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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 朱韧频

爹爹的背影

爹爹离开这个世界已有 26 个

年头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

影。当年少的我背起书包赴县城、后

赴杭州求学，爹爹每次都会帮我提

起行李，一路默默地送我去车站。他

虽没有像妈妈那样的千叮咛万嘱

咐，但深沉的内心中有着极其细腻

的情感。一路的陪伴，目送载着我的

车子变小，直到消失在路的尽头，爹

爹才会转身离去。而我每次也会从

车窗里回头望着爹爹的身影，由大

变小……木讷的我从不曾向爹爹表

露过我内心是如何的不忍，从未对

爹爹表达过我有如此深地爱着他。

爹爹目送我的身影一直深深烙在我

的心底。最最使我无法忘怀的是与

爹爹生生别离的那一幕，每次想起，

总是悲从中来。

那是 1991 年国庆，家里热闹极

了。按照西塘的风俗习惯，亲戚要给

怀胎十月的孕妇送礼，一般都是送

些核桃肉、红糖、毛线、给小孩子做

衣服用的棉布等，俗称“带糖”。当时

我的预产期是十月底，因此，亲戚们

趁着国庆节来家里道贺。爹爹烧得

一手好菜，一直笑眯眯地忙着招待

客人，累着并快乐着。当时妈妈还没

退休，考虑到产后家里无人照顾我，

经过商量，让我跟着老公去临安生

产。第二天，我带着我的全部家

当———一只皮箱离开西塘镇。皮箱

里装满了我的衣物和即将出世的孩

子用品。瘦弱的老公无法将皮箱从

西塘镇里仁街提到镇南的汽车站。

当时西塘镇还没有开发旅游，没有

其他的交通工具能驮运行李，只有

靠手提肩扛。就这样，爹爹替我扛着

行李，送我到汽车站。当我坐上汽车

驶离西塘镇时的回头一望，看见我

的爹爹一路小跑地追着汽车，嘴里

不停地说着话，像是有话交待我。我

只有向爹爹挥挥手。汽车一直向前

开着，直到爹爹的身影慢慢变小、变

模糊。爹爹虽不善言辞，但我知道爹

爹看着我离去时的那一刻是怎样的

不舍。

这年十月底，我在临安产下女

儿。当爹爹拿到“母女平安”的电报

后，急急赶到妈妈上班的店里，脸上

掩饰不住的喜悦。孩子满月那天，弟

弟来临安看望我，顺便告知我一个

消息：爹爹一直在发低烧。消息如乌

云笼罩在我的心头，一直挥之不去。

平时身体一直很好的爹爹怎么会生

病了呢？靠着和妈妈的书信来往，知

道爹爹的病一直没有好起来。妈妈

告诉我，爹爹在西塘住了半个月的

医院，又转院去嘉兴中医院了等等。

我想回家看爹爹，无奈幼小的女儿、

长途的旅程，让我无法去成。孩子两

个多月了，家里的来信依然没有报

来喜讯。我实在坐不住了，得知爹爹

这几天从嘉兴中医院回到了家里，

我坚持要回家看看。老公和我带着

幼小的孩子，一早从临安出发，辗转

几趟车，终于在傍晚时分到达西塘。

第一次，出车站没有爹爹的等候。回

到家里，爹爹看着我的孩子，尽管心

里很高兴，但他怕自己的病传染给

孩子，很知趣地避到隔壁的房间。我

无所顾忌地把孩子抱到爹爹的跟

前，让他好好看看。他却又悄悄起身

坐到另一个房间里。第二天一早，因

为妈妈又要带着爹爹去嘉兴中医院

看病，劝我还是回临安去，于是我们

便在清晨一同前往汽车站。当时西

塘汽车站很小，一共只有两个检票

口：一个是发往本地的，另一个是长

途客车。妈妈带着爹爹在西边往嘉

兴的检票口候车，我和老公带着孩

子往杭州的检票口排着队。我一直

看着爹爹，可爹爹已然没有了往日

的神情。由于急性肝炎导致肝腹水，

爹爹的腹部微鼓着，脸色发黑。前往

嘉兴的班车开始检票了，这时爹爹

却连一个低矮的水泥墩子也跨不过

去。我顾不得什么忌讳，把孩子往老

公手里一放，几步跨过去走到爹爹

的身边，拉着爹爹的手，第一次也是

最后一次扶着他跨过水泥墩，然后

叮咛他们一路当心。爹爹早已哽咽

着说不出话，只是挥手让我回去排

队。我站在检票口，目送着爹爹和妈

妈坐上汽车驶离西塘。曾几何时，爹

爹还肩扛皮箱送我远行，如今却已

是判若两人。想起此情此景，我依然

