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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20年代，农村百姓生活贫困。
为求生存，父亲 17岁就告别家乡，到无锡
南门外周潭桥小镇拜师学习木匠手艺，这
是一份传承千年的手工艺，祖师爷鲁班赫
赫有名。民间称木匠为“百家师傅”（吃百
家饭的职业，在谁家做工，就在谁家吃
饭），凭手艺吃饭，过着较为稳当可靠的生
活。

三年学徒，十年磨炼，功夫不负有心
人，父亲终于成就了一手好工艺。上世纪
30年代，父亲租房设铺，方木店“恒义盛”
正式开张营业。小小店铺，业务繁多，包括
来料加工、现货现卖、上门包作等等。一开
始，店铺只有父亲一个人手，靠着热情周到
的服务、精细上乘的工艺、经济实惠的价
格，父亲的方木店博得了左邻右舍、方圆十
里的赞誉：“任师傅好手艺，他做的桌椅门
窗、箱柜橱具和老式木床，纯粹卯榫（sun，

三声）结构，没有一颗钉子，照样牢固稳实，
严丝合缝，经久耐用。”新中国成立后，政府
组织实施对小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父
亲便先后在周潭、南泉、华庄等手工业联社
工作，附近的人家都更倾向于选购其亲手
制作的家具。

在实践中，父亲制作了一整套木工工
具，锯、刨、钻、尺……实用精巧，一套家什
齐全，往往是高超手艺的重要助手。刨子
分长刨、短刨，粗刨、细刨，用于粗加工和精
加工；凿子有扁的、方的和圆的，用来扣挖
不一样的孔眼。最好玩的是弹线工具墨
斗，由墨仓、线轮、墨签、线坠几个部分组
成。弹线的作用是用来确定水平线或垂直
线，又或者作为砌墙的参考线。木工弹线
时，墨仓塞了棉花以蓄墨汁，墨线从线轮穿
过墨仓连接线坠，一人拉住线坠在那头，或
直接勾在钉子上，一人拿着墨斗在这头，看

准了位置，绷紧了墨线，就用手拉起墨线在木
板或木柱上弹出一条笔直的黑线。墨签既可
以压棉花让墨汁浸润墨线，又可以做标记。
线坠也称“替母”，背后还有一个关于“孝顺”
的故事。鲁班刚干木工活时，常叫母亲帮他
拽住线头弹墨线。母亲年老，鲁班不忍劳烦
她，苦思冥想做出线坠，以此单人也能操作。
后传为佳话，线坠也就得名“替母”。明代冯
梦龙有墨斗《山歌》颇有趣：墨斗儿，手段高，
能收能放，长便长，短便短，随你商量，来也
正，去也正，毫无偏向，本是个直苗苗好性子，
休认做黑漆漆歹心肠，你若有一线儿邪曲也，
瞒不得他的谎。

父亲的木匠工具可谓繁多，各有用途。
小小的工具，无不凝聚着手艺人的智慧。其
制作的近 30件美术工艺刨和辅助工具，如今
已成为传家之宝。其中包含了：线锯——在
工作物上开启初线槽之用；线刨——为成品

角棱开美术线条之用；圆刨——制作工作物
上凹凸拱型弧面之用；边刨——刨制门窗玻
璃、木板，安装槽及企口对缝之用；槽刨——
制作工作物上宽槽之用；棱角刨——制作木
材棱角之用；撬拐刨——作曲面刨光或修理
圆材表面之用；角尺——在工作物上划垂直
线、平行线，检查平直面与邻边是否成直角之
用……这套工具材质坚实，制作精良，款式多
样，造型别致，功能独特，不仅是传统技艺的
载体，也营造出朴素务实的家庭氛围，传承着
自力自强的可贵精神。家里保存的八仙桌、
骨牌凳、太师椅等日用家什，也都出自父亲的
巧手，花瓶柱、葫芦柱、同心圆等吉祥如意花
饰件，布设到位，线条明美，形意相彰，显得格
外富贵祥和。每当看到这些工具，我总会想
起父亲一丝不苟做木匠的身影，想起过去的
岁月。

俗话说，“字如其人，物也如是。”父亲做
事的态度，干活的质量，各种言行举止都深深
地影响着我以及诸多投奔学艺的青年。他们
不负师望，出类拔萃，在“小木匠”行业中各展
风采，有的另立门店，独当一面，包揽生意；有
的当上干部，管理有方，创业创新；有的吃百
家饭，包工包料，乐在民间。

前不久，我将近 30件家传木工美术工艺
刨和辅助工具，捐赠给了雪浪民俗文化馆（横
山草堂）。让沉睡了 50多年的父亲的作品，
重新展现在大家面前，以彰显民俗文化的独
特魅力。我想，这也是父亲的所想所愿。

