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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南村 黄腊桥

良渚的桥

桥名片

黄腊桥，位于港南村五组，原名洪乐桥，为三

孔条形石桥。桥北侧有桥名，因北侧加宽，今无法

再见原有桥名。桥洞只剩一孔，可行车通行。

通讯员 金良瓶/文 记者 金晓榕/整理
材料由良渚街道办事处提供

龙泉与良渚 青瓷与玉器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龙泉青瓷是中国瓷品中的一块瑰
宝，始于五代，盛于南宋，极具典雅、端
庄、古朴之特色。以瓷质细腻、线条明
快流畅、造型端庄浑朴、色泽纯洁斑斓
著称于世。

良渚玉器，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
艺术创作的杰出成就。它的制作工艺，
一些方面在今天看来仍不可思议。

那么，龙泉与良渚，青瓷与玉器，会
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隐青阁，可以找
到答案。

这是一家意境古朴隽永的店铺，位
于良渚梦栖小镇设计中心，步入其中，
记者不自觉就慢下了脚步。那形形色
色的龙泉青瓷茶器，宛如谦谦君子，素
净温润、闲散淡远，在这清净地，让人只
想烹壶煮茶、养花赏器。每一个杯子从
揉泥到烧制完成，经历十几道工序数十
个技术关键点，经历一笔一划的精心绘
制。作为一家致力于青瓷产品研发、设
计、生产、销售及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
文创企业，隐青阁努力“让青瓷融入每
一个人生活”，以打造青瓷生活美学宗
旨，将传统青瓷和现代生活融合，确保
实用美感的平衡，营造有温度的生活环
境。

作为最早一批入驻小镇的文创企
业——隐青阁，一直在思考如何将良渚
文化和龙泉青瓷结合在一起，激荡出新
的火花。于是，玉琮茶叶罐、琮式茶器、
玉琮、三叉形器、玉鸟对杯、良渚杯等饱
含良渚元素的器物就应运而生了。

“琮式茶叶罐用的是玉琮元素，内
圆外方，结合五千年良渚文化与美学实
用性，是我们自己设计生产的。”隐青阁
总经理高敏端起一枚布满棕色细纹、融
入玉琮元素的器物介绍说，这款龙泉青
瓷、哥窑月白釉琮式瓶，制作起来难度
较高，看似一体，实则是拼接而成。“可
以当茶叶罐，也可以插花，存放小零食，
既有观赏性，又很实用。”

在哥窑月白釉琮式瓶边上，还有一
款玉琮茶叶罐，有着如玉的色泽、温润
的触感。高敏告诉记者，此款茶叶罐是

弟窑工艺，罐体低一些，可以通过 3D技
术开模量产。“它就是生活器皿，可以当
茶叶罐，可以当笔筒，也可以存放糖、
盐、瓜子、花生等日常用品。”高敏说，在
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址文创区域，
这款产品深受游客喜爱。

除了器物外，隐青阁还做了一些大
胆尝试，如用龙泉青瓷制成玉琮、玉鸟等
饰品配件，件件精美、独特。而这类产品
高温下容易炸裂，制作工艺上颇有讲究。

老少皆宜人人都能体验
隐青阁要让文物活起来

今年上半年，2019余杭区“百行百

匠百赛”技能竞赛暨工业设计技能大赛
中，隐青阁设计团队作品《计艺良渚》斩
获一等奖。

“让文物活起来！”《计艺良渚》系列
设计将良渚古文化中的精美造型，多元
化地设计进卡片、包装、装饰画、装饰品
等，巧妙的设计将纸艺固有的艺术气息
展现得淋漓尽致。该设计项目的最大
亮点还体现在，利用服务设计引导下的
思维创新，开展衍纸设计教育，重点为
青少年群体定制相应课程，让人人参与
设计，人人都成为设计师。

何为衍纸？衍纸是流传于英国王
室贵族间的一种手工艺术，简单而实
用。衍纸艺术就是以专用的工具将细
长的纸条一圈圈卷起来，成为一个个设

计用的小零件。
为何会以衍纸作为媒介开展文创

产品设计？高敏说，早在五年前她就开
始接触衍纸，不过局限于动物类、花类、
卡通人物类，去年开始，恰逢良渚古城
遗址申遗准备阶段，隐青阁团队也肩负
起文创产品开发的责任。“常常说要让
文物活起来，到底怎样可以活化良渚文
物？龙泉青瓷其实是重器，游客制作的
参与度不是特别高，也不是生活必需
品。那时候我们经常去良渚博物院、良
渚遗址公园参观，找找灵感，就发现这
些玉琮、神人兽面纹的纹路，虽然复杂，
但可以线条化，就心想是不是可以通过
衍纸来做做文章。”就这样，良渚文化插
槽式衍纸就诞生了。

