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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 李土根

家从东阳来坐车记
茵 陈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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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变化真快，快得有点

让人来不及接受。两个月前去河

桥老家时，坐的还是旧客车，人工

售票，票价三元；现在，换成了新

客车，旅客上车时自动投币，票价

一元五角，和在城里坐公交车一

样了。

途中有旅客上车。我身旁座

位上的一个六十来岁的瘦男人说

了一声：“这种人！”。他眼睛盯着

前面，好像是说刚才上车的人。我

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车内

也没有另外人说话。

公交车到了昌化站，邻座瘦

男人叫我和他一起去车站领导那

里反映情况。我问他反映什么情

况？他说，在车上看见有人用医保

卡刷卡坐车，揩政府的油，驾驶员

也不阻止。时间、地点、车号、乘客

相貌，他都记着的。我好奇，还有

这样的事？就和他一起去了。

到了站长室，站长听了瘦男

人反映的情况后，笑着问：“老师

傅，你看见刷的是不是‘社会保障

卡’，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市民

卡’？”

瘦男人的耳朵听力好像有点

障碍，迟疑了一下说：“医保卡里

的钱，是政府给市民看病的，是

专款专用的。看病时，不管你卡

上结余有多少钱，自费药都要患

者自己掏现金付的。这个钱怎么

能变相用来坐车呢？这是钻空子，

占便宜！”

站长还是笑着对我们说：“谢

谢你们关心我们的工作。看来我

们的宣传工作还是做得不够到位。

老师傅，这市民卡的功能是很多

的。”他指指办公室里的资料柜，耐

心地对我们解释说：“市民卡好比

是这只大柜子，开通了这个抽屉，

可以刷卡看病用；开通那个抽屉可

以当存折用；开通另外这个抽屉，

七十周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凭市民

卡免费乘坐公交车。如果没开通，

有些功能是无法使用的。你们看

到的是老年人吧？”

瘦男人说：“嗯。‘朱秀’上车

的。你说凭市民卡可以免费坐车？”

站长点点头说：“是的。七十周

岁以上的老年人，开通市民卡，可

以免费坐公交车。这是市政府规

定的。”

农村公交车也实行让老年人

免费坐车？市民卡还能派这个用

场？这我也不知道。我看看瘦男

人，他好像落不下面子了，就硬着

头皮找了个理由问站长：“那，如果

天冷或者天热，有人专门来坐在车

上享受空调不下车，造成需要乘车

的旅客又上不了车，怎么办？”

站长说：“这个，我们会有相应

措施的。我们刚实施老年人免费

乘坐公交车的时候，也遇到一个比

较典型的老人。老人每天早上从

乡下免费坐公交车到昌化街上来

吃早餐，吃完早餐后坐公交车回乡

下；中午又坐公交车到昌化街上吃

快餐，中饭吃好，再坐公交车回乡

下。老人在公交车内还和旅客们

讲述他坐公交车的经历和原因。

他说，‘昌化街上油条、豆浆天天都

有，也比我们乡下便宜，昌化街上

吃早餐的人多；昌化街上的快餐花

样品种比乡下多，味道好。’老人为

什么这样频繁地坐二十多公里路

的公交车到昌化来吃早餐呢？老人

的子女不在身边，他在家闷得慌。

去年，听说镇里举办老年人登山健

身活动，他也参加了。毕竟年纪大

了，爬山用劲过度，腿肌肉拉伤了。

医生对他说，‘年纪大了不能做太

剧烈的运动。平时锻炼，散散步就

行了。’老人说，‘我看见别人都爬

到我前头了，我不好意思落后，就

拼命爬，结果，弄伤了。’医生说，

‘老年人锻炼身体，不要去争什么

名次。走路也一样能锻炼身体的。

在走路过程中还可以和路人聊聊

天，解解闷。’老人就想到了坐公交

车，车上人多，可以聊天，老人坐在

公交车上感到很快乐。近段时间没

看见那位老人了，不知道他怎么样

了。我们希望看到他乘坐公交车来

昌化街上吃早餐……”

