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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原本不叫存古村，而叫
“绳过渡”。

为什么叫“绳过渡”？因为这里
有一条向北通往黄浦江的河道，宽
约二十丈，名叫千步泾。昔时，千步
泾河在存古村境内无一座桥，两岸
行人来往不便，尤其是难住了从河
东到河西叶榭镇读书求学的孩子。
他们只能向北走到虹桥湾，过桥折
南去叶榭镇，一个大圈子多走了一
半多路。

千步泾河东本有一个简易渡
口，河边的张老伯，常摇着小木船，
义务为行人摆渡。尤其是在早晨和
傍晚时分，会优先摆渡那些在叶榭
镇上的读书囡。但岁月长久，张老伯
渐渐年老力衰，摆渡力不从心，怎么
办呢？他想出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办
法，那就是将非常结实的粗麻绳，拴
在渡口两岸两颗老槐树杆上，拉紧
扎牢，像缆车绳索一样悬挂在河面
上。然后，他就在岸边指导行人上船
站稳，双子握紧跑索，一步一步往前
拉，船也稳稳地向彼岸行驶。这种自
助摆渡的方法，便是所谓“绳过渡”。

而到了乾隆下江南那会，来松
江府微服察访的乾隆皇帝，听到了
这件事，即命松江知府到“绳过渡”
现场附近勘察选址，由官府出资建
造了一座两墩三跨的木桥，题名“读
书桥”，为莘莘学子勤奋学业架起

“成功之桥”。
当然，这是久远之事。现如今，

昔日“绳过渡”旁的绳过村，已经摇
身一变成了存古村。村里的学子，
已无需跑那么远求学。在村内姚泾
三组，曾有一所芦泾中学，因校舍白
墙黛瓦整被称为“白学堂”。至
1990年撤并时止，“白学堂”桃李满
天下，从这里走出了许多栋梁之材，
有把中国航天卫星送上太空的设计
师，有国企集团负责人，有空军大
校，还有校长、村书记、企业家等等
各色人才。回忆起当年的盛况，老
教师们说：“想当年，这里虽然校舍
偏僻，交通不便，但一些住在庄行镇
的家长也会舍近求远把子女送到该
校求学呢！”

清乾隆年间，奉贤县志上有这
样一段话：“今世布之佳者得首推松

江，而松江织布尤推奉贤庄行。”地
处庄行西北地带的存古村，当时几
乎家家都种植棉花，户户都有织布
机、纺车等工具。清晨、傍晚或农闲
期间，农家的客堂里不时传来“嘎吱
嘎吱”的织布机声和“嗡嗡嗡”的纺
车声。从十五六岁的农家少女到六
七十岁的老太太的都会种棉花、纺
棉纱、织棉布。土布品种多样，有刷
布、拍浆两种，有单穿双扣之分，有
平布、踏步、芦席花布、提花布等，花
色有白布、蓝布、格子布，浇花布等，
有“织不完的花布样”之说来形容存
古土布的工艺精湛。至今，存古村还
有几户农家保存着织布机、纺车、经
车等工具，冬春期间，农妇们还在继
续纺纱织布，延续着庄行土布的渊
源流长。眼下，庄行的土布、青团两
个项目，已被列为上海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

存古人，不但勤于织布，还擅长
制作农家传统美食点心，譬如青团
和方糕。庄行青团已有六百多年的
悠久历史，原料除了选用优质糯米
粉外，还必须选用本地产的特色野
菜“麻花郎”熬酥后合二为一揉合制
成。它与市面上供应的用大麦汁，艾
草汁，青菜汁制成的青团相比，无论
是品相、口感、营养上均有天壤之
别。而每逢重阳春节和新谷登场，存
古农家总要蒸几尊方糕品尝，一则
表示庆祝水稻丰收，二则祝愿农家
生活步步高升。用优质糯米磨成精
细糯米粉，配以一定比例的粳米粉，
净水、加糖，拌匀后用力揉搓擦糕
粉，再用绷筛筛糕粉，糕粉擦得匀、
筛得细，蒸糕时火候掌握的准足，蒸
出来的方糕颜色雪白，晶莹剔透，入
口松软香甜，不粘牙，是市民喜爱的
农家美食点心。当下，随着人们生活
观念的更新，乡村旅游的蓬勃兴起，
方糕已不是节庆之际才有，而是一
年四季都在蒸，以飨四方来客。

