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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苍南 7读书

张耀辉

2019 年 2 月 16 号，微信公众号“柴桥

头”出世，一晃就一年。

“在柴桥头，看热闹，讲故事，走回家

路”。过去一年“柴桥头”推发文章 360 篇，

有在内矾山人写（拍）的历史故事、风土人

文、乡野景致，有在外矾山人发来的故乡记

忆、抒怀文章、文献资料，也有热爱矾山的

各界朋友创作的矾都游记、明矾印象和感

想感怀...... 绝大多数作品图文并茂，质量稳

定，原创支持，首投首发，即便转载，也经过

了一些修改补充。现在已经有一千五百多

人关注，且日有所增，互加“白名单”的知名

公众号也越来越频。如我年末的一则微信

所感，柴桥头众人拾柴，温暖抵心。

宣传矾都乡土文化，展示明矾工业遗

产、讲述矿山人文故事。现在每一次推出

发布，我都会精选封面，细酌摘要，注明文

章出处，如知道照片作者，一定署名，这是

起码的尊重，也是必须的觉悟。编好后，大

多先会给作者发个临时链接。回首一年来

的编辑活儿和显现给读友的这些图文，感

恩作者的作品支持，感谢大家的关注阅览，

也感动于自己的坚守笔耕。倘若把这三百

多篇筛选成书，想必也是厚厚的一大本。

这样想想，颇觉欣慰。我几十年如一日的

教学工作是波澜不惊的流水账，日常生活

是粗糙厚实的记事本，那白纸黑字和斑斓

图文的个人公众号就如一册精装新著，让

人生多了一些精彩的增添和生动的注解。

记得公众号的首篇是“4家单位成省研

学教育基地营地 矾山No.1”，图文并茂挂上

去。我把临时链接发到自己手机另一个卡

号的微信上，再认真看，发现问题，删掉。

再写，再排，点了格式键，又转发到老婆的

微信，让她再帮我找错字、标点、对齐和图

片 插

入、大小和

摆放，折腾了好

些时间。于我来

说，那次推出的 No.1
的确有些意思。就新闻本

身。“4家单位成省研学教育基

地营地”公布时矾山排第一，也是我的开篇

之作，当然No.1。
“柴桥头”离不开柴桥头的故事。我

采写的《柴桥头》推出后，《今日苍南》风土

版发表，官宣“苍南发布”也随后推出，当

地一些知名的自媒体以《柴桥头！几代

矾山人的记忆》为题转发。《温州日报》、

浙江省政协《联谊报》等都给予发表，加

上我自己“辉常真话”新浪微博和“我心

飞翔”QQ 空间的链接发送，该文首日阅读

量就逾万。平时，“柴桥头”公众号推出的

文章，加上新浪微博，QQ 空间的同步推

广，每天都有上千的点击量。常常一篇文

章刚发出去，远在新西兰的安生姐就会在

第一时间点赞。有好多次矾山郑女士转

发到国外朋友圈。有一次澳大利亚的读者

反发过来给

中国的朋友，

问，“柴桥头

上的矾山灯

光 秀 看 了

没？”