胶水、纸条、带卡槽的底板，小小一
盒材料包，就能让人深入探究良渚文
化，充满创意。高敏拿出几幅孩子们做
的良渚文化衍纸作品，用五彩纸条制成
玉鸟、玉龟、三叉形器、玉锥形器，比起
馆藏文物，更添几分萌态与生趣。“底板
上是带有卡槽的，小龄的孩子，将胶水
涂在卡槽里，将彩纸填充，就是一幅作
品；年龄稍大一些的孩子，就会发挥想
象，将纸张用工具做成卷，在里面做一
些填充，每个人做出来的作品都独一无
二。”高敏说，这款良渚文化衍纸作品一
共开发了 12款，最难的要数神人兽面
纹，根据博物馆原稿放大百倍进行设
计，还原每一处线条，非常考验制作者
的耐心与手工能力。

严肃古老的良渚元素，在隐青阁匠
人们手下，变成了一幅幅美丽的作品。
目前，隐青阁已经在良渚博物院、余杭
区青少年中开展相关线下课程，良渚
文化插槽式衍纸材料包也能在良博院
以及遗址文创区购买到，通过五彩缤
纷的衍纸，让良渚文化走入更多百姓
家。

“我们是良渚古城遗址申遗的见证
者，特别自豪。”高敏说，扎根良渚 8年，
隐青阁一直在努力，今后会继续开发良
渚文创产品，让良渚文化走进千家万
户，让每个来良渚的人都能带走一件关
于良渚的物品，都能爱上良渚。

做客浙江卫视“我是大赢家”、开学季携良渚文创衍纸手工课走进余杭仓前实验小学梦想创客空间、“虫洞”创

意空间试运营……近段时间，隐青阁团队忙得不可开交。这家扎根于良渚8年的文创企业，近年来衍生出众多良

渚系列文创产品，为的是让更多人发现良渚、爱上良渚、带走良渚，让良渚文化深入寻常百姓生活。

记者 金晓榕 通讯员 刘丽敏

“隐青阁”：让良渚文化深入寻常百姓生活
61幢

著名影视演员黄磊
看上良渚了

本报讯（记者 金晓榕 通讯员 俞
珠花）“这不正是《向往的生活》理想中
的拍摄地吗？近日，著名影视演员、导
演、编剧，风火石文化发展（北京）有限
公司董事长黄磊来到梦栖小镇邱家坞，
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即将完工的大师村
及良渚北片正在做环境提升改造的荀
山岛。

当天上午，杭州良渚新城管委会与
风火石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在良
渚梦栖小镇就风火石文化发展（浙江）
有限公司落户良渚事宜签订项目框架
协议。未来，风火石文化发展（浙江）有
限公司将打造一系列精品项目，为余杭
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资源。

风火石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优质头部综艺、优质头部影视
剧的创作，致力于自主创新研发、拍摄
制作温暖现实主义力作，致力于多维度
的文化弘扬，以实际行动促进表演、编
剧等文艺创作的扎根与开花，用公益
心、敬畏心向行业致敬。

此次双方达成合作，除将风火石文
化发展（浙江）有限公司落户良渚外，未
来三年风火石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
司计划拍摄综艺真人秀《向往的生活》
以及继《小别离》《小欢喜》之后的温暖
现实主义电视剧等一系列优质头部综
艺、优质头部影视剧，也将选取余杭区
内符合影视拍摄要求的自然、人文景观
用于影视制作，并深入挖掘良渚的文化
内涵，全面展示余杭及良渚近年来经济
社会各领域发展成果，对推进“三个全
域”建设起到积极的宣传作用。与此同
时，拟开设公益性的麦田大学良渚课
堂，由黄磊集结国内外杰出的艺术家举
办公益性传承活动。

