：那妇人也有三杯酒

落肚，哄动春心，那里按纳的住，只
管把闲话来说。

宁海话：三杯老酒落肚，闲话
多起来难熬。

做大：当老大。
第 75回：李逵道：你那皇帝，

正不知我这里众好汉，来招安老爷
们，倒要做大！

宁海话：想做大，要舍得。
解板：剖木板；合谋算计他人。
第 80回：张青、孙新入到里面

看时，匠人数千，解板的在一处，钉
船的在一处。

宁海话：搓麻将要解板咯。
尅毒：坏心眼，恶毒。
第 79回：不想济州有一老吏，

姓王名瑾，那人平生尅毒，人尽呼
为剜心王。

宁海话：格个人做事干，尅毒
的猛。

落得：巴不得，顺水推舟。
第 24回：只见说撑船就岸，几

曾有撑岸就船。你不来睬我，老娘
倒落得。

宁海谚语：姑娘嫂，落得好。
做眼：引路；做参谋，拿主意。
第 18回：叫了店主人做眼，径

奔到白胜家，却日三更时分。
宁海谚语：上鱼望虾做眼。
腌臜：肮脏，不干净；窝囊。
第 7回：林冲道：男子汉空有

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
之下，受这般腌臜的气。

宁海民谣：十四夜，燂址界，谷
米粟帛燂进里，腌臜晦气燂出外。

做脚：当下手，做助手。
第 45 回：这和尚只待头陀报

了，便离寺来，那妇人专得迎儿做
脚，放他出入，因此快活偷养和戏
耍。

宁海话：上紧点！望尔做脚
咯。

硬诤：强辩；抵赖。
第 46回：石秀道：嫂嫂，你休

要硬诤，教你看个证见。
宁海话：是赚便赚，休要死卵

硬诤！
活泛：流畅，灵活，娴熟。
第 5回：智深正使得活泛，只

见墙外一个官人看见喝采道：“端
得使得好！”

宁海话：其做生活手势活泛的
猛。

滥污：龌龊，卑污；马虎、糊涂。
第 33 回：小弟是个武官副知

寨，每每被这厮殴气，恨不得杀了
这滥污贼禽兽。

宁海谚语：只有滥污吃，无不
滥污做。

还心愿：还愿。
第 42 回：宋江在马上以手加

额，望空顶礼，称谢神明庇佑之功，
容日专当拜还心愿。

宁海话：做点事干，难装起来
还心愿样！

（完）

《水浒传》中的宁海话（二）

葛云高

万历四十四年 （1616），徐霞
客在《游黄山日记》中写道：“到
松谷庵，再循溪下，溪边香气袭
人，则一梅亭亭正发，山寒稽雪，
至是始芳！”徐先生在此溪边发现
这株梅，表现出愉悦的心情，虽然
凌寒独自开，但感悟到梅花相媚
妩。

天启三年 （1623），在 《游太
和山日记》中，徐先生写道：“谒
榔仙祠。祠与南岩对峙，前有榔树
特大，无寸肤，赤干耸立，纤芽未
发。傍多榔梅树，亦高耸，花色深
浅如桃杏，蒂垂丝作海棠状。梅与
榔本山中两种，相传玄帝插梅寄

榔，成此异种云。”这里徐先生的
记述中可以看出，榔梅原是梅树形
骸，是玄帝插梅变成的。玄帝名为
颛顼，又称真武大帝、玄武大帝。
在徐先生看来，这榔梅树不仅仅是
自然的树木，而且有文化含义：它
是玄帝所栽，意义很大。

崇祯六年 （1633），在 《游恒
山日记》中，徐先生写道：“村居
颇盛，皆植梅杏，成林蔽麓。既出
谷，复得平陆。”徐先生写的龙峪
堡临之村落，坐落在山坳中，很
大，皆植梅杏，梅杏树大华盖，村
居景致很美。短短数语，将静景勾
勒成一个世外桃源，令人向往。

崇祯十年 （1637），在 《粤西
游日记三》中，徐先生写道：“初

至村，遥见屋角黄花灿烂，以为
菊，疑无此盛，逼视之，乃细花丛
丛，不知其名。又见白梅一树，折
之，固李也。黄英白李，错红霜叶
中，亦仲冬一奇景。”以上记述可
见徐先生痴情于梅成癖的程度，错
把李树作白梅了。

崇祯十一年 （1638），在 《滇
游日记四》中，徐先生写道：“亭
前红梅盛开。此中梅俱叶而花，全
非吾乡本色，惟一株傍亭檐，摘去
其叶，始露面目，犹故人之免冑相
见也。”“此间皆红梅，白者不植。
中夜独起相对，恍似罗浮魂梦间，
然满枝头，转觉翠羽大多多耳。”

在此，徐先生见到梅树抒发了
感慨，想到家乡江苏的梅，是先花

后叶的。云南的一株梅，摘去了
叶，始露面目。他比喻为故人相
见。后来他住宿在斋中，白天见到
窗外有一株红梅盛开，到半夜起来
还要去与梅相见诉说。猜想他想起
了家人。

崇祯十一年（1638），《滇游日
记五》中，徐先生写道：“桥侧有
梅一株，枝丛而干甚古，瓣细而花
甚密，绿蒂朱蕾，冰魂粉眼，恍见
吾乡故人，不若滇省所见，皆带叶
红花。”这里，徐先生见到桥侧的
一株梅树，又一次想起了家人。

徐先生在游记里写了很多梅，
上面仅举几例梅事。

《徐霞客游记》里的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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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酒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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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