一个人

写 、编 、排 、

校 、发 、再

改 ，有 点 不

易。我在手

机下载“微小

宝”微信公众

号运营助手，学会抢

时间发好稿。4 月 23 日

著名歌唱家蔡大生回到第二

故乡做“快闪”《我爱你，中国》，

我事前事中连续跟踪，图文报道《为

祖国放歌，为矾山喝彩》。4月24日点击

量火爆，当天下午《中国网》和次日的《中国

报道》转载发布。11 月 13 日参加温州矾矿

遗址“国保”揭碑庆典仪式，我利用参会和

休息的分分秒秒，用手机捣弄了一个多小

时。仪式一结束，便第一时间以《刚刚！：国

保矾山矾矿遗址揭碑》发出，到了晚上连同

微博，阅读量上万，并被多家媒介转用。有

趣的是，一忙一赶文章竟把参会的温州市

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董姝先生写成女士。

公众号发出后，我的手机立即被打爆，读友

们友好地指正，笑我男女不分。也是在报

道“国保”后，中国画报出版社的编辑朋友

有心转给我“和建筑师一起看古建 ”推文

《欣赏工业遗址之美》，我立马转发，及时为

“国保”的宣传和保护推波助澜。

“柴桥头”除了应时应景推发文章，还

有很多独家“菜肴”。正月推发张传君《此

心安处是吾乡》，三月转载萧云集《矾山深

处有洞天》，清明重温黄传会《母亲的葬

礼》，五月发表虞文成《福德湾，世界矾都的

记忆》，儿童节集合图画做了《孩子们，快

乐》，七月周筠撰写《千年矾山寻名记》，建

军节推荐《矾山的军房》，开学季选粹《余光

中：写给未来的你》，国庆长假原创《此刻的

中国》，十一月发表《叶怀欣的福德湾影

像》，年末推发廖雄《埔坪 埔坪》，也为贺年

片《只有芸知道》首发叶匡政《有你的日子，

就是我想过的日子》等。一年下来，矾山旅

游、蝶变苍南、田园生活、百姓日常、地名溯

源、温州小吃、函授学习、江南水乡、灵溪老

街、两岸故事、南宋婚礼、藻溪记忆、道义新

疆、桥墩旧事、库村民谣、马站柚子、龙港舞

厅、流石栈道、印象碗窑、凤阳花海、宜山节

庆、沿浦商业、张翎作品、挑矾古道、古村人

家、闽南俗语等等，应有尽有。

这其中，我一次旅游（时间差）没有发

稿，一次某个日子停发，两次在外没电脑和

信号停发文章，一次撤销重复稿（《旗袍生

媚——苍南旗袍队惊艳横店》），还有一次

是部队读友提醒，我撤下（《鹤顶山古道》）

一张照片，也只好也撤下文章。我还推荐

了“柴桥头”发过的不少文章到一些报刊发

表，我的《念父帖》，薛思雪《母亲的华岭》等

在《散文选刊》和《海外文摘》上发表。从

“柴桥头”涌出的文稿像潺潺流水，发出了

时间的声音，也像跌向尘土的露珠，温润了

粗糙的记忆。文本内外的一些故事和细节

我知道，桥知道，云知道，山知道。

打理公众号，苦乐心知。一年编发的

360 篇图文，从各种渠道积累的海量的素

材，都旨为历史留点记录，给矾山洞开了另

外一扇窗户，想想也是挺有意思，有意味，

也有意义。

桥是横亘，去往，沟通和抵达。我将巡

护我的柴桥，到永远。

我的“柴桥头”

