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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对上班族的人来说，是

人生路上绕不开的一道坎。我还算

幸运，到龄办理退休手续后，因工作

需要被单位返聘继续上班 6 年整。

直到去年 6 月才“告老回乡”，结朿

了近 30年的机关工作生活。

回想起去年离开单位头二个

月，需搬家、搞卫生、整理物品忙得

不可开交。待安顿下来，一切回归平

静后，渐渐觉得退休在家的孤独乏

味、无所事事，生活失去规律，甚至

出现失眠等不适应现象。心中隐隐

感到这也许就是以前人们常说刚退

休时最容易得的“恐慌症”吧？但我

转而一想既然已退休回家了，不管

是什么症，就必须面对现实、消除悲

观情绪、自我振足精神，克服自己兴

趣单一缺陷，给自己量身订制生活

计划。自我安排“多出去跑跑、多访

友聊天、多看书学习、多写作回忆、

多锻炼强身”，用所谓“五多”来充实

自己生活。去年下半年我跑得最多

的要算是新华书店、天目书院浮玉

杂志部、图书馆、档案馆和茶文化、

竹文化、钱镠文化、新四军研究等各

种协会买书、借书、讨书进行阅读学

习；找老同事、老同学、老朋友或者文

人墨客拜访聊天，虚心向他们请教，

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在无特殊情况

下坚持每周爬山一次，每天走路一

万步以上权作锻炼强身。在 9月份，

我经组织安排参加了临安“纪念改革

开放四十周年档案见证征文”活动，

完成撰写《杭州首家上市公司———

天目药业》、《临安第一家中外合资企

业———宝临公司》、《临安民营工业经

济的崛起与发展》三篇反映临安工业

经济在改革开放中的纪实文稿，分別

发表在《今日临安》报上；同时还受区

委党史办邀请，参加了“临安党史三

卷”编纂中有关工业经济方面内容文

稿的修审工作。

2019 年新年伊始，我就考虑我

们临安至今未有一部完整的工业志

书，现只有一部 2006 年为修纂临

安第二部《临安市志》（1989-2005

年）编纂的临安工业经济资料长编，

而时已过 15 之久。在此期间临安

工业经济又以新的起点、新的姿态，

实现了新的腾飞和跨越式发展。我

何不趁自己年岁不算太大、身体状

况还行的情况下，写点回忆、留一点

临安工业经济发展轨迹的笔墨，以

供后人参考所用。为此，我接二连三

走访知情老同志了解情况，跑档案

馆查阅资料，天天外出到局里查找

资料、复印资料，回家后起早摸黑整

理资料，废寝忘食撰写文稿，忙得不

亦乐乎。如此忙碌了 150 多天，终

于在 5 月初完成了 26.5 万字数的

《改革开放中的临安工业经济发展》

纪实性文献资料汇编的编纂。接下

来我还会继续利用好手中已搜集到

史料，加以挖掘、求证、整理，继续撰

写更多工业史料性文稿，让这些文

稿能够为今后临安工业经济发展发

挥更好借鉴作用。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告老回

乡”已有一年了。一年的退休生活体

会告诉我，“退休”是人生重大转折，

这是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同时，这

也是一个需要适应转变的艰难过

程，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克服困难、

安下心来，把退休当作人生的新起

点，重新规划自己。做自己喜欢做的

事，自己会做的事，自己能做的事，

自我充实、快乐生活。尽可能让自己

退休后生活过得更加丰富多彩、充

满乐趣，使自己人生夕阳更加美好，

余辉更加灿烂。

退休乐
我也写些顺口溜，在微信朋友圈

里发发。

