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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方问禹、崔力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 353 年）阴历三
月，一场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禊礼盛会，在会
稽山阴之兰亭举行。众人饮酒赋诗，将作品结为
一集，王羲之写下《兰亭序》总述其事，由此成就
了中国书法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
　　 1600 多年后的今天，会稽山下书会如常，
惠风和畅。兰亭所在地———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
区，在历史文化与江南山水滋养下，成长为一座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国际纺都”，一座老百
姓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城市。

文化沃土

　　明代文人袁宏道写绍兴，“船方尖履小，士
比鲫鱼多”，当代人“跟着课本游绍兴”，大儒王
阳明、书圣王羲之、文学家鲁迅、教育家蔡元培，
以及贺知章、陆游、徐渭、陈建功、钱三强、竺可
桢等文化名人灿若星河。
　　作为老绍兴县，稽山鉴水滋养的柯桥，也是
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历史上那场著名的醉酒现场，书圣王羲之
写下被后世书家尊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
序》，也让兰亭这个集镇成为闻名千年的书法圣
地。今天的柯桥区兰亭街道，书法气息依旧
浓郁。
　　由沙孟海、钱君匋、陆俨少等 28 位书法家
倡议、1982 年成立的兰亭书会，今年 7 月在柯
桥举行了一场“抚今追昔——— 兰亭书会 40 周
年庆书法作品展”，国内外众多名家参展。
　　兰亭有书法渊源，柯桥其他一些地方也毫
不逊色，不少镇村的历史气息甚至可以追溯至
上古传说。
　　源自“大禹治水”传说，柯桥区夏履镇因“履
遗不蹑”而得名；安昌街道西扆山村曾有传说

“禹以山为扆，朝见万国诸侯”；稽东镇千年古村
落冢斜村，相传舜帝、禹妃皆葬于该村大龙山
麓……
　　柯桥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汉代设在柯山
下鉴湖畔的驿馆高迁亭。东汉名士蔡邕避祸江
南时，曾取亭内竹椽为笛，留下了“柯亭之竹”的
故事。由此，柯桥又名笛里。
　　光明居位于柯桥区齐贤街道一个“暧暧远
人村，依依墟里烟”的小村，院前有一块“光大渊
明”的石刻印章。相传陶渊明曾来此处短暂居
住，留下地名“陶里”。
　　有千年历史的柯桥古镇上，耳熟能详的历
史名人留下诸多轶事典故，台门文化、师爷文化
与纺织文化古今交融，让这座江南街区显得生
动而厚重。
　　近些年柯桥古镇保护开发，以保留传统、恢
复原貌为主，力保历史原真性。柯桥将一些保留
较好的传统建筑及传统构件迁移至街区内进行
异地保护，其中包括古石桥 2 座、老台门 5 座、
老石板 8571 平方米、石门斗 26 座。
　　流经柯桥区平水镇的若耶溪，也是一座独
特的历史文化标识。据记载，早在 2400 多年前，
薛烛曾向越王献策：“若耶之溪涸而铜出。”铸剑
大师欧冶子赶到这里铸造宝剑，竟一日铸成。
　　于是，若耶溪周边的山得名日铸岭，岭上的
茶叶又得名日铸茶。今天的平水日铸茶，已经被
纳入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作为“浙东唐诗之路”的重要节点，富有诗
情画意的若耶溪，引得文人雅士流连忘返。孟浩
然的“白首垂钓翁，新妆浣纱女”，李白的“若耶
溪畔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都描绘了若耶
溪风光。此外，宋代王安石、苏东坡、陆游，明代
王守仁、徐渭、王思任等也都泛舟若耶，留下丽
词佳文。
　　位于柯桥的湖塘是鉴湖江的发源地。鉴湖
与会稽山相映成辉，从晋代，历隋、唐到宋，一直
到明清时期，这里都是文人墨客神往之地，撑起
了“一部全唐诗，半部在鉴湖”的说法。
　　有了文化滋润，鉴湖水的实用功能也多了
一分传奇色彩。在绍兴当地，民间素有“汲取门
前鉴湖水，酿得绍酒万里香”之说。如今，鉴湖江
两岸有“会稽山”“塔牌”等黄酒企业 10 余家。
　　柯桥还有悠久的越窑青瓷制造史，地域内
有众多越窑遗址、得天独厚的瓷土资源。据《绍
兴县志》记载，早在汉晋六朝时期，柯桥地域的
越窑青瓷窑址就有 5 个。