汤小玉

古人雅集皆以吟诗作对为趣，逢寿诞

等喜事以献联唱和为乐，临别也以诗词墨

宝互赠。对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一

般认为，最早的是五代十国时期后蜀主孟

昶（919～965）的那一副桃符春联：“新年纳

余庆，佳节号长春”。由于对联精巧玲珑，

音律、结构俱佳，故在群众中广泛运用。

我 曾 祖 父 —— 汤 国 琛 ，号 献 廷（1876～

1948）。清末优行廪贡生，孝廉方正，留学

过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他雅好吟

诵，曾留下许多趣联妙对，由于年代久远，

再加上文革肆意糟蹋，散佚多件未能检

获，憾世已无几。笔者仅收集些许，以飨

读者。

少时曾作“清风惠我，霖雨施人”敬呈

宜山硕儒陈筱垞先生。小小少年，凌云之

志，呼之欲出，受到陈老的激赏，赞其：“此

子日后当为民牧，必能霖雨苍生也”遂收录

为弟子。特筑“蒙楼”，精心培养。

在知淳安县事时（1914~1917），感海瑞

为难得清官，在海瑞祠堂作联：“风雨可歌，鬼

神可泣，大节凛当年，供账曾疏鄢御史；天柱

以尊，地维以立，千秋留正气，登堂如见海青

天。”联句铿锵有力，书法铁画钩沉，对海瑞正

气凛然的风范寄托了无限敬仰。

民国初（约1920年），公自省亲归，江西

垟山北黄家接风，陪客皆秀才，席罢在庭中

散步，忽见芙蓉花开花落，秀美无比，公微

吟曰：“芙蓉花开，东谢、西谢。”黄秀才晓星

公沉思片刻，对曰：“杨梅结籽，前林、后

林。”盖芙蓉桥，东谢西谢，皆江南垟地名；

而杨梅庄，前林后林，是江西垟地名。公甚

夸赞其迅速，遂结秦晋之好。这位黄秀才

的千金即成我的奶奶。

次年，公返里度岁，乡邑数生员相偕出

游揽胜，途经平阳白石村，村庄有白公鸡引

项而啼，其中一生员曰“白石白鸡啼白昼”，

邀公对下联，久未对上，只得抱憾而归。直

至三年后调任黄岩县知事，黄昏过一村庄，

恰有黄犬吠于村道，触景而来灵感，“黄岩

黄犬吠黄昏”遂将此下联邮寄于家乡出对

生员，因对仗工整，一时传为佳话。一首

诗，一副对联，有时需巧合和灵感，让自然

选择偶然性。

公为乡里景观撰写对联也无数，今墨

迹已去而联句仍镌刻百姓的心上，并代代

口传。龙港市云岩乡三峰山麓，有广福寺，

始建于宋，双塔为宋代建造，属千年古刹。

背临连绵起伏的山峦，前有潺潺流淌的小

溪。寺前有双塔相距11米，六面五层，高约

7 米，为楼阁式实心小塔，青砖砌造仿木结

构。倚柱为八角柱，柱头卷刹明显，塔顶作

宝瓶状。公为之撰联：

两塔高尖，佛地长春金世界；

三峰对峙，溪流永古玉江山。

读着对联，似乎这里蕴藏着一份清贵

的慎独，恰有深山的古寺这种孤傲和微茫。

藏头、藏尾对联也是公之好，读来既亲

切又玄妙、既自然又有趣。

文化古镇藻溪，风景秀美，溪水清澈。

当地名士陈长仁宅后院的石柱上，有公所

撰的对联：“屋润章文藻，龙来夹古溪”，横

批为：“黄道星临”。对联藏尾“藻溪”。

去春，我偶遇时年 87 岁高龄凤家塔缪

昌灶耆老，提及曾祖父，他敬仰有加，如数

家珍，一口背出二联。为鹫山寺师父“功

已”撰一联：功极沙门年六十，已度轮回徒

三千。 横批：开山六甲（藏头“功已”名）。

为凤家塔耶稣教堂撰写的对联：人生百世

谁骄没药，主赐十字必得永生。

还有几副对联是赠送友人的，如：

【子卿仁兄大雅正】
三过五钞左氏传

一日千里王佐才

【辅臣仁兄大雅之属】
血气之伦国家有责

精诚所格造物无权

【渠轩先生法家正谬】
江国浪平龙卧稳

海天空阔鸟归迟

另有一对“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

人军”杜甫《醉时歌》集字，这副对联是赠于

鳌江郑小同先尊，郑邦友公。前些日子有缘

跟郑小同老师结识于橫阳文史群，才知情。

诸多对联皆以遒劲雄浑、俊俏方整的行

书写，很有气度，足见功力深厚。

公还为乡贤黄群（1883～1945 字旭初，

后改字溯初）作挽联：

事业足千秋，兴学设医，吾郡公益家，慈善

家，推为巨擘；噩音来万里，临风挥泪，故乡鲁

潘氏，铸夫氏，同此伤心。

虽寥寥数语，上联对黄先生的颂扬之

情溢于言表，下联则对他逝世哀痛情跃然

纸上。

曾祖父致仕归里后，我叔父——汤恭

冲小时候随他读书习字，（汤恭冲 1927～

2005，字牧庵，法号起师，毕业于山东曲

阜师范大学。）受之潜移默化，也偏爱吟

诗作对。

在平阳坡南龙山上原有一塔，建于宋乾

道年间，毁于清乾隆二年（1737）。据民国

版《平阳县志》载：宋至明，平阳文风昌盛，

人才辈出，被称为“小邹鲁”。可如今式微，

为重振文风，清光绪八年（1882）知县汤公

肇熙携众乡绅们，带头捐资，发动仁人贤

士，在原塔基上重建。文明塔也叫“文笔

峰”（谐音锋）在完工庆典時，汤肇熙知县曾

出“文笔倒峰天作纸”征对，命学宮秀才及

教谕们对下联，众皆搁笔。星转斗移，时逾

百年，1995年，叔父自山东单县中学教师退

休回来路经文笔峰，遂想起当年汤知县出

对之事，虽陆陆续续有人对下联，如“科场

奏凯海为墨”“学士卧奏树当弦”等，均不知

“文笔峰”乃平阳胜地，觉不妥。是夜，叔父

竟梦“季叔公（汤敏中）月夜携叔父（汤恭

冲）同游将军岭”。梦中季叔公正四十开

外，相貌堂堂，外著西裝，神采奕奕，挈着年

方廿岁清雅的叔父，谈笑风生。醒来，他便

披衣推枕，与上凑成一对：文笔倒峰天作

纸，将军度岭月为灯。将军岭那时也属平

阳境內之江南名古道，季叔公为黃埔军校

二期学员，参加过东征北伐，为国立下汗马

功劳，时为国军之宿将，此对也较切题。

叔父还尝撰百字联：

发地藏之宏愿，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务

期体解大道，深入经藏，少欲知足，忍辱柔

和。矢志奉行众善，愍济群萌；知苦断集，常

乐我净。

聆释迦之箴言：“三界无安，犹如火宅。”