事情还得从今年春天说起。初春

的时候，一次我在小区后面河边散步，

看绿水微波嫩柳吐芽蒌蒿满地，心情

甚是激动。我拍了几张照片，发在朋友

圈，顺便写上了这么几句话：真想写篇

散文，留住春天美景，奈何他事缠身，

且将闲情忍忍！

当时的情况是，我正在着手写一本

书，非常累，也确实腾不出手来写散文

什么的，于是诌这么几句以表达心情。

有朋友回复说：一忍二忍，忍了又

忍，忍无可忍，无须再忍！我回复她一

个笑脸。

也有朋友看留言说：有老树风！

这倒提醒了我。我以前是记得有

个叫老树的人，画画，然后写几句顺口

溜式的诗，很有意思。现在我编的几句

话，并不是效颦于他，但确实跟他的风

格有些类似。

再说第二回。常州有个机场，飞机

降落前有时会在机场上空转圈，一次

一架大飞机在我家小区上空飞得很

低，我拍了好几张照片，发在朋友圈

里，同时编了这样几句诗：小时看见飞

机，呼朋引伴喜极，猜想坐着何人，定

是国家主席。现在看见飞机，内心也泛

涟漪，可否携我同行，想去千里万里。

有朋友回复说：你老婆同意么？

我哈哈一笑，是的，中年男人，上有

老下有小，想去千里万里谈何容易啊！

第三回，家里电脑出了问题，不论

是台式电脑还是手提电脑都不好使，我

捣鼓了半天，仍不见效，一筹莫展，只好

丢在一边，明天送到电脑城去请师傅

修。有事要用电脑，现在电脑不给力，我

也没办法，暂时将工作停下，到楼下河

边去走走吧。散步时，我突然看到了河

边的婀娜的垂柳和艳丽的芭蕉，十分欣

喜。我来了灵感，拍下了垂柳和芭蕉的

照片，也拍了河边那长长的步道，回家

后又将两台瘫痪的电脑拍了，按电脑、

步道和垂柳芭蕉的顺序发了图片，又附

诗一首：家里电脑坏了，大小我都没招，

无奈下楼走走，看看杨柳芭蕉。

有人说我“有情调”。我回复说：此

随缘意也，不要在一处纠结，转身即见

风景！

想想也是这样，遇到不顺心的事，

总是盯着不放也无济于事啊，不如暂

时放一放，也许美好的东西就在你一

转背之间出现。

当然，此次有人直接称我为“周老

树”。

我回复她：嗯，我兄弟仨，老大叫

周枯藤，弟弟叫周昏鸦，我仨兄弟就是

枯藤老树昏鸦。

第四回。常州近段时间经过环保

整治，空气质量好多了，昨天中午饭

后，我在机关大院里走了走，发现天蓝

得像洗过一样，近处的政府大楼以及

不远处的常州现代传媒中心在蓝天白

云的映衬下显得分外迷人。我禁不住

掏出手机拍了很多照片，此时一架飞

机又从空中飞过，银光闪闪，我又及时

留下了它的美丽身影。天蓝得真让人

不能赞一辞。蔚蓝、湛蓝、宝蓝、碧蓝等

词儿一下子从我心头冒了出来。我随

即发了朋友圈，同时又编了这样几句：

饭后大院走走，偶见蓝天大楼，还有飞

机飞过，如鱼碧海遨游。

又有人说我是“老树第二”。

想想我的顺口溜内容，其实也是

个人心情与时代特征的变化啊。当然，

朋友们都将我与老树挂上钩，有机会

要会会那位老树，看看他是何方神圣，

怎么名气比我还大？

我的顺口溜
/ 周二中/

时尚奶奶 冯益民 摄

/ 李东升 /

临安县（临水县）古县治“高陆”

近郊（现高虹镇活山村）一山曰“塔

山”，塔山上有一处古塔遗址，现存

残砖断瓦。此塔建于什么朝代？为什

么建塔？此塔又毁于什么时间？是否

有过“重建”再毁？草民无能考证。

不过，从临水县周边的老旧治

所在地看：凡县治近郊山上，都建有

标志“县治”的“县塔”，如原余杭县，

原于潜县、原昌化县旧县治的“县

塔”依旧如古。

有人说：旧临安县的“县塔”在临

安，不就是“功臣塔”吗？其实不然：

“功臣塔”始建于公元 915 年，与钱

镠立“吴越国”后建“功臣寺”为同时，

这应该是为纪念表彰为创建“吴越

国”有“功劳”的功臣们而建的纪念

塔———佛塔。而临安县始建于公元

211年，迁移“县治”于临安西墅已是

公元 1262 年的事，此时，功臣塔已

建近350年了。由此可证：“功臣塔”

