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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牛坑村位于临海市小芝镇的最北端，毗
邻三门县的花桥镇，是隶属于桥头行政村的一
个自然村，距离临海市区约40公里。石牛坑
村是典型的山地村落，南、西、北三面群山环
抱，绿树萦绕，只有村子的东面开阔一些，是通
向外面世界的主要通道。由于地势使然，全村
民居的分布比较紧凑，挨挨挤挤于两山的夹缝
之中。紧靠村庄的南面，有一条常年不涸的溪
流，叫石牛坑。石牛坑发源于西面的群山之
中，自西向东绕村而过。乌岩至洪桥的公路，
至此画了个优雅的S，然后缘溪而上。公路边
有一座拱桥通向村口。石牛坑村的规模不大，
绝对是临海市所有国家级传统村落中超小的
一个。有资料显示，石牛坑的村域面积仅有
0.26平方公里，可以说是一个袖珍古村落。据
说在历史上，最多时村里曾拥有300多人，目
前常住人口还不到20人，称其为“袖珍村”，一
点都不带夸张的。

据资料记载，石牛坑村形成于明朝末年，
村民多姓张，少有他姓。据村民介绍，张氏先
祖因躲避战乱，从临海城关小街头（今继光街
与东门后街交叉口一带）迁居于此。这里的草
编、竹编技艺的历史比较久远，村子里的老人，
不分男女，基本都会来一手。而在房前屋后，
田边地头，随处散落着一个个圆柱形的蜂桶。
这项“甜蜜的事业”，加上竹编、草编，构成了留
守村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

山水清奇灵秀地
要细说石牛坑村，不能不先说说石牛坑

溪。石牛坑溪是一条美丽的溪流，尤其是接近
洪桥村的那一段，更是临海最美的溪流之一。
也难怪乡人屈映光对其留恋不已，并在崖壁上
留下“流水鸣琴”的石刻。石牛坑溪的美，美就
美在水清、石奇、崖峻、草丰。石牛坑的水非常
清澈，静止的时候碧绿如玉，湍急的时候洁白
似奶。而且隔不多远，便会出现一挂飞瀑，水
声时而“淙淙”，时而“咚咚”，如鸣琴，似鼓瑟，
声声悦耳。而溪坑中的石块经过水流长年累
月地冲刷，棱角已被磨平，各具形态，有的像饮
水的牛，有的似沉浮的龟，有的如游动的鱼，惟
妙惟肖，美不胜收。还有就是崖美，溪坑两边
的崖壁，布满浅浅的青苔，有时凸出来一块，悬
挂于溪流之上，有时凹进去一截，形成黑黢黢
的洞穴，在垂挂下来的绿色藤蔓的映衬下，呈
现出中国传统山水盆景的那种韵味。这里的
溪坑除了两岸茂密的杂草，还有一种水草，这
种水草具有碧绿修长的叶子，似兰非兰、似韭
非韭，轻盈飘逸，点缀在溪中的岩石之间，这里
一丛，那里一丛，为这巨型的山水盆景增添了
勃勃的生机。

要进入村子里，必须经过村口的拱桥。拱
桥粗略估测有8至9米长，4至5米高，桥面与
公路和村道相平。桥身两侧安有简易的钢筋
护栏，这些护栏现已锈迹斑斑、东倒西歪，看来
应该是后来加上去的。桥体的两侧爬满绿色
的藤蔓，不仔细看，都会以为是一座石拱桥，有
些资料也是这么写的。其实不是，它是一座货
真价实的水泥桥。你只有下到溪坑里，仰起头

来才能看清它的真相。它是由并列的弧形水
泥板拼搭而成，这样的水泥桥在我市恐怕是绝
无仅有的。据村民们说，这座桥修建于上世纪
60年代，是由灵江大桥的总设计师设计并建造
的。也不知是出于何种缘由，灵江大桥的总设
计师在建造好灵江上的第一座大桥后，竟然为
这个偏僻的小山村设计了这样一座拱桥。虽
然这座桥的主要用料是现代的水泥，可构造方
法却是采用传统的拱桥方法，是一座传统和现
代相结合的桥梁。说起这座桥，村民还言之凿
凿地说，这座桥梁没有使用一根钢筋，使用的
都是竹筋，这就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村
民们还说，在村子北面通往枫树岭的分岔路
口，还有一座这样的桥，也是在同一个年代用
同一种方法建造的，只是规模要小许多。