上世纪20年代末，存古村又迎
来了奉贤地区最早的革命风暴，在
中共奉贤县委书记刘晓的主持下，
在存古村姚泾2组成立了庄行第一
个地下党支部和第一个农民协会，
唐一新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兼农民

协会会长。1929 年 1 月 21 日，一场
轰轰烈烈的农民武装暴动在庄行发
动，大量准备工作，就是由陈云、刘
晓等同志在唐一新家中，多次秘密
策划的。存古村民还多次掩护在此
开展地下活动的共产党人，避开了
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唐一新还利
用自己的医生身份，串门行医同时
宣传革命道理，发展农协会员。范围
辐射到庄行镇周边地区，人数发展
到近万人，组织了武装赤卫队，开大
会、斗土豪、铲恶霸，要求减租减息，
耕者有田。

1929 年 1 月 21 日晚上 7 时半，
百余人的队伍中除配有 17 支驳壳
枪、2 支 6 英寸手枪和些土手榴弹
外，多数人持大刀、铁叉、棍棒、长矛
和土枪。暴动队伍高举红旗，每人颈
佩红布条标记，从存古村分三路向
庄行镇进发。全镇的国民党武装不
到 1 小时全部被解决，暴动队伍占
领了庄行镇。地主豪绅逃跑一空，群
众将搜查到的田单、契票、债据浇上

煤油焚烧。到22日凌晨2时左右，暴
动队伍整队集合，刘晓宣布暴动已
达目的，即令队伍撤出庄行镇。唐
一新等留在当地坚持斗争。后来，
在奉贤县境内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
和暴动骨干先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
的迫害，唐一新等同志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存
古村再度引来关注，是这里出了几
位能干的生产队长。70年代的生产
队长朱新华，是存古村姚泾6组人，
他深知“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
化”这个道理，在奉贤率先实行农业
机械化种田，全队8公顷早稻、晚稻
全部实行机械化拔秧、插秧、收割，
大大地减轻了村民的劳动强度，加

快进度，抓住季节，粮食产量年年提
高，名列全大队前茅。而到了 80 年
代，存古7组的生产队长黄梅开，带
头承包 150 亩土地种植粮食，他精
耕细作科学种田，春播、夏管、秋收，
环环紧扣，白天黑夜忙碌在田头、场
头。当年夺得水稻大丰收，向国家交
售光荣粮2万公斤，以后年年增产。
而在退休后，他又创办了存古村第
一个家庭农场，面积133亩，以种植
水稻为主。他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知
识，科学种田夺高产。他与妻子坚持
起早摸黑奋战在田头，农忙时还叫
上儿子、儿媳妇一起干，连续四年，
粮食年年丰收，亩产都在1200斤以
上，成为村里家庭农场的带头人。

而将存古村带上蜜梨之路的，
则是1976年起担任生产队长、一生
务农的冯水龙。他对土地有特殊的
感情，认真学习科学种田知识，不断
提高粮食产量，连续四年水稻亩产
全大队最高。改革开放以后，他带头
推行产业结构调整。

1999年，存古村
在上级政府的支持
下，村委班子决定规
划试种200亩上海蜜
梨。当时习惯于计划
经济的农民，担心
蜜梨如何种、怎么
卖 ， 都 不 敢 尝 试 。
村民的担忧也是有
道理的。于是，村
委班子成员带头种
植，每个班子成员
每人至少种3亩，每
亩梨田村里补贴100
元。此时，冯水龙
正担任村委会副主
任，他在全镇率先
种 植 上 海 蜜 梨 250
亩。为了消除村民
的思想顾虑，他发
动 村 干 部 带 头 试
种，不断摸索出在
低洼上种梨的经验
向村民推广，种后第