不属于标志临安县县治的“县塔”。

既然“功臣塔”不属临水县、安国

县、临安县“县治”标志的“县塔”，临

安城近郊他处又无其他旧塔址，那么

高陆近郊塔山上的原塔址上的宝塔，

会不会就是标志临水县、安国县、临

安县“县治”所在地的人文宝塔呢？

但考证，现存塔址的残砖碎瓦

属明代的材料。那会不会由于历史

悠久，原“县塔”倾倒了，而明代在原

县塔址上重建了一尊“文风塔”呢？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临水县古

人为醒目标志临水县县治所在，于

临水县古县治高陆近郊（现高虹镇

泥马自然村）的“塔山”上修筑了一

座人文塔，继而临水县风调雨顺，百

姓安康。

不知过去了多少年，因临水县

（临安县）县治搬迁于临安西墅，高

虹的古塔由于长年失修，倒塌了。

说来也怪，自古塔倒塌以后，塔

山脚下的仇溪河水便经常泛滥，溪

水淹没庄稼，冲毁农田，弄得高虹仇

溪流域的百姓怨声载道。

究其原因，懂“风水”的人说，原

仇溪流域风调雨顺是因为塔山上的

人文宝塔镇在了仇溪这条水龙的三

寸颈上，仇溪水龙无法兴风作浪，如

要盼得太平世道，须在塔山上重新

修塔。于是乎，仇溪流域的百姓捐钱

赠物，泥马村的男女老少排队把修

建宝塔的青砖传递到塔山顶上重建

了人文宝塔。

宝塔修好了，仇溪流域的百姓

又过上“五谷丰登”的农家生活。

话说泥马有户“吴”姓人家，起

先并不发达，但自古塔倒塌后，他人

遭殃受穷，而吴家先人在塔山上选

址建了一座墓，吴氏就发迹了起来，

其子孙有及第“进士”在朝廷做官

的。如今宝塔修好了，吴家反而招

来了接二连三的不幸，且人丁大减。

吴家请风水大师看“风水”，大

师说，重修的宝塔“塔身”镇住了仇

溪这条水龙，而宝塔的“塔魂”也镇

住了吴家葬在塔山上祖先坟墓的风

水，故而致使了吴家遭遇不幸，须解

风水，办法只有一个，只能配弓建造

拱桥，让“拱桥”恭请镇住吴家风水

的“塔魂”离开。

原来塔山上的宝塔尤如一支

箭，建一座拱桥尤如配一张弓，利用

弓的“灵魂”把箭的“灵魂”射上天，

那么原先吴家祖先发迹的风水也便

复原了，同时，因“塔魂”不附塔体，

也不会影响“镇龙”塔身的功能，真

是两全其美的事，于是便有了塔山

脚下仇溪水上由吴氏家族投资建造

的“拱形黄狗桥”。

何以取名“黄狗桥”？

传说，还未命名桥名的“黄狗

桥”建造竣工的那天晚上正是农历

月半，出现月食现象，月亮从满月到

半月再到眉月，最后伸手不见五指，

吴氏家人和村民纷纷猜测：月亮或

已被弓箭射落掉在我们泥马了，或

月亮被传说的天狗吃掉了？

在中国人的眼里，黄为尊色，天

狗也便是黄狗了，“黄狗桥”的命名

水到渠成。为醒目标志此桥为黄狗

桥，建筑师随后便在拱桥护栏的柱

头上雕刻了一个个鲜活的黄狗头

像。“黄狗桥”便由此得名。

弓箭射月，月亮已掉在我们泥

马了！人们欢呼雀跃。为纪念这一特

殊的天象，随后的日子里，吴氏家人

和泥马村的老百姓便在吴氏祠堂前

选址挖掘修建了三口形如满月、半

月、眉月的水池，命名“月亮塘”。一

来可方便泥马百姓用水洗涤，二来

为着实纪念这特殊天象。

不知道又过去了多少年，塔山

上的人文宝塔又倒塌了，黄狗拱桥

已改造成平坡桥，且护栏上的“狗

头”不知去向，原三口月亮水塘，现

仅存一口半月的月亮塘，只有它成

了临安区文保单位。

古塔、黄狗桥与月亮塘
/ 陈达力 周治/

土地使用者：浙江恒晟置业有限公司，土地座落:

锦 南 街 道 兰 锦 村 ， 地 号 :

330185005004GB00536W00000000，工程项目已竣

工，地上房产建筑面积 3625.56 平方米。根据开发者的申

请，现将该宗建设用地使用权复核验收方案公布如下：

申请复核验收土地面积 3117.9 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

面积 1257.0 平方米，道路绿化等共用面积 1860.9 平方

米，用途为商业、住宅用地，使用期限: 商业 2044 年 8

月 23日止、住宅至 2074年 8月 23日止。若对此公告内

容有异议的，请在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杭州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临安分局行政审批科（驻行政服务中

心）书面申请办理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按

上述方案上报，批准通过该建设用地复核验收。