　　 2020 年 5 月，浙江省发布首批 20 项“浙
江文化印记”，其中绍兴黄酒、《兰亭序》、越剧有
深深的柯桥烙印，而青瓷、京杭大运河浙江段、
钱塘潮、浙东学派、西泠印社等，则与柯桥有密
不可分的缘分。

江南水乡

　　绍兴伴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美，是中
国最具代表性的水乡之一。遇水自然要架桥，自
古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了便利商贸，通达
交通，架起了各式各样的桥。
　　正如木心先生所言，“有骨的江南，当看绍
兴”。一说是指绍兴文人之风骨，也有人说，是指
串联起密集水网的绍兴的桥。
　　作为绍兴水乡重镇，柯桥古镇是浙东地区
漕运水道的要津。据说，三国时期的绍兴就已形
成草市，到宋代设驿站，至明清时代，柯桥则已
成为浙东商贸重镇，更显繁华。
　　从地理上看，柯桥位于浙江中北部、绍兴市
北部、会稽山北麓，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东与
上虞区分界，东南和西南分别与嵊州市、诸暨市
为邻，西和西北部与杭州市萧山区、钱塘区接
壤，北濒杭州湾，腹部横亘越城区，是地地道道
的江南水乡。
　　柯水潺潺，运河悠悠，宋代的柯桥、明代的
融光桥、清代的永丰桥，站上“三桥”眺望“四
水”，别有一番穿越历史时空的韵味。而“柯桥”
这个地名，也正是得名于“柯水之上的桥梁”。
　　柯桥景区内，河道曲折贯通，桥连着路，路
连着桥，桥连着桥。古树、古桥、古建筑，无论建
筑色调还是环境风格，满满的都是复古感和年
代感。
　　烟雨朦胧之中，乌篷船“吱呀呀”地摇过，承
载了多少江南人的思乡之情。桥上的人看船上
的人，船上的人看岸边的人，时移世异，岁月变
换，江南人的故乡里始终少不了枕水人家、青石
板上的湿苔藓和一只只乌篷船。
　　漫步临水古巷，不多时便能感受到江南小
城里透着柴米油盐味的烟火气。街边木架上有
条理地搭着熏肠、鹌鹑和腊鸭，手工布鞋和砧板
在沿街售卖，炒货店、杂货店的木桌子参差摆到
窄街上，对向而行的人们会默契错身，然后走向
各自的远方。
　　柯桥美食中，最具特色的“十碗头”，白鲞扣
鸡、干菜焖肉、酱腊三味、霉千张千刀肉、清汤鱼
丸、嵊州炖鸭、西施煎豆腐、新昌炒年糕、糟鸡和
扎肉，每吃一口都是正宗的绍兴味道。
　　古纤道，位于浙东运河绍兴段，自东而西穿

越绍兴全境。这条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水
路通道，曾经是绍兴连接外部世界的干线
交通。
　　唐代中叶以后，绍兴的丝绸、瓷器、茶叶、
黄酒成为大宗商品被大量运销外地，陆上交
通已不能适应需要，水路运输则不断延展，方
便行舟背纤的纤道也随之砌筑完善。
　　古纤道中心在柯桥一带，有临水依岸、破
水而筑两种。1988 年，古纤道作为文物建筑
中的孤例，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
范围东起柯桥区柯桥街道上谢桥，西至柯桥
区钱清街道板桥，全长 7.5 公里。
　　鲁迅笔下《社戏》中，顽童穿梭于观众中
的热闹场面，船夫坐在船头观看社戏的水乡
风情，大抵在古纤道沿岸。眼下在柯桥，一些
地方依旧保有看社戏、摇乌篷船的江南水
乡场景。

“丝路明珠”