区档案史志馆：雪浪民俗文化馆（横山草
堂）包含“珍奇藏品”“新石器”“红色像章”“烟
标”“摄影作品”“钱币/陶瓷”“票证”等展厅，
藏品约 2万件。这些藏品均来自于本地区的
收藏爱好者和“特色文化家庭”，充分展示雪
浪这个“全国民间文化之乡”的深厚底蕴。

我出生于上世纪 60年代的雪浪，那个时代是
没有幼儿园的，到年纪就直接上小学。

1971年，我踏进小学校园——坐落于雪浪董
家弄的无锡县雪浪乡红光小学，在这里度过了 5
年的小学生涯（当时小学为五年制）。依稀记得教
室的地面是高低不平的泥土地，屋顶漏雨漏风，满
教室都是从同学们鞋子上带进的烂泥。学校资产
有限，一二年级不配备专门的课桌，那是大孩子才
有的“奢侈品”，所谓的课桌就是几块门板，用砖块
垫得高高的，大家围板而坐，凳子是同学们各自从
家里带去的，参差不齐，高矮不同。入学后，大家不
先学拼音，而是直接学写字。老师在斑驳掉漆的
黑板上写好示范，我们就照着样子描写。到了三
年级，我们有了两人一张的课桌，配上一张长条凳，
也算是有了课堂的模样。“代代传承”下来的“宝贝”
桌面坑坑洼洼，由于没有垫板，写字的时候很容易
戳穿本子。课外，学校里养的兔子和羊需要投喂，
除了每年暑假开学各自带一捆干草到学校，平时
有劳动课，大家还会外出割草、称重，继续投喂；农
忙的时候，大家又去生产队的田里捡稻穗。

1976年，我踏入雪浪初级中学的大门。当时
的雪浪初中在烧香浜，算是设施比较好的学校，教
室里干干净净的，摆满了 9成新的成套桌椅。到
初一，大家才开始学习英语，由于之前从未接触过
英语，怎么也学不会那些拗口的读音，大部分同学
读着读着就笑出了声。“机智”的同学们在英语书
上写满了中文标注，例如：school（死苦儿），class

（克拉丝），五花八门的标注加上死记硬背，大家勉
强记住那些单词的发音。那个时候教育资金缺
乏，老师进教室，就是一支粉笔，一本教科书，包括
录音机在内的任何辅助教具都没有。即使困难重
重，我依然顺利从雪浪初级中学毕业（当时初中为
两年制），幸运地考取高中。

1978年，我在无锡县锡南中学开始高中生
活，因为路远，所以选择住校。当时，所有住宿的
女生住在一个大宿舍里，起码有 30人，上下铺的
床架吱嘎响，所以大家每天夜里都睡不安稳。宿
舍大而破旧，一到冬天，西北风从门缝、破碎的窗
玻璃呼呼钻进来。棉被实在太薄，要好的同学就
两个人挤在一张单人床上取暖。夏天，宿舍里没
有电风扇，最好的避暑方式就是吃好晚饭尽量少
动。洗澡是梦中才能做的事，我们一般自己去打
一瓶热水，冲在盆里，用毛巾擦擦身就算好了。

2005年，锡南高中和华庄高中合并组建太湖
高级中学，为全省首批“四星级”高中。那时，从家
里带的一点咸菜至少要吃上一个星期。冬天还
好，夏天就怕馊了。我们就放一盆冷水，把那些盛
菜的盆子放在水里“冰”着，即使这样也是常常馊
了。那时的学习、生活条件虽然很艰苦，但大家似
乎都没有因为物质上的困难而放弃学业。

高中毕业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当上了一名
代课老师。当时我在许舍小学教书，教学设施也
是比较简陋的，校门前有一条小水沟，一到“黄梅
天”，水便会漫进校门，甚至流入教室。有一次我
走进教室，看到水已经漫到了孩子们的膝盖处。
他们在讲台前用砖块垒一个方形砖堆，让我不用
站在水里上课，我感动得流下泪水。一年后我考
取民办教师，成绩名列第二，也算不枉高中两年的
辛苦付出。之后因为工作需要我参加了 4年的中
师函授，系统和专业的学习让我明白了怎么备课、
上课，课堂上怎么和学生交流互动，我受益匪浅。

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应有一桶水。随后我
继续加紧理论学习，参加小学教育的专科学习，愈
加扎实的理论基础让我在之后的教学工作中认识
到教育发展进步的重要性。从一块小黑板，一张
幻灯片，到投影，计算机，直至多媒体引入课堂，这
一系列的变化让我这个老师感到惊奇。十几年
前，我们终于进入抱着笔记本电脑进课堂的年代，
这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是一件新鲜事，也是
具有挑战的事。教育的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
的，笔记本电脑带入课堂的时代也很快过去了。