据悉，风火石文化发展（浙江）有限
公司是邱家坞区块落户的第二家影视
文化公司，首家公司正是当前热播剧
《在远方》的出品方杭州佳平影业有限
公司。邱家坞区块是良渚梦栖小镇的
创新中心，占地面积175亩，建筑面积约
3万方，由良渚新城投资4.5亿元打造而
成，以院落和步行街形式布局，局部结
合工业展示和休闲空间，配套有 100余
亩的湿地公园，拟打造成名人名家集聚
的创新创业产业园。

传说黄腊桥始建于明朝。明建文帝朱允炆落难
经过洪乐桥，大臣陈继之领兵在此横道阻拦追兵，掩
护建文帝上东明山，于是当地百姓就将此桥改名为横
拦桥，后因年代久远，方言“横”“黄”不分，桥名被讹传
为“黄腊桥”。清朝时，桥址北移数十米，才有了现在
这座黄腊桥。

曾经的黄腊桥 尘封于历史记忆中

“你看到桥洞下面的条石了吗？”港南村党委副书
记干树勇，站在五马漾岸边的台阶上指着黄腊桥说，

“那三根条石才是原来真正的桥柱，大概两米宽。早
年的黄腊桥是三孔石板拱桥，长约9米。现在桥洞只
剩下一孔，桥面加宽之后，可同时容纳两辆车并行。”

眼前的黄腊桥，簇新的石栏杆上是硕大鲜红的
“黄腊桥”几个字，完全看不出古桥的样子。听着干树
勇的讲述，我们依稀看到了它曾经的模样：“桥边十多
米的地方，本来有座‘洪乐庙’。新中国成立初期，庙
被当作学校的校堂来使用。解放前，浙保三团团长王
志忠带领的保安团曾经在桥边驻守，当时在这里放了
三门炮，桥上一门，桥两侧各一门……”这是黄腊桥早
已湮灭在时光中的历史故事，被人们娓娓道来，才渐
渐揭开它尘封的原貌。

桥下五马漾 黑臭十多年后终于清澈

黄腊桥位于港南村内，桥下是五马漾，过桥往东
是石桥村。在公路交通尚不发达的年代，村民的出行
全靠五马漾。黄腊桥下，也有过船只穿梭忙碌的情
景。

“2000年到2013年，五马漾的水质确实变差了。”
港南村村民主任康宏果告诉我们，“没有专业管理，没
有合理配水，没有定期清淤，那些年五马漾的水都发
黑发臭了。”

对一个农业村来说，水质不好是致命伤。2014
年，趁着“五水共治”的东风，一场护水之战在黄腊桥
边打响。“村里花了两个月时间，对整个五马漾进行了
清淤，全长大概 2公里。”康宏果说。在此之前，五马
漾已经有 30多年没有清淤了。这是一项大工程，也
是治理五马漾必不可少的一步。清淤之后，村里每天
安排专人在河道巡查保洁，对河面漂浮的垃圾进行打
捞，保证河道整洁。

村里同步进行的另一项工程是合理配水。水活，
河道才能活。从 2013年开始，每到旱季村里就会从
东苕溪河抽水进内河道，保证河水流动。到2017年，
全村已经消灭了劣V类水质。曾经黑臭的河水，渐渐
清澈了起来。

发展旅游建设农庄 古桥边未来可期

现在的港南村，还在为治理五马漾做哪些工作？
对原来水系做生态堤岸修复；聘请专业人员投放水生
植物，用大自然的力量净化水质。

曾经河道沿岸两边的农户家，污水直接排入河
中，如今村里专门建立了分散式污水处理系统，将污
水处理后渗透到地下。“全村 500多户家庭，建了 400
多个污水池，基本完成改造。”康宏果笑着说，“现在都
要发展体验式农业，港南村是农业大村，我们也要尝
试这条路，比如在河边设置垂钓点。自从五马漾的水
质好了，河里鱼虾都多了起来。”

黄腊桥也是规划中的一部分，“接下来还要对桥
面进行加固。”康宏果计划着，“河边还可以建设农庄
欢迎游客……”

这座传说中迎接过明朝皇帝的古桥，或许将来也
会成为垂钓观景的一处景观。

本报讯 （记者 金晓榕 通讯员
邱剑霞）为了更好地发挥人大代表的
主体作用，进一步增强代表依法履职
的主动性、自觉性，更加密切代表与选
民的联系，良渚街道人大工委日前开
展了区十五届人大代表述职评议活
动，共计170余人参加。

