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版式：陈洪晨 电话:88516571 88516036 邮箱:tzrbxwsd@126.com

2021年6月11日 星期五6 周末

一周
听听看看

本报记者单露娟文/摄
台州境内有许多历史悠久的古

村落，岭根村便是其中之一。岭根村
位于临海市东北部，隶属东塍镇，因
坐落山岭脚下而得名，又因村中以王
姓居多，俗称“岭根王”。

这座不大的村庄三面环山，三水
融汇。山水浸润之下，岭根村自成清
新纯净的生态环境。

造访岭根村是在一个周末的上
午。驱车在临海市区至小芝的 75省
道上行驶，远远便能看见一座高大的
牌坊耸立在村口。

走近可以看到，牌坊中楣额上书
“圣旨”“升平人瑞”，两边柱上分题对
联“花甲重逢增三七岁月”“古稀双庆
添一度春秋”，牌坊背面额上有“恩
荣”和“黉序耆颐”字样。

此 牌 坊 是 清 乾 隆 三 十 三 年

（1768）为王世芳而赐建的“百岁坊”。
关于这个牌坊的典故，几乎每个岭根
人都可以和来者娓娓道来。

王世芳是清代临海岭根村人。他
49岁入学，80岁贡成均，96岁任遂昌
县训导，109岁退休，身历四朝，眼看
七代，活到141岁，人称“王寿星”。他
曾多次受到乾隆皇帝及皇太后接见，
享受极高的恩宠与荣遇。不过，牌坊
古迹曾因战火被毁，如今这座是岭根
村村民重建的。

当然，岭根村的底蕴不仅只有这
段寿星的历史传奇。当你真正走进这
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才能感受到它的
魅力。

从牌坊进入，有一条笔直的水泥
路贯穿村庄。路的左侧多为古民居，

古宅外围，一条清澈的溪流顺延而
下，“将军亭”跨溪而建，亭上记录了
王萼、王纶、王维、王辅臣、王义斋、王
大钧、王吉祥7位民国将军的名录和
事迹。

这正是岭根的美称“将军村”的
由来。岭根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从古
至今走出了不少名人。除了这7位将
军外，它还是辛亥革命“旧勋”王文
庆、中国空军创始人周至柔的夫人王
青莲的故里。

时光流转，名人皆已作古。庆幸
的是，多位将军的故居仍在村中。那
一幢幢清末、民国风格的故居建筑，
历经风雨，到今日依旧保存完好；那
层层叠叠的马头墙，彰显了民居主人
当年不凡的身份。

在古宅间行走，可以发现这里家
家相通，户户连接。推开一扇年代久
远的门，随着“吱呀”一声，又到另外
一幢屋。古宅中的居民，对于擅自到
访的客人早就习以为常，没有流露出

一丝不快。他们或热情介绍，或自
在地继续忙自己的事。

在所有的故居中，王文庆故居
是保存最完整的一栋。

王文庆故居——雍睦堂为王文
庆和胞弟王萼的合宅，有大小房屋
33间，前后有院，占地 4000平方米。
王文庆曾任浙江省临时参议会议长、
浙江省省长和民政厅厅长。今临海城
内还有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庆
街”。

如今，王文庆故居内还设有“岭
根草编馆”。

岭根草编，是流传于临海岭根一
带，以江南特有的、当地农民普遍种
植的席草为原料，手工编织成草帽、
蒲扇、草篮及草鞋等日常用品的一种
传统手工技艺。2012年 6月，岭根草
编工艺被列入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草编馆由三间展室组成。右展
厅壁上挂有岭根草编陈列品，以
实物为主，展示了大小不同、手法
多样、造型美丽、颜色鲜艳的草

帽、草扇，还展示了岭根村民种植席
草的场景照片和相关的生产工具。左
展厅主要介绍了岭根草编工艺特点，
陈列了岭根草编传承人的图文，将

岭根草编的悠长历史向人们娓
娓道来。

参观完所有的名人故居，时
间已经接近晌午。在王世芳和王文
庆故居内，皆有本村人经营的农家
乐，若不赶时间，可在此吃一顿地道
的农家饭，稍作休息，再去村子的另
一边逛逛。

村子右边有一条老街，寿星王世
芳的“百岁坊”原先就架设在老街北
首。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败退时放火
烧了老街房屋 36间，“百岁坊”也未
能幸免。行走在老街上，可以依稀看
到街面的木板和青砖外墙上还有“供
销社岭根分社”“岭根药店”和一些旧
时标语的字样，恍惚间，仿佛被拉回
到过去的岁月里。

沿着老街一直走，不知不觉便来
到了东边村口。连山桥横跨于康古溪
上，连接着村庄内外。

连山桥，俗称外王桥，是 1936
年由民国将军王纶为家乡建造的。
桥梁全由大小均匀的石块垒砌而
成，气势宏大，桥面铺以小而匀称的
溪石图案，平整精致，桥上扇形石额
上“连山桥”字体为当年北京大学校
长蒋梦麟所题。

