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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兆龙

东台的古庙庵中，名为复兴
庵、福缘庵、准提庵的比较多，命
名大悲庵的，只安丰一家；虽于
1975 年串场河改道工程时拆去，
因与扬州八怪的郑板桥结有善缘，
近年来重新出现，成为一个没有湮
没的地名符号。

安丰的大悲庵，前清时建在镇
西的周家桥西，即今日镇上鲁家巷
西头，地属立新居委会。顺治、康
熙年间（1660 年前后），有位法名
悟明的僧人四乡化缘，修佛甚笃，
却没有栖身念经的庙宇。来往盐
船上的人就请他上船生活随喜，可
他并不如意，于是人们就在安丰周
家桥西边买下一块地，匡上篱笆，
盖起茅屋，给他念经拜佛。

悟明有了遮风挡雨之所，思量
起个寺名，想以大慈大悲观世音为
题，可自己贫苦，无力主建庙宇大
慈行善，只能大悲为怀唱经普渡
了，于是就取《神仙传》中“居河之
湄，结芦为庵”之意，命名大悲庵，
在庵里大声诵经，声达户外。人们
见此愈加敬重，商量后买了很多木
料、砖瓦送来，悟明却不开门接
受，大家就破门而入。悟明说，你

们何处不可施舍，为什么独独选我
这儿呢？悟明因何要拒绝这巨量
施舍呢，原来他的师兄含珠、可
珠，急于砌佛殿造韦陀，欠下无数
债务，临终时连口中的含饭都没一
口。吸取师兄的教训，悟明坚持在
茅庵中参修，量力而行，逐步积
累。病危时吩咐徒弟法树继承师
志，踏实创业。

悟明圆寂后，法树和尚克遵师
嘱，与徒弟禹平捐口食、积锱铢，
忍饥耐苦，熬寒经暑，积累数年
后，建别殿、砌西厢，完成大悲庵
全局，实现了悟明的夙愿。

法树圆了老师的遗愿，有时间
周游各地研究佛学了。一天，法树
住持在兴化天宁寺方丈处切磋佛
学，碰到时在天宁寺避债读书的郑
板桥。法树观郑板桥诗画不俗，考
虑给天宁寺法友减点负担，就邀请
郑板桥来安丰随法。

此时的郑板桥甚为清苦。他
自20岁中秀才后，家道中落，只得
在兴化设馆蒙童，卖画谋生，怎奈
灾荒连年，无童可蒙；书画未名，
无人问津。又逢 30岁丧父，不几
年丧子，穷困蹉跎，36岁上到天宁
寺避债就食，命途多舛之亟。见大
悲庵住持邀请，加之久闻明代东淘

海东夫子王心斋之名，就随法树和
尚来到安丰。

串场河边的大悲庵，短墙内几
间寺房，小桥边一丛深树，别殿东
两间灶房煮粗茶淡饭，西厢外两扇
柴门通菜畦瓜棚，鸟鸣鸦归，更显
寂静。如此佛家清修之所，实是读
书务农佳境。法树和尚每天上午
一壶茶、下午一壶茶，用木质茶焐
子焐着，让板桥自斟自饮；自己和
徒弟去念佛经、做农活、煮斋饭；
晚间泡茶秉烛，与板桥谈诗论画。

板桥喝那茶，原是上等茅尖，
加自制上年菊花，用天水烹煮冲
成，温温地喝来，茶香与菊香沁入
五脏六腑，将一腔烦恼冲得干干净
净。再读王艮“出为帝王师、处为
天下师”的高论，大为快慰，目览
口诵，拍案称赞。徜徉于庵宇田
间，兴至心灵，泼墨挥毫，口吟手
书，给大悲庵厨门圃门各赠一联：

圃门联是：一帘春雨瓢儿菜，
满架秋风扁豆花；

厨门联是：白菜青盐粯子饭，
瓦壶天水菊花茶。

大悲庵的串场水泡菊花茶，不
但让郑板桥留下了语朴意幽的佳
作，更让他将大悲庵铭记在心中。
乾隆年间郑板桥考中进士，50岁

出任山东范县知县，61岁从潍县
罢官回兴化。三年后的乾隆二十
一年春（1756），郑板桥到安丰大
悲庵寻访故友。

此时法树和尚已故，禹平和尚
接任住持。郑板桥听了禹平所述
的别后诸事，思故人之苦修礼佛，
感后人之和善乐施，观四年前修葺
全新的大悲庵，其规模之“巍然勋
然”；乃应禹平之请，欣然命笔，写
下570多字的《重修大悲庵碑记》，
由时在西溪巡检司任职的歙县人
徐肇成司马为之勒石，给安丰留下
了一方宝贵的文化遗产。

1921年，安丰的文化人们为纪
念郑氏的大悲庵之旅，在庵内合建
了一方燮园，树植枫柳黄杨，花栽蔷
薇梅菊，供人游览观赏。郑板桥写
在木板门上的手书对联，字迹独特，
墨印深浸，却在日寇入侵安丰后，随
着燮园遭破坏、板门流失无存。

2015 年，安丰镇政府会同弥
陀寺在古街南端重建大悲庵，修建
了郑碑墙和草书房，将郑板桥在茅
舍里研读王艮、与法树和尚手谈品
茗的场景展示于兹，将其碑记全文
铭刻于兹，让过往游人读碑看联，
采风留影，添一点思古之幽情，增
一些人文之收藏。

大悲庵与郑板桥的楹联碑铭

本报讯（记者 顾敏 通讯
员 邓亚东）近日，针对市区一
些小区别墅区的部分业主擅
自扩院以及在院内乱搭乱建
的情况，市城管执法大队调集
执法人员，在市公安部门的协
助下，依法对市区多个小区内
的违建进行了拆除。