三年亩产达到2500-3000斤。
经过三年的精心种植，蜜梨上

市销售了，每亩产量平均800斤，产
量高的达到1200斤，与当时的粮食
收入对比，种植蜜梨比种植粮食收
入翻了三番还多，农民尝到了种植
蜜梨的甜头，纷纷改种蜜梨。2002
年，全村蜜梨种植面积发展到1000
多亩，成为庄行镇的种梨大村。亩产
量达到 4000-5000 斤。蜜梨的品质
不断优化，梨农的经济收入也不断
增加。

2012 年 8 月上旬，强台风“海
葵”袭来之际，存古村的蜜梨损失极
为惨重。梨园成了一片汪洋，梨树被
风刮得东倒西歪，金黄色蜜梨落得
满地都是。眼见成熟的蜜梨受到如
此巨大的损失，梨农们心里急得象
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关键时刻，时
任存古村党总支书记的宋火良站了

出来，他顶着狂风暴雨，到人称“鸭
食盆”的低洼地梨园查看灾情，指导
梨农开沟排水，抢收蜜梨，又到梨农
家叮嘱他们及时把摘下的蜜梨摊
凉，防止霉变。回到村委会，他立即
召开村党政班子会议，共商帮助梨
农销售蜜梨的办法。“我们共产党员
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务之急
就是要帮助梨农销售抢收下来的
6-7 万斤蜜梨，把损失减少到最低
限度。”书记讲话铿锵有力，村干部
坚决拥护，村里成立了临时营销服
务队，村干部个个是队员，他们放着
自家的梨不去卖，首先为种梨大户、
受灾严重的农户和销售有难度的困
难户帮助销售。营销队分成两组，一
组由宋书记亲自负责联系销售客
户，他与结对的区轻轨公司、普天邮
电、区供销合作社以及市、区的客户
联系，恳求他们为农分忧。另一组由
村主任负责，排摸困难户，帮助装
箱、运输，整个存古村紧急行动起来
了，摘梨、装箱、卖梨，车来人往非常
热闹，在党总支的坚强领导下，梨农
们打响了抗灾夺丰收的战斗，梨园
里又充满了笑声。

“台风无情人有情，党员干部忙
不停;百姓利益放在先，书记卖梨情
更深。”在宋火良的带领下，存古村
的党员干部舍小家为大家，放着自
家的梨不去卖，却首先帮助梨农销
售蜜梨7万多斤，销售额达到34万
多元。2017 年度，宋火良被评为奉
贤区“十佳村书记”。

也正是在这样的几代村干部和
劳动引领之下，存古村民种梨的积
极性越来越高，蜜梨的质量也越来
越好。存古村姚泾 2 组人唐雪梅，
2012年被评为庄行镇第一位梨王，
她思想创新、勤奋务实。能积极接受
新事物，做科学种梨的带头人。秋冬
季节，整枝修芽，深翻梨园，施足有
机肥、生物菌肥，改良土壤，为梨树
储足养分。开春后，抓好点花疏果，
除虫施肥保墒，确保每棵树座果
85-95只。2017年，唐雪梅梨园亩产
达到 5000 多斤。致富不忘同村人，
她还热心的向村民传授科学种梨技
术，帮助大家共同致富。她撰写的

《上海蜜梨栽培示范》创业方案，荣
获上海市创业计划竞赛十佳奖。村
委则对种植户进行产前市场调研，
产中技术培训，产后帮困销售的一
条龙服务。在提升蜜梨的品质品牌
上下了大量的功夫，先后获得了“著
名商标”“无公害产品”“地理指标”
等荣誉称号。2015 年，存古村蜜梨
获得了国家农业部颁发的“全国一
村一品”荣誉称号。2017年，存古村
蜜梨种植达到了1000亩，亩产4000
斤，平均每亩收入达到了2万元，全
村梨农收入达到1000万元以上。

眼下，“志存高远，思古励今”，
存古村正逐步发展成为经济发展、
功能齐全、特色鲜明、环境优美、秩
序优良的“生态休闲”新农村。

（部分照片由存古村提供）

昔日“绳过渡”，今日“蜜梨村”
庄行有个存古村 从革命年代到眼下的经济大发展 他的热情从未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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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偏僻村落到土布产地

一村一品是如何炼成的

庄行暴动从这里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