　　如同水流经久不息，以丝绸、瓷器、茶叶
为代表，沿着水路通达四方的商贸繁华绵延
千年，并在当代达到新高度。
　　位于柯桥的浙江古纤道绿色纤维有限公
司是涤纶工业纤维制造商、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产品在汽车工业、能源运输、海洋工程、建
筑材料、安全防护等领域发挥了独特作用。
　　这家企业所在的化纤产业，是大纺织产
业的中间一环。前者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
家支柱产业，后者是关系国计民生、万亿元级
别的全球性商贸产业。
　　我国化纤产业集中于长三角地区，有 6
家主要企业，4 家在浙江，2 家在江苏，都处
在江南水乡，占据全球化纤主要市场。
　　浙江是纺织大省，现代纺织产业居全国
首位，化纤产量占全国近一半，印染布产量占
全国一半以上。2021 年，浙江省纺织和服装
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10003
亿元、营业收入 10716 亿元。
　　湖州的织造，嘉兴的经编、化纤、毛衫，杭
州的丝绸、化纤，绍兴的印染、市场、染化料，
宁波的服装，台州的产业用布，金华的无缝针
织、牛仔裤、针纺……摊开浙江省地图，以块
状经济为特色的大纺织产业链的分工与协
作，脉络极其清晰。
　　地处这些地方的物理中心，水乡柯桥崛
起了一座“国际纺都”。这里成为亚洲最大的
布匹专业市场所在地、世界最大的纺织贸易
集聚地，全球近 1/4 纺织产品在此交易，远销

19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里有市场主体 15 万余家，规上工业
企业 1300 余家，限上商贸企业 1200 余家，
高新技术企业 470 家，上市企业 17 家。
　　 1992 年，“绍兴轻纺市场”更名为“中国
轻纺城”，成为全国首个冠之以“中国”的轻纺
专业市场。30 年来，从摇着船橹的“水上布
市”，到大胆开辟“马路市场”，再到建设“国际
纺都”，柯桥的“一块布”闯出全球影响力。
　　在柯桥柯海公路上，来往的装料货车川
流不息，蔚为壮观：由南向北是运进蓝印时尚
小镇进行印染的白色坯布，反向则是五颜六
色的纺织面料，分散到产业链下游。
　　在墨尔本大学毕业后，绍兴创金贸易有
限公司总经理郑龙选择回乡创业。在他看来，
柯桥数以万计的“蚂蚁雄兵”从事绣花、烫金、
压皱、贸易等环节，既竞争又协作，伴随市场
荣枯有所起伏，但总能在低潮过后“春风吹又
生”。
　　柯桥区商务局介绍，今年柯桥退出的市
场主体有 5000 多家，而新设达到 1.5 万家，
净增近万家，这表明柯桥纺织业依旧充满生
机活力。
　　以面料出口为主的“国际纺都”柯桥，纺
织产业兴盛的渊源，可以追溯至“丝绸之路”。
　　记者从中国丝绸博物馆了解到，宋王朝
的建立结束了自晚唐以来各方势力割据一方
的混乱局面，北方传统丝绸产区由于连年战
乱及气候变化，丝绸生产日渐萎缩，长江中下
游地区的丝绸重心地位日益凸显。宋元时期

“农商并重”和开放的海洋政策，促使丝绸流
通特别是海外贸易更普遍、频繁，海上丝绸之
路取代陆路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途径。
　　明代以后，随着北方丝绸业的衰退和棉
布业的兴起，形成了以苏南、浙北的环太湖流
域的蚕桑生产核心，并呈现专业化和商业化
倾向。明代中叶涌现出一批江南丝绸重镇。
　　千年丝路熠熠生辉，古道新程硕果累累。
　　作为丝绸的起源地、“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出发地，浙江“衣被天下”，古代是丝，今
天是布。
　 　 今 年 前 三 季 度 ，柯 桥 全 区 外 贸 出 口
966.7 亿元，同比增长 25.9%。其中，面向“一
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出口 562.23 亿元，同比
增长 28.2%。
　　东海的远洋巨轮、中欧班列等代替了曾
经的古纤道，将柯桥繁盛千年的商贸网络延
伸到了全世界的各个角落。作为“一带一路”
承前启后的重要节点之一，这颗“丝路明珠”