走访中，得知石牛坑村的得名，主要缘于
溪流上游的一块巨石。从大路上往下看去，杂
草掩映中的这块巨石，长度应该超过3米，高度
不低于两米，重量约莫有二三十吨，头西尾东
横卧在溪流中央。由于常年水流的冲击，岩石
通体光滑平整，青苔不生，杂草不长。远看甚
是像一头牛。尤其是牛头、牛颈、牛背和牛屁
股，更是十分的神似。村民们对石牛有着各种
神奇的传说，说这条石牛多少年来，一直在佑
护着下游拐角处的这个小小村落。可不是，你
看，横亘于溪流中的石牛姿态，不正是它在用
身子阻挡着湍急的水流吗？有了这神牛的佑
护，石牛坑村自然就成了一块人间福地了。

宅院深幽蕴古韵
要说石牛坑村最为难得的，是村子里目前

还保留着清一色的传统建筑，这些建筑大多建
于民国时期，有些已有100多年历史了。一眼
望去，石墙木窗，青砖黛瓦，一派盎然古意。前
几年，村子南面靠溪边上，曾出现一座规模不
大的现代建筑，红瓦黄墙，与周边的环境很不
协调，可是没多久，便不见了影踪，可见村民们
对古村还是具有一定的保护意识的。

村子里最具规模的传统建筑，当数一座叫
“大台”的老宅子。“大台”处于村子靠西的位
置，四合院，坐西朝东。墙体的下部用块石垒
砌，上部则用青砖砌成。院子呈南北向的长方
形，双檐两层结构，主台门朝向东面，周边还有
不少边门。与典型的江南“十三间”传统民居
不同，这座院子的正房和门房均为9间，南北两
头的厢房各为3间，总共有24间房间，因此村
民又称其为“廿四间头”。“廿四间头”建于上个
世纪的60年代，由张氏兄弟合建，是目前村子
里保存得最为完好的传统民居。“廿四间头”虽
然规模庞大，但构造比较简朴，梁枋、柱础以及
门窗，皆不事雕饰，偌大的天井也没有铺设通
常院落常见的卵石，显示出房主人简朴务实的
生活态度。现如今，这座大院子只住着两户人
家，且都是老两口，显得空落落的。加上天井
里长满一层矮矮的青草，为原本寂寞的氛围更
增添了几许苍凉。

“廿四间头”的东面台门对出，是一座叫
“下间”的院落，村里又称其为“双台”。“双
台”，说白了，就是两个院落的意思。“双台”原

本只有一个院子，后来在南面又接出一台，这
才有了“双台”这个名。“双台”中北面的那一台
比较古老，据说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南
面后来接出来较“年轻”的那一台，也已经有60
多岁了。“双台”的两个院子之间，是相互连通
的，人们往来串门可以不受日晒雨淋。令人感
兴趣的是，在北面那一台的道地（天井）中间，
有一南一北两眼泉水，泉眼周围只是简单地铺
砌了一圈石头，以供主人在洗刷或取水时踩
踏，南面的泉眼有一道浅浅的水沟，可将废水
引向院外。这不花钱的“自来水”，不光为主人
带来生活的便利，还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双台”的两个院落，皆是两层结构，双披
檐，要是完好的话，共有房子20多间。如果你
留意一下，会发现这里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
像“廿四间头”等院子，尽管有着很大的台门，
可是却没有“门扇”，也就是说，这些台门是不
能关闭的，是任由外人进出的。从这也可以看
出，这里的民风非常淳朴，即便处在偏僻的小
山坳，村民对外也是不设防的。