站在桥上遥望整个村子，不禁有
些感慨。百年前名声赫赫的岭根已不
复存在，如今，那些曾经的辉煌故事
和记忆都被留在了石桥、石坊、老屋、
老街里，等待后人挖掘。

临海岭根：
山里有个“将军村”

本报记者彭 洁文/摄
杜林森61岁了。
投身民宿行业之前，他在温岭市石塘镇三岙

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12年。后来他不再当村支
书了，2018年，在三岙村148号，他设计的民宿梦
情海湾开始营业了，只有7个房间，靠山面海，推
开窗户就能看见无垠的东海和沙滩，清晨日暮都
能听到海浪的声音……

现在，梦情海湾民宿拥有 3幢楼共 24间客
房，住宿APP上显示评分4.7分，不少住客给出了
满分5分，这让杜林森倍感骄傲。

60岁，是老年人的起点年龄；而民宿，不论
是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具有年轻的特质。但在
杜林森身上，两者糅合得很好。“民宿的设计最主
要是迎合年轻人，服务上最主要是保证客人的安
全”——这是他深谙的民宿之道。而老人与海边
民宿碰撞出的火花，也成了房子的奇妙之处。

设计

梦情海湾的位置十分好——这几乎是在这
里住过的游客都会给出的好评内容。民宿位于半
山腰，不高也不低，视野开阔得既能让每个房间
都是海景房，又不至于离游玩的海边绿道和金沙
滩太远，步行百米即可到达。

梦情海湾最初的样子，是杜林森父辈留下来
的老房子。早年村里人都靠出海打鱼为生，杜林森
也当过一年渔民。那时候，没有人意识到这样几间
面朝大海的石头房子还能用来挣钱。直到一家叫

“海山生活”的民宿进驻这里，讨海的人们才渐渐
知晓，自己世代生活的石屋竟具有这样的魅力。

在梦情海湾之前，也有人找到杜林森，表示
想租下他那几间房子做民宿，他没有答应，“可能
那个时候，我就有了自己搞民宿的想法”。

2017年，新一任村支书接班后，杜林森开始
将满腔热情投入到民宿的改建中——不仅是为
了自己，他希望能带动更多村民，为改变村里的
经济面貌做贡献。

要打造一个怎样的民宿，杜林森有自己的想
法。“我特意去考察过，住民宿的大多是年轻人，所
以民宿一定要迎合他们的品味，风格要现代化。”

17个月后，2018年端午节前后，民宿正式开
始营业了。一块倒梯形的平板黑木头随意地靠在
半山腰的山体前，上面用白字写着“梦情海湾”，
像是为了解释这个名字的由来，边上还写着“梦
回远古，情系自然，海风徐来，弯月明照”。

拾级而上，小池塘、假山、流水、葱葱郁郁的
盆栽，为这个靠近海边的民宿平添了几分秀气。

“这些都是我自己设计的。”杜林森一脸骄傲。
梦情海湾改造伊始，只有1号楼7个房间；第

二年，杜林森又将不远处另一座山头上的石屋改
造成了民宿的2号楼；2020年有了3号楼，与1号
楼连成一片。现在，梦情海湾一共有 24个房间，
杜林森表示，“不会再扩建了”。

在他坚持“民宿要年轻化”的理念下，梦情海
湾的房间都布置得简单质朴，白色墙面和床上用
品、原木色的桌椅和床、灰色的地毯、一盏小灯从
天花板垂向床头，一切看起来那么温馨。

但清雅之中也藏着些“小心机”。“厕所安装
的是智能马桶，还有‘小爱音箱’等人工智能设
备。”这是杜林森对现代化的理解，“年轻人都很
喜欢。”

露台，用透明的玻璃做围栏，只放一张小圆
桌和两把椅子，但景致却是极佳。海风徐徐，坐在
一侧感受烟波浩渺的东海，坐另一侧则能看到漫
山遍野的石屋层层矗立……坐下来，似乎真的可
以抛开城市的喧嚣，或悠然品茶，独享这份自在
的静谧；或与友把酒言欢，分享眼前美好的山海
景致……时光也因此变得惬意起来。

3号楼的走廊是更吸引人的地方。那里保留
了最原始的山体作为民宿的一侧墙面，细细的山
泉流淌过棕黑色的山体，漫过翠绿的青苔，留下
浅浅的痕迹。连接地板与山体的，是一块块硕大
的透明玻璃，探头看去，下面是绵延而挺拔的山
脚。这些原生态的设计，是杜林森特意保留的，