熠熠生辉。

诗意栖居

　　今年 9 月，我国短跑名将、男子 200 米
亚洲纪录保持者谢震业与 2015 年亚洲田径
锦标赛女子跳远冠军陆敏佳官宣喜讯。这两
位运动员都是柯桥人。
　　 2022 年浙江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中，柯
桥运动员在射击、羽毛球、足球、攀岩等多个
项目中取得较好成绩，当地体教融合改革试
点展现成效。
　　一块体育高地背后，往往有一座视野开
阔、全面发展、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柯桥区全
区常住人口为 1098859 人，十年间增加
138108 人，增长 14.38% ，增速位居绍兴全
市第一。
　　从直观感受来说，拥有百万常住人口、连
续多年入选中国经济十强县（区）的柯桥已经
是一座现代都市。
　　目前柯桥建成区面积达到 80 平方公
里，有 430 多幢 18 层以上高楼。当地近年累
计引育浙江省级以上高层次人才 276 名、外
籍院士 16 名，并引进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
院、浙江树人大学等。
　　在“老绍兴”，这里是经济实力最为雄厚
的“金柯桥”；在杭州与绍兴之间，这里是一根

“金扁担”。
　　柯桥还是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先行创
建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示范区省级评估第
一，慈善发展指数列浙江全省区县市第三，健
康浙江考核连续三年优秀，连续 17 年成功
创建浙江省级平安区。
　　柯桥大渡社区由 5 个居民小区组成，住
户 6300 余户，居民超过 2.5 万人，60% 以
上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新柯桥人”，还有 500
多位外籍居民。为了让居民更加和睦，大渡
社区推广“大渡社区文化”数字化应用，打造

“家头条”“邻里帮”“文 E 家”三大文化应用
场景。
　　作为浙江省首批未来社区，这里既有数
字化应用场景，也保留一些传统生活方式：社
区会定期开展“邻里糕”制作活动，大家一起
做，相互分享；针对居民缝缝补补、修鞋配钥
匙的需求，不少老年居民有这方面特长，于是
成立了达人工作室发挥余热。
　　作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试点地区，底蕴深厚、山水相依、产业兴旺
的柯桥，共同富裕建设同样走在前列。立足

“国际纺都”涵养“诗意栖居”，柯桥努力实现
高水平的协调均衡发展。
　　 2020 年 2 月的一天，绍兴市中心医院
一名护士长曹玲玲按惯例送病愈患者出门，
刚打算挥手告别，2 岁的小男孩突然鞠了一
躬，她立马还礼。这温暖的一幕，凑巧被一旁
的医护人员拍了下来。
　　“最萌鞠躬照”在微信朋友圈迅速传播，
感动了无数人。照片折射了柯桥新时代风采，
这里老百姓不断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有。
　　今年 10 月，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
局公布了 100 个单位入选 2022 年国家乡村
振兴示范县创建单位，柯桥区位列其中。
　　 2021 年，柯桥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 71074 元，同比增长 10.7%。目前，柯
桥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1.65，中等收入群体占
比超过 79%，城乡协调均衡发展不断取得新
成就，共同富裕建设走在浙江省乃至全国
前列。
  每到用餐时间，柯桥区平水镇王化村长
塘头自然村的“金秋老人食堂”都会饭菜飘
香，工作人员招呼数十位老人落座，一边唠着
家常，一边享用营养丰富的免费爱心餐。
　　老人方便地吃上可口饭菜，得益于村里
引进的“金秋家园·长塘头”共富项目。依托农
村自然风光、秀美茶园和人文历史，加上现代
公共服务设施，这个村吸引了不少城市居民
前来养生养老、观光旅游。
　　“借助这个项目，村里盘活了闲置农房
300 多间，带动 200 多人就业，并通过项目
经营收入补贴养老公益服务，村民的幸福感
显著提升。”王化村党总支书记张承武说。

会稽山下古兰亭，“惠风和畅”到如今

▲ 10 月 1 日，柯桥鉴湖里岸边向日葵开放，市民出来休闲度假（无人机航拍）。 柯桥区委宣传部供图

　　（上接 11 版）1949 年 4 月，华北人民野战
军发起太原战役。为了攻破这个阎锡山集团经
营多年的老巢，从 1948 年 10 月起，我军即对
太原外围要点发起进攻，占领城南和东山各要
点，歼敌 5 万余人，紧缩对太原城的包围。
　　“后来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为了稳住平
津敌人，太原前线部队暂缓攻城。”太原解放纪
念馆工作人员张超说。1949 年 3 月，太原前线
司令部和党的前委组成，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
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统一各部队的指挥。华
北 军 区 第 1 8 、1 9 、2 0 三 个 兵 团 联 合 会 攻
太原。
　　萧逸作为随军记者，希望参加攻打太原城
郊要塞双塔寺的战斗。
　　双塔寺原名永祚寺，位于太原市东郊郝庄
村南，建于明万历年间。寺区地势较高，南可控
制太原东南，北可俯瞰太原城。相传李自成过两
塔时曾作诗云：“郝庄两座塔，就把天来穿。穿也

