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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初已经92岁了，身子已不允

许他走出大门，他只能每日守在这住

了一辈子的老宅里。

大部分时间里，他独坐在前厅，有

时在后堂。老宅里放着一张拍摄于上

世纪30年代的老照片，是六七岁的他

和爷爷在这间老宅里的合影。

这两年，已越来越说不动话的他，

只能看着儿子陈少龙忙进忙出，修缮

老宅。这幢历经辉煌与没落的祖宅要

重振荣光吗？想到这，他眼神里总会

透出几分光亮。

守贞堂的故事，不长，也就115

年，7代人。守贞堂的故事，也很长，

清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命运多

舛，跌宕起伏。

2017年12月20日 星期三
见习编辑 | 徐康亮 版式设计 | 俞高峰看点

FUYANG DAILY

5城事

我认识守贞堂，是在 2014 年夏
天。当时，它正面临着整体拆卖。于
是，我前往上官乡大盛村探访，试图记
录。

那时的守贞堂坐落在村子里，很
不起眼，路过只看到幽暗的门洞，狭
窄 的 通 道 两 边 是 羽 毛 球 拍 加 工 用
房。进入前厅，地面正在平整，有些
混乱。后厅天井盖着大棚，房屋局部
遭到了破坏，透露着衰败之象。上到
二楼，十多间房都空置着，积满灰尘。

等我坐下来，听陈建初老人讲述
100 年前这座老宅的发端，守贞堂昔
日的荣光在我面前缓缓铺展。

守贞堂为清末民初时陈谷生和陈
卯生两兄弟合力建造，陈卯生就是陈

建初的爷爷。当时两兄弟分别开厂
做元书纸生意，盈利颇丰。“陈谷生

‘家大势大’，在富阳县城有10多家店
铺，房产好几处，田产也有不少，还有
当时中埠渡口的股份。有一次，陈谷
生坐轿子到渡口，渡船刚开走不远，
他吹了一声哨子，渡船竟折了回来。”

两兄弟如此富有，在家乡建房当
然不含糊。据考证，宅子从1902年始
建，历时 12 年，终成规模。整体建筑
由 中 轴 线 及 东 西 两 侧 厢 房 组 合 而
成。中轴线上是一组三进院落，由门
房、前厅、后厅及前后厢房、天井围
成。一般民宅最多 4 张楼梯，守贞堂
则建有 12 张，楼层全部贯通。3 条线
上的房屋加起来有 19 间，既相互独

立，又相互连通。所用的木材均为专
门处理过的梓木，至今没有虫蛀。槅
扇门及横披窗的格心用材都是玻璃，
都是晚清时期西学东渐浪潮下的原
装进口货。

据当地人传，抗日战争时期，苏浙
军区司令员粟裕及金萧支队都曾在
这里活动过，还多次秘密召开重要会
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谷生
和陈卯生被定性为大地主。土改时，
两边的房子分给了贫农，中轴线上的
建筑划归国有，留出西堂 4 间房子给
陈氏家族的成员居住。

之后，守贞堂办过食堂，也曾是这
一带的供销合作社、废品收购站及粮

站。“文革”时期，红卫兵到处“破四
旧”，为了保住厢房前檐柱牛腿上雕
刻的精美艺术品，供销社工作人员用
黄泥将它们全部裹上，有的至今还没
拆封。

上世纪80年代，供销社办不下去
了。1995 年，陈建初的儿子陈少龙做
生意赚了钱，斥资 30 万元，将老屋中
轴线上的建筑悉数买回。东、西侧的
建筑后来分属四五家人。

2009 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
该建筑群布局之完整、规模之庞大、
保存之完好，曾令市文物馆专家大为
惊叹，认为它对研究富阳宗族聚居建
筑群落形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前世传奇：从辉煌走向落没，百年老宅诉说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

上官有座115岁老宅，其规模之大、布局之完整让专家惊叹，多年前却差点被整体拆卖

守贞堂：百年老宅的新生之路
主人陆续投入200万元进行民宿开发，并计划明年开张

陈少龙流淌着陈家的血脉，将上
官的羽毛球拍制造生意做到了江苏
连云港，颇有声色。积累了一定财富
后，从小听着祖辈故事长大的他，决
定把祖宅买回来，让父亲住回到他出
生的地方。