联系电话：23616095 23616315

特此公告。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安分局 2019 年 6月 26日

关于锦南街道“御城涵园”建设用地使用权复核验收公告
杭临规划资源籍告[2019]第 27 号

序号 用地单位 土地座落 项目名称 供地方式
项目面积

(平方米)
土地用途 备注

1
杭州市临安区清

凉峰镇颊口小学

清凉峰镇

颊口村

清凉峰镇颊口小

学改扩建项目
行政划拨 7869 教育用地

依据国家有关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关于建立和健

全土地供应公示制度的通知》（浙土资发[2002]27 号）文

件精神，经用地意向者申请，下列单位用地拟以行政划

拨方式供地，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上述地块的公示时间为 10 天，如有单位或个人对

上述公示的内容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具名形式

反馈给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安分局行政审批科，

并注明联系方式，逾期视为无异议。公示届满我局将依

照相关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并办理行政划

拨手续。联系电话:23616095 23616026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安分局
2019 年 6月 26 日

建设用地项目供地批前公示
杭临规划资源告﹝2019﹞42 号

杭州易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 月和

2016 年 2 月以挂牌出让方式取得位于锦北街道潘山村

四宗国有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分别为 54308 平方

米、65935 平方米、10184平方米和 65477 平方米，土地

用途住宅用地，出让年限为住宅 70 年，分别签订

2011A21001 号、2011A21002 号、2016A21011 号和

2016A21012 号土地出让合同和补充合同。

根据临安区人民政府关于第五次土地审批联席会议纪

要，拟将易辰房地产公司 2011A21001 号宗地南侧 7333

平方米土地与已出让土地中的空隙位置及该项目北侧地

块进行等面积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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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安分局
2019 年 6月 26 日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置换公示
杭临规划资源告﹝2019﹞43 号

距离 2018 年度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

专业合作社年报截止

还剩 5天
（早报不"拥堵"，迟报"拥堵"会逾期）

请在 6 月 30 日前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浙江）报送年报，逾期申报或未

报将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进入黑名单，情节严

重吊销执照。

具体请关注
二维码

年
报
倒
计
时

杭州市临安区市场监管局
2019年 6月 26日

杭州市临安区锦北老年养护院秉承“医养结合 爱
心养护”的办院宗旨，以“全方位养老养护、专业化康复
护理、零距离医疗救治”为服务理念，让入住老人更有尊
严、更有保障的安享健康晚年。

欢迎前来参观、试住有优惠。
入住对象：失能、半失能、失智老人，长期卧床需全

面照护的老人以及其他老年朋友
电 话：0571—63837515、15258667398
院 址：临安锦北医院 2 号楼（临天路 2750 号明月

山庄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