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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绿
石头村
记者 何芳芳 许媛娇
摄影 骆晓飞 实习生 赵凯丽 陈昕悦
通讯员 牧宇超

建筑，营造的是一个世界。
当传统村落一个接着一个消失，循
着建筑留下的痕迹，我们解开另一个世
界的密码。
“这里的石头会唱歌”。富阳文化学
者蒋金乐乍见位于湖源乡新绿村的老石
磡，惊艳于其曲折有致、绵延不绝，如此
体量的老石磡在富阳十分少见。
同行的区政协文体新闻组委员们异
口同声地给它取了个名字——石头村。
这个名字被湖源乡政府“官方认定”，成
为
“网红地”
龙鳞坝的景点之一。

距离龙鳞坝不到 10 分钟车程，石头
村就到了。由环金线驶入小上线，靠近
石头村的一段正在修路，经过一阵颠簸
后，把车子安顿在湖源乡新绿村村委会
处，石头村在道路右侧。

石头村本名楼村自然村，村里的道
路、房屋都由大大小小的石头砌成。
在临着小上线的两间矮房中间，有
一条不宽不窄的巷子，一眼能望到巷子
底，尽头是石头墙，从地面延伸至五六米

高 度 ，墙 上 已 经 竖 起“ 招 牌 ”—— 石 头
村。牌子做成旧旧的样子，像是生锈的
铁块，
显示着村子独有的沧桑感。

便会越深刻，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石
头，是村子最大的特色。在石头路拐弯
处，苦槠树枝繁叶茂，这棵苦槠树已经纳
入浙江省古树名木保护目录，一块身份
标牌贴在树干上，
树龄 300 年。
这树承载了石头村村民的记忆。
“原
来大树旁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每年四
五月份，我们就会捡苦槠果子，拿回家磨
豆腐。”新绿村村主任童志民今年 58 岁，
从小在石头村长大，他说，村子里都是姓
童的，其他姓几乎没有，族谱上有记载，
童姓是从广州迁居到淳安，而后再到的
湖源，时间大概是清朝末年，到湖源的时
候，童氏有三个儿子，分为三房，后来发
展到 100 多户人家，两三百人居住在这
儿。
为何叫楼村？同是土生土长的村民
童增华说，从族谱及老一辈的讲述看，童
氏来了以后开枝散叶，
“发得旺”，楼姓一
族反而慢慢没了，
只是村名沿袭至今。
苦槠树旁的房子是整个石头村保存
最为完整的老房子了，新绿村 38 号，全
屋面积有 200 多平方米，两层楼，中间是
三间正房，东西两侧各有一间厢房。村

里叫它“五间头”。房前堆放着一些干
柴，正中间的梁上有雕花牛腿，房子年久
失修，已被标记上“危房”。靠西面的正
房大门上挂着“共产党员户”的牌子，透
过镂空的大门窗户，还能看到里面的灶
台，
以及通往二楼的木板楼梯。
童志民告诉我们，这里之前住着四
户人家，如今都搬去了城区。正是因为
有人住，这房子才得以保留下来，党员户
那家，每年清明上坟时，总会回来开个
门，收拾收拾，看看老宅。靠东面的厢
房，一个 70 多岁的老太婆偶尔还会回来
住住，但大部分时间住在子女家。难怪，
这间厢房的外墙已被抹上白灰，对门厢
房则还是原始的石头墙。站在地面还不
明显，从航拍镜头看，屋顶呈现两种样
式，黑瓦的是未经现代化修整的，红瓦的
则是重新修过，
住着人家的。
站在老房子门前，童志民眼前出现
了童年一天天重复却又不尽相同的岁
月，晚饭过后，村民们会聚在房前的鹅卵
石道地上，放在地上的大石头就是凳子，
磨得很光滑，村民们吹风、聊天，小孩子
们会在村子里窜来窜去，
没个消停。

300 岁的苦槠树，
见证着石头村岁月

踏上右边的石头路，开启石头村的
世界。
越往村里走，石头村三个字的印象

道路保持着原貌，村庄是一代代建造的
石头村看起来依旧满是石头，但童
志民的一句话会让人瞬间清醒过来，
“现
在看到的石头墙其实都只是原来石头房
的地基”，改造的改造、倒塌的倒塌，几乎
没有完完整整的一间老房子保留下来
了。只有村里交错的道路和台阶，还倔
强地保持着原貌。
在村庄东侧，有一条宽度不足两米
的石头路，垫路的石块大部分是大块的，
其间也穿插着小块石头，这条石头路延
绵向上，大约 1 公里。石头路在村子下
方的尽头是落差 5 米左右的峭壁，下面
是小溪。不下雨的时候，山上也会有一
股泉水涌出来。遇到暴雨或者更严重的
山洪，这条石头路就起作用了。
“ 这实际
上是村里用来防洪的，山水奔涌而下，通
过石头缝渗透、减速，最后注入村子下方

的小溪。”童志民说，石头路守护着石头
村，沿路两旁都有民房，都高于路面好几
米。
童志民不禁用手去触摸石墙，触摸
堆砌着的大石块，感慨着，像这样一块大
石头起码有四五百斤，老辈们当年把石
头扛上山真不容易啊，不光是这一片，整
个村子都是这样建起来的。
“老人告诉过
我，石头村是逐年建造的，一代一代建起
了一个完整的村庄。”他说，这些石头也
是就地取材，全都来自山下的小溪。
童增华 54 岁，在他小时候，如今的
小上线全是溪涧，石头“取之不竭”。他
的记忆中，父亲曾参与过砌石磡造石屋，
但是要说清楚这项工艺，他非常为难。
“从我们记事起，村里就是这个样子。到
今天，没有人说得清这些石头路、石头房