“买下老宅就是为了买回老祖宗
的家业，可是没想到住进来后烦恼也
来了。”陈少龙一家搬进“新房”，却发
现老宅就像一位老人家，到处都有毛
病和问题。

他们几乎每年都要应付房子漏
水、屋角塌陷等问题。到 2008 年，陈
少龙索性做了一次全面维修。他将
天井用不锈钢加固，卧室地板重新铺
装，新设的卫生间也安装了抽水马

桶，这下屋子总算像样点了。后来，
陈少龙又把所有电线改成暗线，对厨
房也进行了现代化改装，会客厅则铺
上了地砖。他还想过把前厅也铺上
地砖，但觉得和老房子格调不搭便作
罢，只是地面凹凸不平、坑坑洼洼，总
感觉不干净。

随着村民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亲
戚朋友纷纷盖起了新房。尽管那些
新房子占地面积不大，看起来也不豪
华，但比起老房子，在采光、防火、防
潮、防蚁、隔音、通风、取暖等各个方
面，都尽显优势。

与此同时，陈少龙的儿子女儿在
外读书、工作，他自己常年在江苏。
一幢有着 20 多个房间的大宅子常住

人口就是妻子和老父亲。“我们根本
用不着这么大一个房子，每年还要修
修补补，况且住着也不舒服，我们又
不是造不起房子，是不是？”陈少龙的
妻子越来越郁闷。

一边是家人的不解和高昂的维修
费用，另一边是日渐活跃的古民居买
卖市场，陈少华一度陷入纠结。

从 2008 年起，时常有人上门来谈
收购。2012 年，有一位诸暨买家多次
造访。几番讨价还价下来，他们谈好
180 万元的价格，老宅整体拆卖给诸
暨买家。商定后，买家付了订金，找
了专业的木工和测绘人员来对老房
子构件编号、拍照，以便异地重建。

大约是听到了风声，紧接着一位

富阳本地的老板找到了陈少龙，希望
能整房买走建到黄公望村去。“毕竟
是很有保护价值的文化遗产，我也不
想让富阳的好东西流到外地，而且如
果建在黄公望，想看一眼的时候就跑
过去看看，对它终归是有感情的。”出
于这样的想法，陈少龙将订金归还给
了诸暨的买家。

没想到的是，因土地原因，富阳这
笔交易也最终没有成交。

那些年，陈少龙一面仍坚持对老
宅进行修缮，一面又和对老房子有兴
趣的买家保持联系，甚至有买家最高
出到250万元的意向价。但陈少龙内
心还是难以割舍自己对这座老宅的
羁绊。

今生落寞：重新买回的老宅修修补补不断，甚至险些被整体拆卖

陈少龙是那种不怎么活络的生意
人，曾经争取政府资金碰壁后，他并
未千方百计地去找渠道，而是选择靠
自己。他说：“要点资金太困难。我
听说搞民宿、大学生创业都有补助，
我一不认识人，二不知道怎么申请，
只好自己埋头走。”

守贞堂名声在外，常有文化界人
士来探访。陈少龙拿出两幅“画虾”，
是一位画家寻访时主动要求现场作
画并赠予的。话语间，他忍不住流露
出自豪：“来过的人都特别喜欢这里，
我相信我家一定会吸引游客。”

邀请一同前往的富阳学者蒋金乐
却隐含忧虑。他说：“如果守贞堂在

龙门，没有比他更适合做民宿的宅子
了。可是它在上官，附近没有成熟的
旅游项目，到龙门又有点距离，拿什
么招引游客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建
筑本身，所以陈家人必须讲好守贞堂
的故事。”

蒋金乐曾主持编撰《富阳古民居》
一书，他表示在富阳已发现的古民居
中，一般的老台门两进、三进结构并
不少见，但像守贞堂这样拥有完整结
构的中轴线建筑以外，东西两侧也有
大体量的厢房，仅此一处。“从结构
看，守贞堂是‘五福抱寿’，寓含着一
个 大 户 人 家 对 家 族 兴 旺 的 美 好 祈
愿。我们要研究富阳的古民居，守贞

堂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
要讲好守贞堂的故事，蒋金乐认

为要分两方面。一方面是守贞堂修
缮要维持其品位，不要因不伦不类的
陈设、装饰破坏了建筑整体的味道；
另一方面是守贞堂有一百多年的历
史，有包括陈谷生、陈卯生的故事，土
改后的故事，建筑结构的故事，甚至
陈少龙买房、修房的故事，说得再明
白一点，就是把守贞堂做成小型博物
馆，让游客住在“有故事的宅子”里。