2016年，我服从安排，至雪浪中心小学任教。
近几年，几乎所有学校都引进了交互式白板，我也
赶上这趟班车，在退休前感受到高科技的教学手
段，原来上课还可以如此神奇！上课时，我们可以
随时在黑板上打开预设在里面的课件，随着翻页
笔的按动，美观有趣的图片出现在孩子们的面前，
加上老师生动的讲解，孩子们的学习兴趣更加浓
厚，学习热情空前高涨。

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一张张毕业证书
和我共同见证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我不仅
参与其中，也乐在其中。我相信，未来滨湖的教
育、教学一定会在新一代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下百
尺竿头更进一步。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尺为“十寸
也。人手却十分动脉为寸口。十寸为尺。
尺，所以指尺规榘事也。”尺的本义是测量
长度的度量参照，平常说的尺寸、尺度、尺
码、尺幅等都与长短有关，实际生活中建屋
量地、量体裁衣等，更是离不开尺。

笔者新收一尺，长 34.7厘米，宽 1.8厘
米，用江南寻常竹片制成，使用年月老久，
略成拱形，正面铜星镶嵌，等分十寸，背后
烙有长6.7厘米、宽1.1厘米的“无锡开化乡
同业公议”印，一把平常尺子因这款印章增
添了历史韵味。

先解释开化乡的由来，元朝至正年间
《无锡县志》记载，当时无锡县有 22乡，排
第 12位为开化乡，西南近太湖，北邻扬名，
东接新安乡，清乾隆年间《无锡县志》仍沿
袭元朝地名。民国时期无锡县有十市七
乡，开化乡的地名一直没有改变，大致范
围为今滨湖区山水城南泉、雪浪、大浮一
带。

同业公所是由相同或相关行业的工商
业企业、经营户为谋求和维护共同利益而
自发组成的地方性的工商业行业组织，具

有民间性、共利性、自律性特点，其主要职
能是研究行业的生产改良和发展事宜；协
助同行业之间原材料、技术的合作事宜；规
范行业行为，维护增进同业之共同利益；调
处同行纠纷和劳资矛盾等。早在清代中
期，无锡就出现了行业性质的公所，如南仓
门外酱酒业的酒仙殿、三皇街药材业的药

皇庙、吴桥街上茶食业的金陵公所、南尖绸缎
业的锦云公所等。辛亥革命以后，无锡纺织
厂、缫丝厂等公所或公会相继创建。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将各类工商业行业组织改
组为同业公会，对各同业公会的设立、宗旨、
章程、任务、人员、经费等，做了具体规定。随
着无锡工商业进一步发展，无锡同业公会以

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起来，在发展工商业、维
护工商业者合法权益、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等
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同业公议就是同业公会对自身行业发展
的相关事宜作出决议，要求本行业成员共同
遵照执行。

1940年 1月 5日的《无锡成衣同业公议
增涨价目表》说明：“际此米珠薪桂、浆炭高涨
之时，若照原价所得，仰事俯蓄实难维持生
计。经本会一月四日召集同业公会公议，做
工价目计上工每日每工四角八分，带线另加
一角，包做各色。每件列表于左，希各店户一
体遵照，以昭划一。倘有阳奉阴违，察出议
罚，并希各主顾鉴原是幸。”左分列“男衣每件
工价”“女衣每件工价”，男衣最贵的绸狐皮
袍、绸灰鼠袍，工价各为七元，最便宜的绸布
长衫工价一元四角；女衣最贵的绸狐皮旗袍、
绸灰鼠旗袍，工价各为六元五角，最便宜的绸
单裤工价七角。

显然，烙印“无锡开化乡同业公议”的尺
子昭示着公平公正，体现出行业规矩，一把尺
子丈量过多少人间悲欢，一方“公议”印款承
载着行业的兴衰更迭。

无锡踏青探春首推当属梅园。傲雪绽
放的腊梅，含苞欲放的早梅，春意盎然，引
人流连忘返。去梅园除了探梅，许多景点
也值得流连光顾，譬如诵豳堂，梅园的主要
建筑。诵豳堂中堂挂的一副对联，也特别
有名。我们不妨跟着这副对联的历史行
踪，探究一番，别有滋味。

有传言道，清代名将左宗棠曾题于无
锡梅园的诗句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
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

这段文字显然有两个问题：第一，这是
楹联而不是诗句。文体结构、用处都是楹
联形式，似乎还没有人说这是诗句的。第
二，这个楹联不是左宗棠题于无锡梅园
的。第一个问题没悬念，对第二个问题稍
加论证如下。