站长的话使我很受感动！

我的老家在东阳市李宅镇李

氏祠堂的正对门。

一九二七年，爷爷李成禄，奶

奶徐素妹从东阳挑一担箩筐来到

太湖源镇东社村一个叫“沙坞里”

的山湾里，盖了个茅草屋落脚。

奶奶的弟弟叫徐泽潭，中医

师，早就住在交口村童家，医术很

高，在当地被称为“徐先生”。

成禄是个泥水匠，经徐先生

介绍，在交口揽些泥工活做。不料

飞来横财，有一天，他在丁山脚挖

墙脚，发现一只酒坛，他知道不可

声张，悄悄用土掩上，不露声色地

干完一天活，到了后半夜，他将那

酒坛取出，背回家，打开一看竟是

满满一坛银元。

得此横财，成禄便开始买房

购田。首先在西天目沈村买下了

陈品玉的半座老宅子。该宅前后

二进，雕梁画栋，大天井。老宅以

前是开杂货店的，卖的是南北货。

因为门口便是用鹅卵石铺砌的大

路，是余杭码头通一都、三都、孝

丰的盐道，也称“茶马古道”。南北

货店主要做过路人生意。

屋买好后，接着买田，期间陆

续买良田二十一亩，水碓一座，山

湾田十四亩，茶山二十多亩。

一九二七年腊月，李成禄独

自回老家省亲。不料一病不起，于

一九二八年农历二月初六病逝，

终年五十二岁。死后葬于东阳李

宅。

爷爷死后，奶奶徐素妹还没

有身孕，按照李宅的族规，没有后

人，今后的家产将被祠堂充公。为

此，奶奶一次抱养了两个男婴，分

别取名李茂其、李茂华(我父亲）。

为了假戏真做，真是煞费苦心。在

一九二八年的六月份，做起假大

肚子，扭着小脚，特意回了趟老

家，目的是让族里人知道，成禄有

后了！据说这次东阳之行很是惊

险，睡到半夜，竟有人偷偷的潜进

房内，用手伸进被窝，想摸摸奶奶

的肚子是真是假。好在奶奶警觉，

及时惊醒，妯娌才没有得逞。

一九三零年，李宅宗祠修谱，

徐素妹又雇人挑着两个不满三岁

的儿子回李宅，顺利的将两个儿

子上了谱。至此，奶奶心里的石头

终于落了地。

一九二九年，奶奶又领养了

一个女孩，取名李彩贞，长到十六

岁时，同当时的浙西行署青年营

文书互生恋情，被奶奶断然拒绝，

并把彩贞反锁在楼上房间，哪知

她爱意已决，竟用床单布条连接，

从窗口挂下，和恋人私奔而去。

有一年天目溪发大水，眼睁

睁看着大水冲走水碓和良田。过

后，奶奶下决心凭一家之力砌防

洪堤，谁知过溪一个痞子从中作

梗不让抬石头，无奈之际，奶奶

想到了交口的兄长徐泽潭，经

“徐先生”出面协调，顺利解决

了此事。

奶奶自己不识字，却十分重

视儿子的教育，两兄弟七岁上学，

茂其很爱读书，茂华不爱读书。那

时用毛笔写字，茂华字写不出来，

把毛笔头咬在嘴里，每天放学回

家，嘴里墨黑，后来落下个茂华吃

墨的笑谈。因为不爱读书，茂华十

二岁便下田劳作，成为一个干农

活的好把式。茂其爱读书，成绩

好，白鹤完小毕业，升临安初中、

高中，一直读到快解放。解放初

期，还被招录为青云乡文书。

奶奶虽是个女流之辈，但她

精明能干，为人热情，且大方、大

气。她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事业。

白鹤小学一九六六年重建，发现

捐献石碑上有李成禄捐大洋三十

元字样。过溪新凉亭.闽坞岭凉亭

也都有捐钱。每次捐钱，奶奶都以

爷爷的名字，不管他过世了多少

年。左邻右里碰到急难，奶奶总是

有求必应，人缘极好，当时大家都

亲切地叫她“成禄师娘”

