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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施晨露

嘉兴有哪些文化名人？从茅盾、徐志摩、

金庸、丰子恺、穆旦到当代的余华，人们可以
列举出很多名字。有一位或许没想到，那就
是巴金。

说巴金是嘉兴人，并非牵强附会。巴金
祖籍嘉兴，生前，若是遇到嘉兴来客，他总是
说：我也是嘉兴人。1982年写《随想录》中《西
湖》一篇时，他特意附注“我们家原籍浙江嘉
兴”。2008年， 嘉兴市民选出 “十大南湖名
人”，并不出生于嘉兴的巴金位列其中。

2005年 10月 17日， 巴老在上海病逝。

10月 24日， 巴金遗体告别仪式在龙华殡仪
馆举行，天南地北的读者赶来见巴老最后一
面。长长的队伍中，有不少人表明自己是来自
嘉兴的“家乡人”。次日，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
研讨会在嘉兴开幕， 嘉兴市图书馆同时展出
“奔腾的激流———巴金生平大型图片展”。

15年后，10月 17日， 同样在嘉兴市图
书馆，“温暖的友情———巴金与友朋往来手
札展”嘉兴站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揭幕。“我们
与巴老再一次回‘嘉’，重续前缘。”巴金故居
常务副馆长周立民感慨道。

“棠哥”嘉兴寻根之行

1923 年，李尧棠 19 岁（1929 年第一次
使用笔名“巴金”），从成都到上海求学。这一
年的 6月 3日，他和三哥李尧林第一次回到
祖籍地嘉兴。

兄弟二人此行， 是为了祭扫李家祠堂。

在上海新申报社做事的堂叔李道澄指点下，

他们找到了住在嘉兴城南门的四伯祖李熙
平家。李熙平已经 80岁高龄，祖居的房子位
于嘉兴市区西米棚下 15号 （今梅湾街），房
子是一楼一底加厢房。李尧棠和三哥被安排
住在后楼的一间屋子里。

李尧棠到嘉兴拜谒的李家祠堂，位置在

今天嘉兴市区塘汇的塘西街。祠堂是巴金二
伯祖李忠清于清代同治年间所建。李尧棠第
一次来时，祠堂已破颓不堪。兄弟俩草草祭
奠后， 写信向四川的二伯等人告知祠堂现
状。不久，由二伯父李清城出资，委托嘉兴族
人修缮了祠堂。

1924年 1月 13日， 李尧棠和三哥第二
次来到塘汇。此时，祠堂已修复。然而，看守
祠堂的族人因嗜好鸦片，把祠堂大门拿到塘
汇的一家当铺典当了。兄弟二人不得不将祠
堂的大门赎回来，并让隔壁棺材店的一个木
匠用铁钉加固好。

这一次嘉兴之行，李尧棠在西米棚下 15

号住了 10天。这期间，他时常带着堂妹李德
娴去附近玩耍，还买了一只花皮球送给 9岁
的德娴。1月 23日，他辞别四伯祖、婶婶和堂
弟端亮、堂妹德妤、德娴，返回上海。说起巴
金，后来一直住在嘉兴的李德妤笑道：“棠哥
人真是和善，就是四川话有点难懂。”

乡土观念如血缘割不断

巴金是李氏迁蜀后的第五代。据巴金曾
祖父李璠所撰写的《先府君行略》记载，李
氏祖籍嘉兴， 世居甪里街。 李璠之父李文
熙，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游宦入蜀，

历任青提渡盐场大使、崇庆州同知等职，遂
定居四川。 李文熙之兄李寅熙一直住在嘉
兴，是一位风雅的诗人，著有《秋门草堂诗
钞》4卷；寅熙无后，以文熙次子李玑为嗣，这
一支在嘉兴繁衍。

人们熟知的《家》，没落的高家大家族，

一生经历宦海沉浮、专制顽固、临终时有所
悔悟的高老太爷，或多或少有巴金家族曾祖
父李璠、祖父李庸、父亲李道河的影子。跨出
深宅的巴金，则是家中的反叛者。

晚年，巴金写过《怀念二叔》，称“二叔也
是教我讲真话的一位老师”；《随想录》 中提
到曾祖父李璠，认为他对岳飞、秦桧的认识

是颇了不起的。

在周立民看来， 相较青年时代的形象，

晚年的巴金是一个回归者，“人是有底色的，

乡土观念如同血缘一般割不断”。

上世纪 90年代初，巴金将 60多年前在
南京所写、但当时并未发表的《塘汇李家祠
堂》修订个别字句后，连同李氏世系资料，提
供给嘉兴市志编纂室，资料上还有“芾甘修
改”字样。