“我一如既往地参加每一次人大
活动，不落一席；倾听群众呼声，不闭
目塞听；积极讨论发言，严肃认真对待
表决；杜绝一言不发的‘挂名代表’。”
良渚街道大陆村书记陈甜时刻鞭策自
己“要做一名为群众讲实话、做实事的
人大代表”。他是这样说，更是这样做
的。

“为人民说话，替人民办事，对人
民负责。”今年，代表陈励明在东莲村
试点建设集银行便民服务、虎哥垃圾
回收站、邮政e邮站等功能于一体的村
级便民服务中心，在大陆村便利店设
立助农服务点，在玉都枫景名苑建设
农信丰收驿站等，解决村民金融服务

“最后一公里”，完成良渚街道信用镇
申报及 10个信用村复评工作……他
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获得了选
民们的热烈掌声。

“我平时注重收集社区民意，尽可
能了解居民所思、所想、所盼、所愿，积
极倾听居民的意愿和呼声，帮助社区
成立公益基金会，定期举办‘跑山’捡
拾垃圾活动……”代表徐一峰踏踏实
实做事、勤勤恳恳为公，在他的带领建
设下，良渚文化村成了理想生活地。

现场，17名区人大代表向选民述
职，实打实报告情况、面对面接受询
问、“无记名”接受测评，选民“考官”们
认真聆听，从履职能力、参与代表活
动、走访选民倾听民意、综合评议四个
方面对代表们作出评议。

良渚街道人大工委主任马伟忠指
出，组织人大代表向选民述职并接受
评议，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代表工
作，促进代表更好地履行职责的有效
措施。他希望人大代表当好“示范

员”，在提高自身素质上争当表率，加
强政治理论学习，提升代表的综合素
质，提高代表的责任意识，增强代表履
职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充分发挥人大
代表作用。争做学习标兵，争做时代
先锋，为同铸“中部兴盛”贡献正能
量。当好“监督员”，维护群众利益，
关注良渚发展建设过程中的各个环
节、各个层面，通过实地走访、调研
视察等多种形式，肩负起监督职责，

“寻亮点、找短板”，积极建言献策，
不当“荣誉代表、挂名代表、拍手代
表”，确保人民群众关心热点、焦点、难
点问题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当好“战
斗员”，在推动中心工作上献计出力，
切实强化大局意识，把履行代表职责、
发挥代表作用与推动中心工作结合起
来；结合自身岗位，结合“三服务”要
求，切实加强沟通，收集社情民意，动
员影响身边群众，想法设法有效助推
良渚新城的快速崛起，使各项民生实
事落地生根。

本报讯（记者 金晓榕）“和汪汪
队明星狗狗面对面，和莱德队长做游
戏、画勇敢的狗狗、通关汪汪队寻宝乐
园，这个假期我家孩子特别开心，我们
还领养了一只可爱的狗狗。”这个国庆
节，良渚文化村村民沈女士一家选择
在家门口的劝学荟Qsquare度过。

10月 1日，劝学荟Qsquare正式对
外开放。良渚文化村“村民”和周边居
民纷纷前来一探究竟，市区的潮爸潮
妈们也带上孩子来此开启国庆家庭欢
聚时刻。400米的环形天空跑道上聚
集了大批运动爱好者，打卡属于杭州
人民的一站式家庭体验商业体。在风
靡全球的《汪汪队立大功》粉丝见面会
上，特工阿奇、飞行员天天被小粉丝们
重重包围，游戏、互动、合影欢聚无限；
插花体验、咖啡手作、音乐嘉年华，让
整个假期精彩纷呈。

如果没有赶上这波热闹的也没关
系，10月 18日—11月 18日，奇遇星

球·小王子杭州首展将在劝学荟
Qsquare启幕，为大小朋友献上一场星
球上的初心之旅。

位于主干道东西大道和风情大道
交汇处的劝学荟Qsquare，是杭州首座

屋顶空中跑道商业体，拥有KFC、一点
点、蓝之莲、FIONA英语俱乐部、智慧喵
科学活动中心、艺乐多美术、华为、罗
森、联华超市等，将进一步满足良渚文
化村“村民”最后一公里的生活需求。

良渚街道开展人大代表向选民述职活动

有效助推良渚新城各项民生实事落地生根

“劝学荟”正式对外开放 良渚再添趣玩新地

由隐青阁出品的形形色色龙泉青瓷茶器

孩子们体验衍纸制作 巧妙融入良渚元素的衍纸作品

国庆假期，劝学荟活动现场人头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