奶奶的东阳情节特别的深，

凡是东阳人来，她都热情招待。那

时东阳人挑货郎担的特别多，都

在我家落脚。奶奶常年用七只石

缸轮换做糯米酒，免费供他们大

碗喝酒，大块吃肉。一到傍晚，家

里一片浓浓的东阳氛围。

一九四零年八月份，我的奶

奶徐素妹因突发脑溢血逝世，终

年五十三岁。现在李茂其已驾鹤

西去，李茂华在六年前患脑中风，

生活尚能自理，今年已是九十一

岁高龄。

打自爷爷奶奶二人挑着一担

箩筐从东阳来到临安，到现在已

是人丁兴旺，枝繁叶茂，祖孙四

代，其乐融融！值得告慰的是儿孙

们牢记李宅宗族的“十训·八诫”

族规，“修身·持家·济天下”的族

训，朴实勤劳，不求大富大贵，但

求心安理得，平安幸福。他们有的

坚持近三十年在外经商、开店，有

的近二十年在家开纺机，持之以

恒，有的担任领导职务，有的考入

复旦名校，有的脚踏实地，勤劳致

富。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得到了爷

爷奶奶的庇护。

爷爷！奶奶！我们李家子孙永

远缅怀你们！

岳父快 70 岁了，总是说他记不住东

西，一个熟人的名字，有时突然忘记了，

要努力地想半天才能忆出。我跟他生活

中有些交集，比如他提到的某个人，他一

时想不起来，我会提醒他一下，他大悟：

是的是的，就是他，哎呀，我怎么就忘记

死死的了呢。

突然发现，我自己也开始忘记一些

东西了，一些人或者事，或者与自己有关

的一些数字。

一是忘记人名。如果说与自己联系

不多的人，事后将他的名字忘记，这还情

有可原，关键是一些熟人，我都会突然将

他的名字忘了，就如同抹布擦去了一样，

这就要命了。记得一次打电话给某人，我

想跟他商量件事，提到我们都熟悉的另

一个人，此时我突然将这个人的名字忘

了，在电话里一时竟说不上来，真尴尬。

还是对方说了出来，对方说这是正常的，

你贵人多忘事啊，所以才想不起别人的

名字。我在电话里嗬嗬笑了笑，一脸的无

奈。也许忘记别人的名字是正常的事吧，

但总是不好。记得有一次我们高中同学

聚会，席间我出去了一下，另一个王同学

也随我出来了，在洗手间，我问他：“那个

坐在你右边的同学叫什么名字？”王同学

大笑：“我正要问你呢。”看来容易忘事的

人不止我一个啊，一想到此，我心释然。

但忘记人名字总是不好的事，据说周恩

来总理就是记性好，几十年没见面的人，

他还能随口报出对方的名字，真是神人。

在这方面，我们真还是要向伟人多学着

点。

二是忘事、忘记曾经熟悉的知识。人

们常说丢三落四是老年人的问题，我还

不到五十岁，有时也有这个毛病了。说实

话，我以前在这方面是很认真的，做事非

常细心，基本不存在丢东西的事，但这几

年不一样了，发现自己总是习惯性地遗

忘一些事。比如要出门，到了楼下才发现

车钥匙没带上，于是返回，这让自己很懊

恼。还有曾经熟悉的知识，现在似乎也开

始遗忘，写文章时一时想不起来，非常困

惑。比如邋遢这个词，以前是记得很牢

的，现在写不出了，必须在电脑上通过拼

音输入法才能找到。我想，这种忘记可能

是过度依赖电脑所致，是要不得的。

三是忘记数字。说件真实的事，那天

吃饭买单时，我刷自己的银行卡，竟一时

差点将密码忘了，真要命。要知道银行卡

我是经常用的，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好

在马上想起来了，要是再想不起来，那可

怎么办？我当天身上又没带现金。回头再

想想自己有一年多没有用过的公务卡密

码，又想不起来了。以前出差经常刷公务

卡，密码是记得的，现在出差机会少，再

说出去开会，往往会议举办方都包了食

宿，也不需要我刷卡。我回家赶紧找出记

有公务卡密码的小本子，查到了，牢牢地

记住，万一今后要用上呢。

开始忘记一些东西，这是不是一个

人开始走向老年的标志呢，我感到很害

怕。我要与这种遗忘所斗争，不能让自己

的人生被遗忘所控制，我得想想办法。想

起以前孩子上小学时，他经常忘带东西，

日常三件是：红领巾、钥匙和水。刚开始

不是忘这个就是丢那个，后来我给他编

了个顺口溜：出门带好“红药水”，即红领

巾、钥匙和水，上学离家前念一遍，于是

再也没忘过。今后我是不是也要重拾起

过去的好办法呢，将遗忘这个阴影给驱

逐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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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新型墙体材料管理工作的通知》（浙经信资源