《塘汇李家祠堂》中这样写道：“我们由
上海到了嘉兴———这是第一次住在四伯祖
家里……后来，大叔自上海回嘉，四伯祖便
约定与我们一路到祠堂去。我们四个人———

四伯祖、大叔、三哥和我———坐了一只小船，

船里面只好容两个人，现在坐了四个人，实在
不舒服。大叔坐在里面，只能把头埋着，不敢
伸直，便把两手放在膝上，我正坐在对面。船
虽然小，然而湖面却宽，望着一碧无际的水
波，令人眼界爽快。两岸有几处种有柳树及
其他的树木，投影于波中，载沉载浮。最妙的
是摇橹的声音，橹一摇，水便起了一种声音，

这是很有节奏，不疾不徐，不高不低，并且很
幽雅的。这种声音至今还留在我耳边。”

不止江南水乡的声音，饮食的味道也留
在巴金的记忆中。巴金喜欢“南湖菜”。巴老
弟弟李济生 2002年来嘉兴时说过， 巴金每
次回四川老家过年，年夜饭总有一道叫“烟
雨楼”的菜。这“烟雨楼”就是这一带宴席上
常见的红烧蹄髈。有人问巴老有何长寿养生
秘诀，女儿李小林苦思不得，只想出巴老的
一项饮食爱好：吃肥肉。“一个人的口味是有
文化记忆，有根的。”周立民说。

家乡人民的深深眷念

15年前，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很
早就确定在嘉兴举办，并定下“巴金与当代”

的主题。巴老去世后，巴金研究会曾打算改
变研讨会主题，但李小林要求组委会什么都

不要改变，按照之前准备的议题、议程进行
下去。在巴老辞世的哀伤气氛下，工作人员
默默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大家相信，办好这
个研讨会和“奔腾的激流”生平图片展，就是
向巴老表达家乡人民对他的思念之情。

15年后，“温暖的友情———巴金与友朋
往来手札展”回到嘉兴，有意无意中，展出方
向竟与 15年前一致，而内容涵盖更为丰富。

其中有巴金与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曹
禺、叶圣陶、冰心、沈从文等 40 余位友人及
其家属的往来手札，巴金收藏的名家书画作
品， 串联起巴金的生平创作及巴金与嘉兴、

嘉兴人的渊源。

在嘉兴甪里街毁于太平天国战火的李
氏祖居遗址附近， 嘉兴人修建了一座八角
亭，取名“仰甘亭”。亭边一块黑色大理石碑
上镌：“文学家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生
于四川成都，祖籍浙江嘉兴……嘉兴市民敬
仰巴金，故建‘仰甘亭’，以志永念。”嘉兴的
巴金印痕不止这一处。塘汇长纤塘边，还有
一座巴金石雕像———巴老坐在藤椅上，手里
捧着茶杯，石桌上放着一沓书本，旁边几张
石凳是招呼乡亲的座位。不远处有一座六角
亭，亭匾上书写“随想”二字。

两座形式相近的六角亭“仰甘”“随想”，

遥相呼应，留下嘉兴人对这位“讲真话”的世
纪文豪的深深眷念。

“随想亭”所在位置，正是长纤塘从东而
来的入口。17日下午， 巴金与友朋往来手札
展开幕式后，一场巴金作品朗读会在长纤塘
文化展馆开启。

“在我们的心目中，一直觉得嘉兴和上
海是一体的。不是行政的原因，而是文化的、

乡邻的，‘在一起’的感觉。或许和巴老也有
关系。”上海作协副主席、作家孙甘露说，巴
金从来不是唱高调的人， 他就像我们的家
人、朋友，把自己放在平常人的位置，感受着
这个时代；他对人民的关怀、对社会深切的
同情和感动，是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

跟巴老再回“嘉”
巴金与友朋往来手札展在巴金祖籍地嘉兴举办

开发文创出口两条路、一级级申遗、拟建火柴博物馆……

度过111岁“生日”，杭州火柴厂还能“活”多久
■通讯员 罗传达 本报记者 陈抒怡

今年是杭州火柴厂存活的第 111 年。

111，像极了 3 根火柴。厂长胡午寅想着，没
有哪个数字更有象征意义的了，从年初就开
始，他就着手筹办一个隆重的“生日”会。

为了情怀撑下来

胡午寅今年 58岁，戴一副黑色圆框镜，

属于温柔大叔型，人称“卖火柴的老男孩”。

他现在是杭州火柴厂厂长、全国火柴协会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杭州火柴厂始于 1909年，

在杭州海月桥畔创立， 定名光华火柴公司，

新中国成立后改名杭州火柴厂，现在是全国
仅存的百年火柴企业。

胡午寅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里糊火柴盒
中度过的。那个时候，糊 1万个火柴盒就能赚
4.5元，相当于是福利。他一家人都做这个事。