热心于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蒋金
乐，在临走前向陈少龙做了一个承
诺。“你现在就负责保证硬装的质量，
尽量简洁，返璞归真。等硬装完成

了，联系我们，我请一些人来为你把
关装饰布置，不要钱。”

这个承诺让陈少龙非常激动。因
为此前因设计图纸至少要花40万元，
陈少龙为了省钱，就自己想到哪儿修
到哪儿，新购的家具、屏门、匾额等都
是自己凭着感觉买的。说实话，他太
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了，只是苦于没
有资源。

自从开始大修后，陈少龙把大部
分精力都放在了宅子里。做民宿，既
有保护传承家业的使命感，也是看好
民宿产业前景的信心使然。他计划
明年开张，争取在老父亲有生之年，
看到老宅重获新生的时刻。

重振以待：守贞堂复兴还需讲好百年老宅的故事

2017 年 12 月 15 日，时隔三年，再
访守贞堂。这一次，听闻陈少龙大修
老宅，有了新动作。

曾经幽暗的门洞焕然一新，一对
石狮子守着白墙黑檐的院落大门。
曾经仅存围墙并被加工厂占据的前
院修葺一新，露出约 100 平方米的大
院，宽敞舒适。院里有一棵银杏、一
把秋千、一套石桌，全都是新购置
的。陈少龙说，就一个院子，银杏花
了 3 万元，五金配件花了 8 千元，石狮
子花了1万元。院子右侧还新建了两

间厢房，打了土灶台。
从前院到门房，有一道木刻落地

屏风，在视觉上予以隔断。从门房走
进前厅，建筑上没有明显变化，但添
置了诸多老家具，透出寻常日子的烟
火味。天井整理过，摆满了花草。厅
堂正上方悬挂了一块匾额，上书“立
大厅”，“立大”是陈少龙经营的企业
名。

走进后厅，装修工程正在热火朝
天地进行，大量木材堆放在天井周
围，木工楼上楼下地忙碌着。曾经覆

盖天井的大棚也被拆除了，这里又恢
复了光明。连接前后厅的板壁全部
修旧如旧，与老建筑较好地融合。摆
在后厅南侧的陈建初和爷爷陈卯生
的合影，是陈少龙特意请人放大装裱
于此的，用以凸显老宅年代感。

中轴线上一共12个房间，已经修
了 8 个卫生间。陈少龙说，每个卫生
间都要先装定制的钢筋网，再浇筑水
泥，做防水，最后贴瓷砖，这比普通房
子难度大、花费高。考虑到今后开发
民宿，咬咬牙尽量给每个房间都配卫

生间。
是的，陈少龙想明白了，既然经济

还宽裕，就尽全力保住祖上的家业，
他要让祖业在他手里以另一种形式
活下去。

下定决心后，两年来，陈少龙陆续
投入了近 200 万元的维修资金，还在
市场监管局批了民宿的营业执照，并
在百度地图上购买了“守贞堂古民
宿”导航定位。刚大学毕业的儿子陈
泽南也打算在家专心经营民宿。

再获新生：开发民宿，陈少龙要让祖业以另一种形式活下去

相关新闻

新的发现：“贞”还是“祯”？
走访时，陈少龙拿出两面旗帘，上书“守祯堂”，

打算完工后挂在大门口的杉树上。我和蒋金乐都对
“祯”字提出异议，陈少龙说，据他所知堂名是此“祯”
而非彼“贞”。但从“守贞堂”被发现、研究以来，各类
文本都采用“贞”而非“祯”。

回到富阳家中后，蒋金乐翻阅了相关史料，他
说：“如果是‘祯’就说得通了，‘祯’有吉祥的意思，给
家宅命名时，‘守住吉祥’比‘守贞’二字的可能性要
大得多。”据他了解，陈家修建的房屋不只“守贞堂”，
在其周围还有一批古民居，大多破败，其中有一座叫

“守谦堂”。综合考虑，蒋金乐认为“守祯堂”这一说
法更可信。

到底是“贞”还是“祯”，我们期待区文物馆有关
专家进一步考据核实，给出答案。（在未明确前，本文
依然沿用现有说法，写作“贞”）

▲航拍老宅

▲修缮老宅

▲92岁的陈建初独坐在老宅中

▲老宅内景

▲六七岁的陈建初和爷爷在老宅里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