“廿四间头”的西边，后来也往北边接出了
一溜房子。连接“廿四间头”的那一间，别出心
裁地设计成了过街楼。你别看这不起眼的过
街楼，早先可是当地最为热闹的场所。夏日的
傍晚，或是大雨天，过道两旁的石条凳上，坐满
了男男女女，成了村民们天南海北聊天的地
方，男人们抽着旱烟，妇女们编着草帽，有些村
民甚至端着饭碗到这里来，吃饭聊天两不误。

村民们说，如果从北面的高处往下看，“双
台”的两个“口”字形院子叠加在一起，就是一
个“8”字，而“廿四间头”口字形的院子接出一
溜后，极像是一个“9”字。“8”和“9”，谐音“发”和

“久”，是两个非常吉祥的数字。谁也说不清
楚，这究竟是前人刻意为之呢，还是无意中的
巧合。

在村子的东北角，坐落着一座叫“下台”的
院子，原本是座四合院，也是两层双披檐结构，
现今只剩下东边和北边，其余两边已完全坍
塌。紧挨着“下台”的西边，是一座叫“上台”的
院子。据说这是目前所知的老房子中最古老
的一座，现已完全倒塌，荒芜成了菜园。经人
指点，还依稀能看出当初的规模和形制。如今
在院子的北端，新盖了一座两层楼，住着一对
老夫妇。

村中原本还有一座叫“新屋头”的老宅子，
如今只剩下东、西两面山墙，但却依然高高屹
立在一片废墟之中。残墙上爬满了绿色的藤
蔓，山墙的顶上和门楣上、窗棂上，均饰有精美
的灰塑，有些窗上还有模糊的墨字，仔细辨认
还能看得出来，有“绿竹邻芳”“春华秋实”等字
样。如此讲究和精美的老院子，在当地崇尚简
朴、不事雕饰的民居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的。关于宅子主人的情况，村民们已无人能说
得上来，房主的后人们，也不知去向。村民们
只知道，这座院子的主人，确实是村子里最有
文化内涵的。

世事无常，如梦幻泡影。如果严蕊的一生就这样诗情画意
地过下去，她的名姓早已淹没在岁月的尘埃里，而如果没有那一
场飞来横祸，临海人也不会知道，勾栏巷里那位名动一时的风尘
女子，竟然这样贞烈不屈，这样震撼人心。这次差点要了严蕊性
命的无妄之灾，正是受唐仲友牵连而起。

在淳熙八年（1181）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四日的短短两个月
里，唐仲友被朱熹连上六道奏章严词弹劾，其中一条即是唐仲友
狎妓。这场纠缠了两年的政治斗争，不但影响了唐仲友和朱熹两
人的命运，连当时的朝野都有震荡。而严蕊更是无辜受牵连，受
尽折磨。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宋朝著名的理
学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没错，就是那个主张“存天理，灭人
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朱熹。文人相轻是常有的事，朱熹为
什么要以赶尽杀绝的姿态去弹劾唐仲友呢？当时主要有四种传
闻。

一是说唐仲友与主张理学的同乡吕祖谦因学术不合而结下
怨仇，而与吕祖谦一派的朱熹借机奏劾唐仲友。周密《齐东野语》
记载：“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云吕伯恭尝与仲友同书会，有隙，
朱主吕、故抑唐。”这个吕祖谦也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与朱熹、张
栻齐名，号称“东南三贤”。巧的是他去世的时间正是朱熹弹劾唐
仲友那年，如果说朱熹因至交去世受到刺激，回想起平日种种纷
争，一时愤懑，就借台州治灾不力弹劾唐仲友，也不是没有可能。