递增厌弃娑婆，欣仰莲邦；看破放下，惭愧谶

悔，庶几早净六根，速成四德；蒙佛接引，了脱

轮廻。

叔父还为各寺庙撰藏头联：

青云禅寺：
青松翠竹，安禅未必须山水；

云阶月殿，入寺应多上善人。

广慧寺（半山庵）：

广慧风清，崇椒月朗，宴坐禅林万慮都

捐，惟悯群荫沦欲海；

慧灯破暗，贝叶飘香，蝎居寺阁宿因未

昧，但将六字出娑婆。

葵亥春节撰联：
力尽精疲，老骥未隳千里态。

风饕雪虐，腊梅先绽一枝春。

噫！一字一句，当时许是信手，读之，

似在面晤远年那厚重、古朴的旧照，又似闻

到那股袭人的清气和斑驳的史料。希冀长

辈这几副零散的对联也能翔实传统的文

库，让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邑人能静坐

书斋，盘点对联的这些轶闻趣事。

对联里的那些逸闻趣事
——赏汤国琛、汤恭冲祖孙俩的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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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婵婵

“我是来办理房产事项的，

以前办这个要好几个地方来回

跑，费时间费精力，现在取了号

就能办，而且只要来这一次就能

办成了，环境美、服务好、效率

快，我很满意。”从事项的受理到

办结只需要几分钟，在蔡阿姨材

料提供齐全后，马站公共服务中

心实现即办，让她切切实实享受

到我县“最多跑一次”向基层延

伸的改革红利。

宽敞的大厅、整齐的座椅、

微笑的办事人员，无不成为马站

公共服务中心的美丽风景。在不

动产综合窗口，办事人员谢孝顺

正在熟练地处理群众递交的办事

材料。“单单就房产过户这个事项

来说，以前从登记到办结，还需要

经过税务、住建等多个部门审理，

至少需要七个工作日，现在到我

们这里一次性就能办理，商品房

过户只需一个工作日。”