“给游客一种亲近自然的感觉，我觉得也是民宿
的魅力”。

服务

做民宿，杜林森觉得最重要的是要保证住客
的安全。对于近海的民宿而言，这点尤为重要。这
样的谨慎，与他当村支书的经历不无关系。

那时，要是碰上台风等极端天气，杜林森常
常整宿整宿地不睡觉，守在办公室随时应付突发
状况，他还在海里救过两个失足落水的游客。

“海边是很危险的”，平静时，它一浪一浪袭
来，轻轻拍打着金黄柔软的沙滩，像温柔的手；汹
涌时，它掀起滔天巨浪，狂野地把海浪推向岸边，
像要吞噬一切。

海洋的多变，杜林森亲眼见过，于是对待住
客，他便像个贴身管家，时时掌握他们的动态以
保证安全。“要是晚上10点以后，客人还没回来，
我就会一个一个打电话问，‘你们在哪里啊’‘要
不要去接’……”他说。

杜林森还给自己的民宿定了个目标，“要让
客户满意”。为了这个目标，他乐此不疲。这一点，
可以从住客的评价中窥见一斑——

“老板一家非常温暖热情，往返公交车站
亲自接送，还早起送我们上山看日出，服务很
周到。”

“老板和老板娘很热情，到了后主动帮我们
拿行李，还给我们介绍了周边景点，专门带我们
去买菜，还帮我们砍价，买好后可以让老板加工
或者自己做。”

“吃过的，没有不说我家菜做得好吃的。”杜
林森眉头一扬，又是一脸骄傲。

他的厨艺确实收获不少好评——
“早饭丰富，还有当地特色炒菜、嵌糕等等，

吃起来很舒服。”
“早餐是自助餐式，丰盛好吃，午、晚餐可以

委托采购海鲜、蔬菜烹饪，菜烧得味道很鲜美而
且收费公道，特别是老板见我们人少，建议我们
少点些菜，不要浪费，听着很暖心。”

感到暖心的还有一位住客，“早晨起晚了，老
板一直等着我们，为我们留了早餐，我们吃得很
快乐”。

“做民宿和酒店有相似，但又有不同，民宿能
给游客带来本地的乡土人情、美食美味，提供跟
酒店差异化的服务，让人忘记城市的喧闹，享受
山海的寂静和宽阔，还更人性化、贴心，一般情况
下，我们都会预留起晚客人的早餐。能给您带来
快乐，我们也感到快乐。”杜林森回复道。

梦情海湾民宿：海边筑梦

●台州市图书馆

》》云水展窗

大陈岛垦荒精神主题创作作品展
【时间】5月25日-7月10日
【地点】台州市图书馆一楼大厅
【主办单位】台州市图书馆、台州学院艺术与

设计学院

》》益智坊

巧手慧心·五彩香囊
【内容】学习制作香包，培养孩子的想象力、

创造力、审美能力及动手能力。
【时间】6月12日（周六）15:00
【活动对象】20名7周岁以上学生（需一位家

长陪同）
【地点】台州市图书馆创客活动室
报名请至微信服务号“台州市图书馆”-“我

的”-“活动报名”

●台州市文化馆

椒江区农民画作品展
【时间】6月1日-6月14日
【主办单位】台州市文化馆、椒江区民政局、

椒江区文联、椒江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地点】台州市文化馆诸子艺术空间

“峥嵘岁月·薪火相传”
大型红色情景剧

【时间】6月16日（周三）
【主办单位】台州市文化馆
【地点】台州市文化馆剧院

●台州市博物馆

》》端午特辑

粽子的新衣
【时间】6月12日（周六）9:30-11:00

【地点】台州市博物馆三楼大工匠教室
【活动对象】15户4-6周岁亲子
【负责老师】黄雅萍
【活动简介】包粽子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之

一。根据史书记载，这一习俗源于春秋战国，人们
为纪念楚国大夫屈原而逐渐流传下来。随着时代
变迁，端午节变得温情起来，吃粽子也成了团聚
的象征。来台州市博物馆，和台博君一起过端午
节吧。

博物馆里赛“龙舟”
【时间】6月14日（周一）9:30-11:00
【地点】台州市博物馆三楼大工匠教室
【活动对象】15名7周岁以上学员
【负责老师】方琳萍
【活动简介】赛龙舟是端午节重要的民俗活

动之一，在中国南方地区普遍存在。人们通过这
样的民俗活动祈求农业丰收、风调雨顺、事事如
意，表达人们内心美好的愿望。端午节来台博，做

“龙舟”、赛“龙舟”吧。

岭根村里保留着
多处名人故居建筑。

连山桥横跨于康古溪上，连接着村庄内外。

在梦情海湾民宿，推开窗户就能看见无垠的东海，清晨日暮都能听到海浪的声音。

民宿露台的景致极佳，能看到漫山遍野的石屋层层矗立。

石屋处处有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