子怎么建起来了。”
富阳多山，不少村落都砌有石磡或
用石头打墙，这项手艺在本报 2014 年刊
发的一篇文章《砌石墙的庄师傅》中曾详
细记录过。
“填好墙脚后，我们从溪滩里捡来大
小差不多的石头，开始砌墙了。他们拌
黄泥浆，把石头放在我的面前。墙砌到
一人多高了，就放在脚手架上。为使石
墙直，每砌一层，里外都要各拉一条线，
使石头不超过线，也不凹进。砌石墙不
比砌砖墙，工具就要增加铁榔头，泥角
等。砌时也麻烦得多，砖头拿起就好砌
上去的，而石头大小不一，砌一块就需要
挑一块。我只好一边砌，一边挑，费时是
不用说了。一天最快也只能做六七个平
方米，
只有砌砖墙的一半工作量。”

新屋台门、
神鬼路……保留着村庄的记忆
村里的每一处都是有记忆的，就在
石头路旁，有一个小水潭，这是石头村全
体村民的饮用水源所在。当年，石头村
里还住着很多村民，接水要排队，遇上大
旱时，凌晨都还有村民在排队。从小水
潭处往下不远处，有一座“土谷祠”，童志
民解释，这是一座土地庙，敬奉山神，每
逢初一、十五，庙里会有活动。
继续往上走，来到一处空地，空地上
种着玉米，还有一些杂草，一个台门立在
边缘处，才能让人回想起，这里是石头村
的新屋台门。
“ 这里原来住着 10 来户人
家，后来房子年久失修，就塌掉了，还好
台门还在。”童志民盘算着，哪一天石头
村开发起来，这里要派上用场的，村里的

农产品展示放在这儿最适合。
负责村里保洁的童希珍今年 60 岁，
新屋台门在她年少岁月中不可缺席，
“那
时候啊，台阶上坐满了人，大家吃过饭都
要聚到台门来。正对新屋台门的是老
厅，老厅门口是村里唯一的主路，所以这
一块地方来来往往人最多，最热闹。”这
条路一头连着土地庙，一头连着祠堂，村
里人叫它
“神鬼路”
。
说到新屋台门、老厅、新厅，童志民
摇头叹气说“可惜”，这三个地方原先都
是村里热闹的地方，住着很多“好人家”，
后来破败后没有及时抢修，落到塌败的
田地，在 21 世纪初期都拆除了。如今，
再去寻觅，这些地方都种上了作物，从油

菜到玉米，一波接着一波，却不复当年的
光景。
从石头村最东面走到最西面，西面
有座童氏祠堂，祠堂是去年由政府出资
修缮完成的，还没正式使用。祠堂门前
立着两根旗杆，倒是有说法，清朝时期，
童氏出过武举人，这两根旗杆立在那儿，
不 管 多 大 的 官 路 过 此 地 ，都 要 下 马 通
过。紧挨着祠堂西面，原本有两层楼辅
房，那时村里有大活动，烧饭都在辅房里
进行，楼上可以住人，远一点的客人就安
排住在这里。这些场景，如今都已是飘
渺的回忆。

想打造原生态石头村，重振村庄
童志民家的老宅就在老厅往下
位置，在保存最为完整的那间房子
西面，也已倒塌，成了一片玉米地。
他说，当年一家 7 口人都住在这一间
房 子 里 ，他 从 出 生 一 直 住 到 上 初
中。上世纪 90 年代初，童志民一家
在离老宅不远处的靠山位置建起了
新屋，为了造新屋，还挖了山。造新
屋的那年，亲戚朋友都来帮忙，房子
地势较高，房子外围用石头砌的堪
都有四五米高。前几年，童志民又
在别处造了更新的房子，这新屋也
闲置了，
他打算打理出来，
做民宿。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之后，石头
村的村民逐渐从山上搬下了山，在
山脚或者稍远处建造新房子。
“石头
村大部分房子在山上，交通不方便，
拿点东西上去很辛苦。”童志民说，

就这样村里的住户越来越少，如今，
只有 5 户人家还住在山上。
71 岁的洪爱仙是这五分之一。
她 16 岁嫁到楼村，55 年日日穿行在
上上下下的台阶间。同村人陆续搬
离，她不乏羡慕，
“年纪大，腿脚不便
了，我们平时就吃自己种的菜，荤菜
都很少出去买。”
童志民早些年就有要开发石头
村的想法了，这些年，来打探的想投
资开发民宿的人也有不少。他希
望，石头村能保持原有的特色，保持
原 生 态 ，同 时 也 能 为 村 民 带 来 富
裕。
“ 现在这个村已经不像村了，很
多地方都成了荒地，有点痛心。”童
志民想要重振石头村，这也是石头
村村民的共同心愿。

【采访手记】
采访中，我们想起建筑师王
澍在《造房子》一书中写道：
“如
果有人问，什么是中国建筑未来
的发展趋势，这是在今天中国的
现实中特别难以回答的。我们
身处一种由疯狂、视觉奇观、媒
体明星、流行事物引导的社会状
态中，在这种发展的狂热里，伴
随着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混合
着由文化失忆症带来的惶恐和

轻率，以及暴富导致的夸张空虚
的骄傲。但是，我们的工作信念
在于，我们相信存在着另一个平
静的世界，它从来没有消失，只
是暂时地隐匿。”
新绿石头村，或许就是那另
一个平静的世界。
就地取材而建的家园，蕴含
着朴素的乡村建筑美学。它只
是暂时的隐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