左宗棠生于 1812年，卒于 1885年；荣
德生生于1875年，卒于1952年。而无锡梅
园始建于 1912年。梅园挂那副对联的“诵
豳堂”更是在 1916年才建成，也就是说是
在左宗棠过世了 31年以后才建成的，左宗
棠怎么可能题联给无锡梅园呢。

佐证之一：荣宗敬的儿子，荣德生的侄
子荣鸿庆在 2013年 9月 10日发表在《江南
晚报·我俚无锡版》的文章《我的父亲荣宗
敬》一文，其最后一节说：“梅园诵豳堂正厅
悬挂着一副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
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
非常有名，是清朝咸丰年间浙江人沈兆霖
在 1852年为静香斋所写。诵豳堂建成后，
家叔把它制成板联，挂在厅内。这副对联，
其实正是父亲和家叔毕生追求和践履的写
照，激励我们以前辈为榜样，将它作为自己
行事、处世与创业的准则。”这里明确了这副
对联的来历，没有左宗棠题无锡梅园的说
法。

佐证之二：现在无锡梅园“诵豳堂”挂
的那副楹联有落款，上联落款是：咸丰五年
嘉平中澣；下联落款是：钱塘沈兆霖书于静
香斋。时间地点比较清楚。上面没有左宗
棠题写的线索。沈兆霖，1801-1862年，杭
州人，曾任吏部侍郎，督江西学政、户部尚
书、兵部尚书，军机大臣、陕甘总督等。

佐证之三：在陕西三原明都城隍庙大

殿门口也挂着这副联。但这副联没有落款，
同样是隶书，部分字不同，为“存上等心，结中
等缘，享下等福；在高处立，着平处坐，向阔处
行”。这副联虽然没有落款，但推断是比梅
园要早。因为这个陕西三原明都城隍庙建
于明洪武八年（1375年），其规模宏大，建筑精
细，是国内城隍庙中首屈一指的。600年来一
直香火很旺，尤其在清名望很大，而左宗棠和
沈兆霖都曾做过陕甘总督。特别是左宗棠，
平定新疆等地，在西北 17年，多次出入三原，
清史都有记载：“同治六年四月，左宗棠会诸军
败贼於大荔……贼由临津南渡渭，觊入南山，
鼎悉力拒之，贼不得西。十月，会诸军追贼至
三原。”所以不管左宗棠还是沈兆霖都有可能
在建梅园之前，题这副对联于三原城隍庙。

三原城隍庙挂的这副对联应该也不是最
早题写的。清史记载，沈兆霖是同治元年
(1862年)，出署陕甘总督。左宗棠于同治五
年1867年2月，授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光
绪元年 1875年 5月，奉命以钦差大臣督办新
疆军务。而无锡梅园对联落款：咸丰五年

（1855年）书于静香斋（荣鸿庆说是 1852年）。

而在咸丰二年 1852年，沈兆霖刚任吏部侍
郎，督学江西学政，还没去过陕西。左宗棠也
就是在咸丰二年 1852年应湖南巡抚张亮基
之聘，出山加入清军抗击太平天国，当然也没
去过陕西。那么按落款，这副联最初是题静
香斋也比较可靠。后来左宗棠或沈兆霖题写
在三原城隍庙似乎也顺理顺章。

那么这个静香斋在哪里呢？清有个宫廷
画家，万上遴（1739—1813年），江西分宜人。
他曾为同朝做官，历督广东、江西、山东三省
学政的翁方纲，画过一幅画《谷园书屋图》。
翁方纲在这个画上题记云：“江西学使廨应事
之后东为友善堂，凡五楹，昔吴荆山先生题曰
德有邻堂者也 ......其西五楹曰静香斋，其前
曰蓬鹤轩。”由此可见，清代江西学使廨确有
个静香斋。

另外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 8辑《陈清端
公文选》，序是周煌写，落款有：乾隆乙酉仲秋
涪陵周煌书于豫章試院之静香斋。周煌

（1714-1785年），任翰林院编修 19年。陈清
端公，陈瑸任过湖南巡抚、福建巡抚、闽浙总
督等职。这个佐证也说明清代江西试院（学
使廨）有个静香斋。

沈兆霖在咸丰二年 (1852)任吏部侍郎，
督江西学政，常驻江西试院（学使廨），给静香
斋写对联应该是没有悬念的。

那么到底这副楹联是左宗棠所写还是
沈 兆 霖 所撰写，按手头资料，无法定论。
2011年江苏楹联研究会编辑出版的《江苏楹
联集成》中，就把这副联作者标成：沈兆霖。
2012年中国楹联学会出版的《清联三百副》
中，放在无锡梅园头上，并标明作者是左宗
棠。还有线索是要看李嘉诚办公室的联，落
款是不是左宗棠，是不是明确是左宗棠撰
写。倘若落款是左宗棠书，那还是有可能为
沈兆霖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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