能感受到手心里有着爹爹手掌的温

度。坐在前往杭州的汽车上，一路祈

盼爹爹能早日康复。未曾想，与爹爹

车站的一扶一别，从此阴阳两隔。我

甚至来不及向爹爹道一声珍重，来

不及向爹爹说一声我爱你，就这样

匆匆地别离，一别成永诀……

历史总是有惊人相似的一幕。

当年爷爷送年轻的爹爹去安吉矿山

工作，一直送到村西的渡口。听爹爹

说当他走出很远的路，回头望见爷

爷依旧站在渡口向他挥手。两年后

等爹爹接到爷爷病亡的电报赶回家

时，爷爷早已下葬。这种生生的别离

成为爹爹心里永远的痛。每次爹爹

和我们讲起爷爷的故事，眼角总是

湿湿的。也因此每当我离家时，爹爹

就会流露出那种无法割舍的心情。

当时年少无知的我们，无法体会爹

爹的那种刻骨的疼痛。如今，这一幕

在我的身上再次重演，令我无法释

怀。从小到大，爹爹一直爱护着我，

保护着我，什么重活累活都抢着帮

我们干，而任性的我有时还在爹爹

面前耍小性子。幼小时的生活情景

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在我的眼前浮

现，多希望时光能倒流，让我再回到

从前能在爹爹的膝下承欢啊，能再

扑在爹爹的怀里撒一回娇啊，能让

我在回家时再有机会呼唤一声：爹

爹！多希望等我下次回家，爹爹依然

会在车站等候心爱的女儿，微笑着

默默的帮我提起行李……

后来与妈妈的书信往来中，知

道爹爹一直住在嘉兴的中医院。她

和弟弟还有叔叔每周都会去看他。

而我远在昌化的山区，就像断翅的

鸟儿，实在飞越不过这重重的关山，

只是心底一直内疚着、自责着。快过

年了，嘉善三中的领导希望我能在

休完产假后回去继续上班。听妈妈

说，爹爹听到我将回去上班的消息

时，兴奋得一直念着我的小名。爹

爹，我知道你的心里一直牵挂着你

最心爱的女儿的。马上就要过元宵

节了，爹爹执意要回家，想在家里等

着我回家后，一起过一个团圆节日。

可是我却一而再地拖延着回家的行

程。正月十三的深夜，寒风呼啸，昌

化小山村村办企业负责人敲响了家

门，说接到我家里一个电话：父病

危！我当即起身整理衣物，一夜未

眠只等天明。天蒙蒙亮的时候，婆婆

陪着我带着孩子、背着包裹，乘坐 6
点的汽车先到临安，候在临安汽车

站的老公早已帮我们买好 8 点多的

车票前往杭州的汽车，到了杭州已

是中午。顾不上吃中饭，12 点半我

们坐上开往西塘的车，到西塘已是

下午 3 点多了。一路上，我始终坚信

健壮的、慈爱的爹爹一定会平安无

事！甚至天真地幻想着等我一下车，

我的爹爹依旧笑眯眯地在车站出口

处，等着我的归来呢。

出口处没有一个亲人在等我。

我依然在天真地幻想着种种可能，

唯独想不到那最可怕的结局。我和

婆婆走到塘东街妈妈上班的店里，

傻傻地问店里的大伯：我妈妈在不

在店里？有没有上班？大伯告诉我

说：你父亲已去世了，你妈怎么会在

店里！如当头一棒，突闻噩耗，只觉

得天旋地转，我一下子瘫倒下去。婆

婆一手抱着女儿，一手扶住我。我顾

不得街头两旁来往的人流，放声大

哭，一路哭着走到家。看着慈祥的爹

爹依旧微笑着躺在那里，却再也听

不见女儿的声声呼唤了。悲痛欲绝

的我在父亲遗体前长跪不起。妈妈

哭诉着告诉我：爹爹是 1992 年 2 月

17 日（农历正月十四）上午 8 时左

右撒手人寰的，临终前爹爹一直在

唤着我的小名，急盼着他心爱的女

儿能回家相见，直到断气，也未能如

愿，以致于口眼不闭。爹爹一直想着

等我回去一起过一个元宵团圆节，

却终未能如愿。

爹爹离开我们已经 26 个年头

了，26 年来，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

候，我会情不自禁想起我的爹爹，想

起爹爹为我送行时的背影，这种思

念深入骨髓，使我的心口觉得很疼

很疼。我常常为没能见我亲爱的爹

爹最后一面而深深地遗憾，为没能

送我亲爱的爹爹最后一程而深深地

愧疚！这种遗憾和愧疚一直伴随我，

让我的心时时感到阵阵疼痛。每年

清明，伫立在爹爹坟前，抚摸着墓碑

上爹爹冰冷的名字，望着爹爹年轻