“原先各个站所都是分散到

各处的，现在实行集中办理，大

大节约了群众办事时间，我们还

开通网上办、掌上办、瓯 e 办、委

托办、代理办等方式，实现受理

率 100%，按期办结率达 100%，

群众满意度 100%。”马站镇政务

服务中心主任范兴优介绍道，该

中心于去年 2 月建成投入，共入

驻了十多个部门科室，38个服务

窗口，覆盖马站、霞关、沿浦、岱岭

三镇一乡近10万人，截至去年11
月，累计接待办事群众 6 万余人

次。接下来，中心将通过进村入

户等方式，大力宣传24小时对外

自助服务区等便民措施，同时，整

合各类服务资源，组建村级党组

织党员、网格员、社会自愿者服务

等代办队伍，渗透到各个村级组

织，使村民办事不出村，代办队

伍来帮忙，有效提升马站周边片

区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而作为打造家门口审批样

板的探路者和先行者，矾山公共

服务中心已经运行了一年半时

间，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镇”。记者在现场看到大

厅内人来人往，叫号不断，看起

来不大的办事厅功能却不小，前

来办理身份证事项的郑先生深

有体会：“一进门就有人引导，体

贴入微，曾经非常繁琐的事项，

现在基本一次性就能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是我县

唯一一个拥有公安综合窗口的

乡镇公共服务中心，于前年 6 月

统一进驻中心，提供户籍、交通

等相关事项的办理服务，日均

办理量约为 20 件。在窗口办

事人员快速操作下，各类事项

基本能在 10 分钟之内办理完

结，需要上级审批的事项，也只

需要通过电话等方式，在 30 分

钟内办理完结。

除了公安综合窗口，该中心

还进驻了资源规划、水利管理、

住建、人社、市监、城管、水务、供

电等19个部门单位和职能科室，

办理事项达 402 项，实现了全镇

90%以上的部门站所集中管理和

各类审批窗口的统一进驻。矾

山镇政务服务中心主任郑伟告

诉记者，站所部门的集中管理，

有效优化各类事项办理的流程，

例如以往需要在需在乡镇、卫生

院、公安户籍 3 处办理的死亡证

明，经流程优化后可在中心实现

死亡抚恤金和户口注销一站办

理，这些措施都极大减轻了群众

办事负担，赢得群众好口碑。

近年来，我县紧盯打造“家门口

审批”这一目标，深抓机构设置

和平台建设，以乡镇机构改革为

契机，积极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

配合，将政务服务中心作为乡镇

内设机构进行规范设置，进一步

明确乡镇中心职责。按照“统筹

规划、整合资源、因地制宜、节约

实用”的原则，分类指导各乡镇

加强政务服务中心平台建设，优

化大厅结构布局，提升大厅服务

功能，切实方便群众办事，不断

助推“最多跑一次”改革向基层

拓展延伸。

据县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

刘德源介绍，全县18个乡镇中单

设政务服务中心 7 个、挂牌 11
个，有效实现了机构全覆盖、人

员全到位、工作全落实，通过“窗

口办”“网上办”“掌上办”“瓯 e
办”无偿代办等形式，已实现

100%民生事项共 355 项在乡镇

政务服务中心可办理，同时，社

保、公积金等事项可在全县74个

农商银行网点代办，布设“瓯 e
办”自助终端机 134 台，实现 169
个事项可办，乡镇覆盖率均为

100%。刘德源表示，接下来将完

善各乡镇政务服务中心设施和

功能，重点打造“只进一扇门，最

多跑一次，能办所有事”的乡镇

政务服务中心。

355项民生事项可办 乡镇覆盖率100%
“最多跑一次”改革向基层延伸

吴睿鸫
一年一度的春运大幕已拉

开。在我们走进“快时代”、纷纷

乘坐高铁、飞机、动车等交通工

具时，似乎已忘记了当年的绿皮

车，也就是这种存在于大多数人

记忆中的“慢火车”。

“慢火车”在春节期间全国

范围内共有81对，统筹兼顾非客

流集中方向列车开行，为革命老

区、贫困地区、边远山区人民群

众春运出行提供便利。

在高铁已成为主流出行方

式的当下，人们开始质疑“慢火

车”有没有存在的必要。相对高

铁、动车，这类“慢火车”既没有

卧铺，也没有餐车，但由于票价

低廉，成为一些贫困地区打工群

体回家最为贴心的交通工具。

从“慢火车”颇受当地民众欢

迎的情形我们不难发现，不是每个

消费者都对票价高低没有考虑，有

部分人由于收入较高选择高铁，而

对于深处贫困以及刚刚脱贫的群

体而言，“慢火车”是他们出行的

“标配”。一个合格的春运不应只

图快，还应照顾那些收入较低而回

家意愿却最为强烈的乘客。

除春运外，像这81对具有公

益性质的“慢火车”，成为当地普

通老百姓生活当中上学、赶集、探

亲访友的希望列车，也被称之为

“赶集车”“扶贫车”“婚车”……

在铁路市场化的当下，虽然

全国81对“慢火车”在做赔本买

卖，但站在民生视角来看，没有让

铁路背离公益属性，考虑到了民生

的需求，它虽很慢，但却满载着民

生情怀，行驶在春运回家的路上。

“慢火车”对于春运而言，不仅

体现出政策善意，更充满制度暖意。

春运中“慢火车”满载着民生情怀

（上接1版）相关部门及光荣院工

作人员要继承和发扬拥军优属的

光荣传统，照顾好老人们的生活，

努力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让这

些革命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安度晚年。

随后，张本锋一行深入钱库

镇部分特困老人家中，详细询问

他们的生活情况和遇到的实际困

难，倾听心声诉求，了解老人所需

所盼，并为他们送去米、油、被等

生活用品及慰问金。 慰问中，张

本锋嘱咐老人们要好好保重身

体，保持乐观健康的心态，过上幸

福、祥和的晚年。同时，相关部门

要切实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

助老、爱老的传统美德，真正做到

心系特困老人，及时帮助他们解

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李青一行走访慰问了南宋

镇、矾山镇的欧阳婷婷、李泽升、

朱思进和曾仕杭等困难户，为他

们送上慰问品和慰问金。每到一

处，慰问组都详细了解他们的家

庭生活状况，鼓励他们树立信心，

用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存在的困

难，叮嘱他们照顾好身体，并嘱咐

当地村、镇干部要加强对这些贫

困残疾人的关怀，在年关将至之

时，积极妥善安置，尽量满足需

求，让大家过个好年。

陈钷率队赴凤阳乡慰问革命

老区的老党员、老干部和困难群

众，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和新年祝

福。陈钷一行共走访慰问了郑宗

宜、雷春莲、雷朝明等 10 户困难

户，并嘱咐当地干部要多关心过

问困难群众的生活，尽心尽力地

帮助他们，不断改善他们的生产、

生活条件，让他们感受到来自党

委政府的温暖。

县领导谢磊、丁振俊、冯兴

钱、曾迎玲、于春华、黄邦领、朱植

丰等分别参加慰问活动。

送上新春祝福
传递浓浓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