穿不上，多放两块砖。”
　　张超介绍，为了固守太原城，敌东南防御区
指挥部及 43 军军部即设于双塔寺。“在寺区不
足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敌军筑有山炮阵地和
数十个碉堡，并设有雷区、外壕、鹿寨、铁丝网等
副防御工事。”
　　 4 月上旬，华北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对太原
的包围，逐一展开了扫清外围之敌的战斗。攻打
双塔寺的部队每天除了阻击敌人的反扑外，还
展开了猛烈的政治攻势，向敌军喊话：“平津解
放了，你们还能守住太原吗？”“阎军兄弟，投降
起义是你们的出路！”敌我阵地相距不足一百
米，双方原约定喊话时互不打枪。但是，敌人
诈降。
　　 4 月 14 日，萧逸随我军敌工干事来到前
沿阵地采访。在新占领的敌军碉堡内，他拿起话
筒，向敌军喊话，宣讲形势和政策，要他们立即
放下武器。这时，敌人突然放出冷枪，一颗子弹

从碉堡的枪眼外射进来，正中萧逸头部，他当
即倒下。
　　英勇牺牲的萧逸年仅 34 岁。

红花遍地开

　　萧逸的牺牲，给分社的同志们带来了巨
大的悲痛。
　　战友们清点他的遗物，里面有一本本采
访日记和写作计划，没有写完的数万字的小
说草稿，还有萧逸在北平为岳父母拍的照片，
以及沈霞的部分遗物。
　　在他牺牲后的第三天，张帆将萧逸牺牲
经过向茅盾作了专函报告，并寄去了萧逸
的遗物。
　　“萧逸此番在前线牺牲，大出意外，我们
的悲痛是双重的，为国家，失一有为的青年，
为他私人想，一番壮志，许多写作计划，都没

有实现……我已经多年来‘学会’了把眼泪化
成愤怒，但萧逸之死却使我几次落泪。”茅盾
以极为沉痛和复杂的心情写来回信。
　　萧逸牺牲后，前线分社派人寻觅墓地，把
萧逸葬于双塔寺西北 200 多米的地方，墓前
立碑，并刻有墓志。不幸的是，在“十年动乱”
期间，萧逸的墓碑遭遇厄运。
　　“萧逸同志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却是整
个新华社记者群体的缩影。”萧逸的同事、已
故新华社记者马明在回忆萧逸的文章中这
样写道。
　　马明曾在新华社吕梁分社、山西分社工
作。在他的文章中，回忆了这段往事：“有几次
我陪同外地来的老同志，到处寻找也没有下
落。1982 年深秋，年过六旬的林呐同志，从天
津重返太原，直奔萧逸的墓地，想着祭奠当年
朝夕相处的战友，结果也没有见到他亲手参
加竖起的那块墓碑。”

　　“那之后，我父亲记在心里，一直想着怎
么办。”马明的儿子马正说，直到太原解放 40
周年的前一年，萧逸的生前战友杜导正、张
帆、刘冠文和马明一起商定，争取在太原解放
40 周年时，把萧逸烈士碑重新竖立起来。
　　不久之后，张帆从北京寄来碑文，得到太
原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萧逸烈士碑很
快在扩建后的太原解放纪念馆（牛驼寨革命
烈士陵园）重新竖立起来。
　　“每年清明和记者节前后，都有不少人
前来祭奠。”张超说，烈士当年洒血处，如今
已是遍地红花开，人民的英雄，人民自会
记得。
　　松柏长青，鲜花怒放。萧逸纪念碑上不长
的生平和战斗事迹，让人感慨不已。烈士的鲜
血浇灌了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之花，生前为
之奋斗的理想，今已都实现，想来可以含笑九
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