胡午寅的奶奶 13岁那年从诸暨到杭州，当了
火柴厂（当时叫光华火柴公司）的小包身工，

每天被“那摩温”搜身，经常挨饿挨打。他的妈
妈 1958年进杭州火柴厂， 一直工作到 1980

年退休……高中毕业后， 胡午寅的第一
份工作是在蔬菜公司做工人， 后来出来

单干搞香烟批发生意，2006年， 他把杭州火
柴厂的品牌与设备全部买下，做起了厂长。

为什么要买下火柴厂？ 胡午寅为情怀，

不是为经济效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杭州
火柴厂确实曾风光无限。最兴盛时期，全厂
职工 1400 人以上， 年销售火柴超过 80 万
件，买火柴要凭票，甚至要开后门。但到胡
午寅接手时，火柴市场已经急速萎缩，一方
面工资和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 销路却不
停收窄。 火柴厂也从杭州上城区搬迁到了
千岛湖……所以在当时是火柴厂需要胡午
寅，不是胡午寅需要火柴厂。他说，不想三代
人都干过的火柴厂，就这么没了。

2006年，火柴厂经济效益下滑，工人们
陆续都不想干了。 胡午寅为了留住工人，想
了各种办法。特别是过年前，他会把拖欠工
人的工资都送上门。其中 2008年那次，大年
三十前一天，大雪冰冻，他为了发工人工资，

花了 2000 元钱包车出发，去安徽、河南。他
跟司机师傅说：“慢不要紧，我们安全到达。”

结果在某个山口，车滑了下去，差点回不来。

为什么一定要把工资送到手？“只有我去
了，给他们的长辈发红包，请他们吃吃饭，他
们才可能留下来。”他每年要到大年初八的时
候才回杭州。胡午寅把工人当成宝，他说火柴

的流程是很多的， 哪个程序少人就开不下去
了。特别是熟练工人，没个半年是培养不出来
的。他为此“开发”了免费吃饭、来回火车票报
销、 提供宿舍等办法， 才勉强把火柴厂撑到
2013年。到现在，一批老工人们还和胡午寅
是朋友， 胡午寅说：“我为什么要在千岛湖买
个房子？因为很多工人跟我说，胡老板，什么
时候来你家里玩……他们离千岛湖近。”

只有情怀还不够

在胡午寅手上，杭州火柴厂销量最好的
是 2008年，年销量达 20多万件，到 2013年
就只剩下零头了。2018年 10月，因杭黄高铁
拆迁，杭州火柴厂走进历史，只剩下品牌还
保留着。胡午寅分析，不是打火机冲击火柴
的问题， 主要是现在火的应用场景少了，比
如以前都点蚊香，现在都用电蚊香了。

从前年起，他着手给杭州火柴厂申报非
物质文化遗产。难度很大，杭州上城区给出
了 3个硬指标：“第一， 必须 100年以上，不
能间断；第二，传承要三代以上；第三，要有
代表性的项目。”好在杭州火柴厂都符合。杭
州火柴厂消失过吗？没有。2013年虽然停产，

但经销商和客户没消失过。

胡午寅正尝试代工模式， 江西景德镇、

河北泊头、河南安阳三地的火柴厂，是胡午
寅最重要的代工基地，现在他还能一年销售
两三万件。除了老客户，胡午寅还开发了文
创和出口两条路。

其中，文创方面有艺术火柴、庙宇火柴、

房产广告火柴、酒店火柴等。比如艺术火柴主
要投向景点，全国40个景点找他们设计、生产
火柴。出口的火柴，几乎都去了发达国家，美国、

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韩国、日本……

“杭州火柴厂合作生产的出口产品，能占全国
火柴出口量的三成左右！”胡午寅很自豪。

到底杭州火柴厂还能存在多久？胡午寅
琢磨片刻：“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如果这个
文创市场做不好，出口也不行了，这个产业
就真的不行了……”

10月 16日， 杭州火柴厂办了 111年庆
祝会，来了 160 多位火柴爱好者，办会的地
点就在杭州火柴厂搬迁之前的原址———杭
州上城区海月桥畔。胡午寅在那两天“太忙
了，太累了”。当天，他还宣布了杭州火柴厂
区级非遗申报成功的消息。杭州上城区接下
来还计划建一个火柴博物馆……在区一级
申遗成功后，接下来杭州火柴厂申遗还要继
续往上一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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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抒怡

近日，《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重点跨界
水体联保专项方案》（以下简
称《联保方案》）正式印发。《联
保方案》将沪苏浙两省一市原
先在跨界地区已有的水污染
防治协作机制加以提炼总结，

进一步形成联保制度框架，为
跨界地区长期联合开展水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探索路径和
提供示范。