违法建筑一直是城市规划
和发展的痼疾，我市根据上级
部门违法建设五年治理工作
部署和要求，坚持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拆除一起。到2017
年12月，我市合计拆除各类违
法建设面积 19099.7 平方米，
违法建设五年治理工作取得
了初步成效。

我市将违法建设的查处和
拆除作为工作重点和难点来
抓，成立违法建设治理工作领
导小组，制定《东台市建成区违
法建设专项治理五年行动方
案》，做到按章行事，依法拆违，
减化矛盾，提高效率，使控违和
拆违工作程序化、规范化。

作为牵头单位的城管局，
要求全体城管执法人员，在思
想上重视、行动上坚决、作风
上廉洁，绝不踩“高压线”。市

城管执法大队按照“网格包
保、责任倒查”的工作要求，实
行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强化
巡查，对违法建筑实行“防控
全天候，巡查无缝隙”的管
理。联合街道、社区和物业公
司上门开展入户宣传教育，让
广大市民从思想上认识到违
法建设的危害，在行动上自觉
抵制、停止和检举违法建设行
为，主动支持、配合和理解对
违法建设的监控和拆除。对
拆迁区域，按照分片包干和一
对一的原则，通过蹲点值守监
控和机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
全天候加强对公共重点区域
和房屋征收区域违法建设的
监管和查处，做到发现一起，
拆除一起。对于少数无视法
律法规，我行我素的违法建设
者，依法依规，强制拆除。

今年，我市将对照市区建
成区违法建设五年治理工作
目标，进一步加大对存量违法
建设的治理拆除力度，计划到
2018 年 12 月底，拆除各类存
量违法建设面积 8000 平方
米，达到总任务的81.6%。

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拆除一起

我市对违法建筑零容忍

三仓镇坚持以农促游、以游带农，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大棚采摘区，精心组织各类活动，
不断拓展生态休闲观光旅游功能，全力打造集体验、观光、休闲为一体的农业产业综合体。图为产
业园内的草莓大棚。记者 张佳 摄

本报讯（裔丹 周春兰 姚亚
香）连日来，唐洋镇联合市场监管
局唐洋分局、卫生院、畜牧站等部
门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

此次行动重点检查集镇农贸
市场、超市、饭店等场所营业执
照、卫生许可证等证照是否齐全、
有无食品采购记录、有无经营过
期或变质食品的情况，检查过程
中发现的问题，责令商户及时整
改。同时，向商户发放食品安全
宣传资料，增强食品安全的责任
意识。

为防止问题反弹，该镇食安办
还将定期开展“回头看”，重点检
查商户问题落实整改情况，进一
步净化消费环境，保障春节期间
人民群众食品安全。

唐洋镇开展食品
安全专项检查行动

本报讯（孔德辉）日前，全市
网吧“五老”义务监督员培训会
在市文广新局举行，市关工委、
文广新局相关负责人、“五老”
网吧义务监督员、东台镇退休
老干部和三仓、五烈等镇关工
委的同志以及台城网吧业主参
加会议。

发挥“五老”余热，加强网吧
监管，是我市净化青少年成长

环境的一项重要举措。劝阻未
成年人进入网吧或沉迷于网络
游戏，配合文化行政综合执法
大队做好网吧管理工作，已成
为我市广大老年志愿者的自
觉行动。目前，我市网吧“五
老”义务监督员已经从初期的
38人发展到100多人。

培训会从我市网吧基本情
况、当前网吧管理中存在的问

题、网吧“五老”义务监督员的
工作职责、工作方式方法及工
作流程等方面进行了辅导。通
过培训，“五老”网吧义务监督
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增
强，真正做到在接纳未成年人
上网、消防安全隐患、吸烟等问
题上绝不放过，共同打造社会
满意、家长放心的网吧。

全市网吧“五老”义务监督员培训会召开
1 月 18 日上午，溱东卫生院医务

人员来到镇敬老院送温暖、献爱心，
免费为 100 多名五保老人体检。体
检现场，医务工作人员向老人们介
绍了高血压、中风等疾病的预防保
健知识，仔细询问老人们的相关病
史及目前身体状况。同时，对他们
进行了常规检查，提出具体的医疗
和日常护理建议，耐心、细致的检查
和讲解让老人们倍感温暖。

朱江 钱晶晶 摄

近日，新街镇畜牧兽医站在新街村举办畜禽科技入户工程培
训班，全镇 75 户畜禽科技示范户和镇技术指导员参加培训。市
农委相关专家结合典型案例，倡导畜牧业绿色发展理念，并围绕
畜禽科技入户工程主推品种及主推技术、畜禽污染治理等方面作
了生动的讲解。记者 张佳 通讯员 陆继军 摄

本报讯（钱力 陈永美）
近日，富安镇境内路段发生一
起因小货车停车时未拉制动
而酿发的撞坏店门的交通事
故。

当天上午 9时许，安徽省
亳州市的蔡某驾驶一辆小货
车在富安镇收购废品，当小货
车行驶至九里村路段时，一老
汉喊其出售旧电动车，蔡某竟
然将小货车停在一坡道上，未
拉制动，就急忙下车和老汉谈

生意。蔡某刚下车没有几步，
发现车辆向前移动，想用手去
拉车刹，但为时已晚，小货车
撞到了附近一户人家的门上，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500 余
元。富安交警中队民警接到
事故报警后，赶到事发地点，
通过调查取证，认定该事故由
蔡某负全部责任。

警方提醒：车辆停车切勿
停在坡道上，并且一定要拉好
制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停车不拉手刹 车辆滑进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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