英俊的笑脸，我总是饱含热泪，细细

回味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如今

在临安工作的我，每次去西塘，恍惚

中爹爹依旧站在车站目送着我来来

往往，好像爹爹一直不曾离开过我。

我轻轻地唤一声：“爹爹”。爹爹的音

容笑貌便在我心头浮现，仿佛重回

曾经美好时光。

茵 李士根

唐家头整治记

夏禹桥村的来历，还得从清康

熙年说起，夏禹桥原来叫下圩村，

锦溪河穿村而过，河宽三丈八尺，

河深五尺有余。可每年汛期山洪暴

发，锦溪上的这座木桥屡屡被洪水

冲毁，给锦溪两岸的下圩村百姓带

来诸多不便。

为方便两岸村民生活，黄、张、

唐三姓族人齐心合力，在锦溪河上

建成了一座气势恢弘的石拱桥。命

名为“夏禹桥”（因夏禹与下圩谐

音）。自此，下圩村便称之谓“夏禹

桥村”。

公元 2018 年夏天，夏禹桥村

的唐家头，唐、黄、张等姓后人在这

儿演绎了一件齐心合力整治小集

镇的大事，被人们传为美谈。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唐家头自

然村原在夏禹桥通往临安城的道

路旁，2014 年乡镇拓宽道路，将此

处的 29 户人家拆迁至夏禹桥下的

锦溪河畔。一式四层小楼，一字并

行排列，南临锦溪河，远眺临安山。

可这 29 户人家的门前不堪入目：

低矮棚子错落，有的是彩钢瓦，有

的是纤维板，有的是塑料布，有的

是帆油布；围墙高低迥异，有的是

灰砖，有的是铝合金，有的是全封

闭，有的是半敞开；各家各户门前，

毛竹、木柴、纸板箱、自行车摩托车

杂乱无章，垃圾乱堆乱放；最难以

忍受的是那些低矮棚子中，圈养着

的鸡、鸭、狗、猫、猪，污水横流，臭

气冲天，苍蝇嗡嗡飞，老鼠满街窜。

与这风景优美的环境极不协调，严

重影响此处村民的身体健康与生

活质量。

唐家头是夏禹桥的一个自然

村，又是临安进入夏禹桥村的第一

个村落，可谓是夏禹桥村的门面。

根据上级政府有关小集镇建设整

治的战略，此处列入了夏禹桥重点

整治范围之一。村委会召开村民代

表大会，向村民代表传达对唐家头

村的整治方案———低矮棚子、鸡

舍、鸭舍等违建拆除整治，高低错

落围墙进行重新修筑……

村委会的决定一出台，唐家头

有些村民一时不理解，有些还与村

委会产生对立情绪：他们说，农民

家养几只鸡、几只鸭蛮正常；还有

的说，自家门前，堆放东西是我的

自由……

村党支部书记章幼潮思索着：

我们进行小集镇整治，美化环境，

让居住家园清洁卫生，为何群众不

理解呢？这是我们的宣传力度不到

位，我们的小集镇村落规划村民还

不了解，美丽庭院的蓝图村民不知

晓，才造成村民群众不理解，不配

合的情绪。

章幼潮凭着年轻时曾做过舞

台设计的特长，自己亲自动手设

计，将唐家头村落的美丽庭院蓝图

画了出来，然后又让广告公司将他

的这张美丽庭院设计图制作成一

张长 3.8 米，宽 1.2 米的效果图，竖

立在唐家头村南面的锦溪河畔。然

后，章幼潮书记带村干部一行，到

唐家头村一户一户上门宣传，一户

一户宣讲。村干部对着唐家头美丽

庭院效果图，宣讲唐家头未来美丽

庭院风貌，宣讲小集镇建设蓝图。

村民看到竖立在自家门前的花园

式庭院效果图，是如此的洁净美

丽，又比对自己家门的脏乱差状

况，一个个都从心底里企盼着这

“小桥流水人家”的美丽家园来，便

都自觉主动配合村干部一齐整治

环境。

思想统一，合力整治。村民自

觉拆除了违建的棚子，清除鸡、

鸭、猫狗棚子，整理了乱堆乱放

的杂物，还自觉地按村规划要求，

拆除了高低错落的围墙。190 米街

道按统一设计要求，建起一式的

墙门，一式的通透围墙，一式的

阳光庭院；锦溪畔竖起护栏，门

前路面硬化洁净，其间种植树木，

铺上绿色草坪，建起了花园式的

长廊景观。每家每户门前，挂上

写有“家训”“律己”统一制作

的门牌。

如今你走进唐家头，旧貌换

新颜：门前锦溪碧波荡漾，屋前

庭院各式花卉竞放；溪畔金桂飘

香，公园绿草如茵；四层别墅小

楼窗明几净，崭新轿车一字排列，