〔2018〕136 号）文件规定，对 2017 年 4 月 1 日前建设单位在

临安区散装水泥办公室（临安区墙体材料改革办公室）缴纳

新型墙材专项基金和散装水泥专项资金预缴款（以下简称预

缴款）且还未办理退还结算手续的，清算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请各相关单位在此前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及时前

来我办办理退还结算手续，逾期仍未办理退还结算的，预缴

款按照相关规定缴入国库。具体办理流程请拨打咨询电话或

直接前来我办咨询。

受理地址：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钱王街 388 号经贸大

厦 7 楼 715、716 室

咨询电话：63722892 63718834 63721584
杭州市临安区散装水泥办公室

杭州市临安区墙体材料改革办公室
2018年 9月 20日

关于催办新型墙材专项基金和散装
水泥专项资金预缴款退还结算的公告

杭州通策宝群置业有限公司于 2004 年 8 月 31 日、

2014 年 3 月 13 日以出让方式取得位于锦北街道集贤

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二宗，并签订 G（2004）175 号、

3301852014A21017 号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及补充合

同，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持有浙（2018）临安区不动产

权第 0006927 号国有土地使用 证号，宗地面 积为

57460.30 平方米。根据该宗地的规划许可及宗地面积分

割确认意见表，宗地有 1 幢商品房（幢号为 B2 号），建筑

面积 1366.35 平方米用途改变为商业，分摊到土地面积

为 792.9 平方米。

依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出让土地改变用途有

关问题的复函》（国土资厅函【2010】104 号）、浙江省政

府《关于全面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意见》（浙政

【2015】53 号）文件及局行政审批科复核验收意见。拟同

意将 792.9 平方米土地用途由住宅用地调整为商业用

地。

现将上述内容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15 日。单位和个

人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反馈我局土地利

用科，并注明联系方式，逾期视为无异议。期满我局将依

照相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联系电话:63709129 63724034。
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临安分局 2018年 9月 20日

土地使用权用途调整公示 临土资告字〔2018〕77 号

遗
失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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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龙遗失城乡居民基本医疗结算单，

身份证：330124196212130713，财务收支号：

65768231，声明遗失。

蔡家泉遗失股金证，证号：0141，身份

证：330124194111250012，声明作废。

临安市人民政府锦城街道办事处遗失

锦城街道南苑小区 29（29 幢 102）房屋所有

权证，证号：临房权证锦城移字第 0024265
号，声明作废。

临安钱王家政有限公司遗失锦城街道

竹林村抵押证，证号：临押（2013）第 01134
号，声明作废。

刘立德遗失昌化镇平康路 15 （14 幢

204）他项权证，证号：抵 20045896，声明作

废。

遗失临安市复合装饰材料行业协会社

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133018557300067p，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