经常吵到脸红脖子粗

《联保方案》确立了太浦
河沿线相关水源地一体化管
理要求：今年底前，研究完善
太浦河金泽、嘉善等水源保护
相关管控范围，原则依据沪苏
浙现行法律法规管理要求，从
严对太浦河沿线相关水源地
保护管控范围提出分类分级
环境管理和准入要求。虽然只
是短短的一句话， 但三地水
务、环保界人士都表示，这一
共识来之不易。

苏州吴江区环保局副局长
宋雄英记得，今年 1月看到《联
保方案》第一稿之后，她至少参
加了 5场相关的讨论会。“一开
始，大家的分歧确实很大，经常
吵得脸红脖子粗。” 宋雄英说，

最大的分歧点就在于太浦河沿
岸的治理和保护管控范围，“大
家都站在各自的角度来考虑”。

最初， 下游提出了太浦河沿岸
应执行更严格的保护要求，甚
至提出沿岸企业应全部腾退。

但吴江区域内太浦河沿岸的生
产企业有 1166家，一下子全部
腾退不太现实。

太湖流域管理局节约与
保护处处长贾更华认为，吵架
的主要原因是对太浦河的功
能定位意见不统一。 据介绍，

2000年前， 平均 4到 5年太湖流域就发生一次洪
水。1987年，国家计委批复了《太湖流域综合治理总
体规划方案》， 规划兴建太湖环湖大堤， 开通太浦
河、望虞河两个太湖洪水的主要外排通道。太浦河
成为太湖洪水的主要泄水通道之一。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太浦河的功能不断增
加。2012年国务院批复《太湖流域综合规划》，提出
太浦河作为流域重要泄洪排涝和供水河道，结合太
浦河两岸地区水环境综合治理和保护，适当控制并
逐步调整太浦河的航运功能，减轻两岸地区对太浦
河水质的影响，使其成为流域安全行洪“高速通道”

和水资源配置的“清水走廊”。

现在，太浦河中下游分布有上海市金泽水库水
源地和浙江省嘉兴市太浦河嘉善—平湖水源地。同
一条河流，上游认为太浦河是泄洪通道，下游则坚
持应是清水走廊。

跨界工作机制理顺了

“尽管很难，但还是有了成果。”示范区执委会
生态规划组副组长杨文敏说。

这一年，虽然大家吵架很激烈，但见面的次数
也明显增加，协调机制更加顺畅。原因大致有两个，

一方面是从 2015年开始，由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
牵头，三级八方生态环境、水利（务）部门就共同建立
了“太浦河水资源保护省际协作机制”。另一方面，自
从去年示范区执委会成立之后， 由执委会牵头的协
调机制也开始发挥作用。“我现在见到上海相关领导
的次数已经超过了见苏州领导。”宋雄英说。

宋雄英的手机里有个 “长三角一体化省际合
作”聊天群，现在群里成员已经增加到 80 人。在一
次又一次的争论、讨论之后，各方求同存异，最终决
定采用分类分级管理，计划列出正面清单，确定究
竟应该淘汰什么样的企业、保留什么样的企业。

借助不断的沟通， 跨界的工作机制也理顺了。

据宋雄英介绍，在太浦闸可能长时间关闭或自流无
法满足下游供水要求的情况下，需要及时启动太浦
河泵站供水，加大太湖清水对太浦河水源地的清水
功效。以前，启动泵站需要层层审批，总要好几天，

现在，“群里消息一发，马上就有响应”。

10月 15日上午，青浦区、吴江区、嘉善县三地
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 来到太浦河—汾湖大桥开展
水质手工监测， 此次监测包含 24项常规监测项目，

分析出的结果依托示范区“智慧环保”平台，实现数
据互联共享。青浦区环境监测站站长徐萍说，这样的
三地监测是常规工作，基本上每个月都有。

“一河三湖”是联保共治重点
一体化示范区和协调区范围内 47个主要

跨界水体纳入 《联保方案》 实施范围。《联保方
案》确定，建立联合河湖长制，在已有“太湖淀山
湖湖长协商协作机制”的基础上，先行建立太浦
河、淀山湖、元荡、汾湖“一河三湖”联合河湖长
制，并逐步扩展至其他跨界水体。日常管理实行
轮值制，定期开展联合巡河、会商协作，统筹推
进解决跨界区域的水环境问题。 定期开展跨区
域联合执法和巡查，共同打击环境违法行为。优
化联合监测断面，在重点跨界水体水环境质量、

污染排放、风险预警等更多领域开展监测合作；

联合建设太浦河沿线自动预警体系等。

①高莽画一个小老头（局部）。

②鲁迅致巴金信札。

③茅盾致巴金信札。 均展览主办方提供① ②

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