一派欣欣向荣的新农村景象……

每到夜晚，这儿灯火灿烂，

人群熙熙攘攘，村民沿锦溪河堤

散步，大妈在公园跳广场舞；有

的携老扶幼，依凭夏禹桥栏，说

今道古畅想未来。一幅小桥流水

人家美景幸福展现……

如今唐家头被唤作“小桥流

水人家”，锦溪河畔竖立的效果图

已成为现实，而效果图左下角又

添加了一张小小的唐家头原貌图，

记录着唐家头整治前的原貌。

每每村民假日傍晚散步到这

儿，都会驻足看一看，对比对比，

心里会发自内心的赞叹：是共产

的领导好，是党与政府的政策好，

让我们失地农民领到了养老保险；

是村里的党员干部好，带领大伙

整治出如此美丽的小桥流水人家

来，让我们生活在如此花园式的

环境里，过上幸福美满舒适的生

活。74 岁陈士仁与 71 岁的老伴傅

凤 仙 ， 喜 滋 滋 地 告 诉 笔 者 说 ：

“小集镇整治改造真好，把我们的

家整治得如花园一样。没有苍蝇、

蚊子，卫生好了，空气好了，我

们老人会长寿了。我们俩领着政

府发的三四千元养老金，开开心

心过着每一天，这是托共产党的

福啊！”

茵 汪一龙

农村里的土灶头

以前农村老房里都有一个用

柴火烧制的土灶头，一日三餐都离

不开这口柴灶，灶头是用泥砖砌制

而成的，灶头上有一口大大咧咧的

铁锅，一家人炒菜、烧饭都在这锅

里，锅旁边有一个水箱，等饭菜烧

好了，水自然也开了，一灶多用。灶

头连着烟囱伸出屋顶，像一座城

堡，每当烧起柴火，一缕缕烟雾袅

袅而上飘向天空，远看就知晓哪家

开始做饭了。

老妈将汰洗好的大米放进锅

里，用水煮焖着，在锅盖边用蒸布

圈围得严严实实，不让热气从锅缝

中逸出，老爸在灶头下烧火洞口边

添加柴火。等饭焖熟后，家人再把

饭捞起，放在小木桶里，用小火慢

慢蒸一下，经过几十分钟焖煮出来

的饭，特别香糯可口，我总是急切

地从橱上拿来饭碗，用饭勺添上几

瓢先吃几口。

用灶头锅烧得菜特别香。特别

是霉干菜、笋干、豆干等自家产的

绿色食品，营养又健康，在土灶头

里烹调炒制，让人垂涎欲滴，每当

从锅里端出菜来，大家往往是一哄

而上，你夹一筷我夹一筷，不一会

儿盘子里的菜就一扫而光。

凌晨，小孩们还在熟睡中，大

人们已在灶头上忙碌着做早点了。

拿出头天晚上发酵的生粉，沾上少

许清水，用打面棍在刀板上来回不

停地搅拌搓柔，直至粉团彻底疏松

为止，用簿刀把切成一个个小粉

团，包上馅料，放在蒸笼里，在锅上

用旺火蒸，待馒头出笼，一家老少

包裹在腾腾热气中，吃饱喝足，心

满意足地开始一天的学习或劳作。

农历十二月廿三、廿四是祭灶

的日子，临近年关，家家都要在灶

头上备足年货，准备丰盛的菜肴，

一碗碗、一盘盘荤素菜肴从灶锅里

烹制出来，一字排开，放在灶上，大

家围成一团，拱手祭拜，祭叩灶王

祈福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值

此民俗节日，大婶、大妈们在灶上

都要比拼一下烹制手艺，展示他们

的拿手好戏，尽享家乡特色菜肴美

味，体验舌尖上的真功。

记得住乡愁，守得住非遗，土

灶头是农村生活的写照，是村落古

镇的一大特色美景，灶头蕴藏着几

百年的饮食文脉，几十道数百种民

间菜肴在土灶上精耕细作，脍炙人

口。时事迂回，从艰苦年代的野菜

干粮到富庶丰饶的改革年代，从下

里巴人的土菜土点到富丽堂皇的

精典盛宴，无不倾注着乡亲父老的

爱心专心与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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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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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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