二是说“恃才轻晦庵”的唐仲友与同乡秀才陈亮因为妓女除籍一事导致矛盾不和，
陈亮遂向朱熹进谗言，朱熹据之而六劾唐仲友。这在《齐东野语》和《二刻拍案惊奇》中都
有记载。说唐仲友平时恃才常刻薄朱熹，甚至讥笑他是个文盲，字也不识。陈亮原与唐
仲友关系亲密，曾到台州府拜访唐仲友。唐仲友留他长住，闲暇时谈论古今，常显示出
对朱熹的不屑。陈亮虽轻理学，但与朱熹关系不错，对唐仲友的言辞常不置可否。后来
陈亮看上了妓女赵娟，想为她除籍，便去求唐仲友办理。唐仲友虽然答应了，但却又在
向赵娟了解情况时，冷冷暗示她跟了陈亮要吃苦受冻。妓女薄情，此后赵娟对陈亮的态
度就不像先前那么奉承了。陈亮后来得知是唐仲友从中作梗，一气之下就不辞而别去
找朱熹了。朱熹当时任浙东茶盐公事，因为天灾，正受命巡视灾区，从陈亮处得知唐仲
友讥讽他不识字不配当监司，大为恼火，就以台州百姓告冤狱为由，突击巡查台州。到
了台州府上，因唐仲友事先不知朱熹要来，出迎不及，朱熹更是觉得唐仲友轻慢自己，马
上就夺了唐仲友的官印，并向朝廷上奏弹劾唐仲友在台州种种罪行。这个传闻还有一
个版本是说陈亮与唐仲友争严蕊不成而恼羞成怒，但从当时对官员狎妓的严格管理来
看，还是前者更为可信。

三是说朱熹受与唐仲友不合的台州副通判高炳如迷惑而劾唐仲友，《荆溪林下偶
谈》一书主张这个说法。唐仲友在台州政绩斐然，受到同僚高炳如的嫉妒，高炳如就诬
陷唐仲友在灾荒中还向百姓催逼税租，甚至贪盗残民，还说唐仲友作为台州的父母官竟
公然嫖宿营妓。于是朱熹认为抓住了一个贪官污吏，便愤然上奏朝廷，告唐仲友“促限
催税，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

四是说唐仲友支持苏洵蜀学，而朱熹主张二程理学，朱熹因学术分歧而借故弹劾。
宋叶绍翁所撰《四朝闻见录》中记载，称朱熹弹劾唐仲友一事，孝宗皇帝知道后，叫了宰相
王淮来了解情况，王淮有心平衡调解，就说这不过是学术主张不同造成的“秀才争闲气”，
于是孝宗皇帝也就一笑置之，并没有责罚唐仲友。

年代久远，众说纷纭，事情到底因何而起，已经难以论辨是非。不过，通过大量相互
间颇有矛盾的说法，至少可以捋清一点，那就是唐仲友与朱熹的学术主张不同，平日确
实有芥蒂，又很可能有人添油加醋，才导致弹劾事件。唐仲友后来也上奏自辩，加上有
同僚为他请奏开脱，所以最终并无大碍，只是离开了台州。据记载，在唐仲友离开台州
的几年之后，台州百姓还曾因修缮桐山桥而去找过唐仲友，唐仲友不但给出修缮意见，
还捐了27万文钱，相当于他官职最高时8个月不吃不喝的全部收入，占据了修桥资金约
三分之一。而《金华府志》说唐仲友死时，家中贫困，连买墓地的钱都没有。虽然当地史
志可能有美化的成分，但由此也可以推断，唐仲友即便不一定是德性美善之人，但贪赃
枉法、残害百姓的可能性也不大。

唐仲友平安无事离开台州，严蕊却惨了。朱熹为坐实唐仲友嫖宿的奏报，把严蕊关
进了大牢，一关就是两个多月，并且对她用尽各种酷刑，“一再受杖，委顿几死”。在朱熹
的道学理论里，风尘女子都是无情无义、低贱懦弱之人，所以只要严刑拷打，必能达到“奸
出妇人口”的目的。

谁知，柔弱的严蕊却在这件事上表现出惊人的坚定和不屈，任凭怎么拷打，她自始
至终只承认歌舞陪酒的事，不承认与唐仲友有床笫之事，并表示“身为贱妓，纵使与太守
有染，科罪不致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污也！”在认罪肯定不
会死、不认罪可能会死的情况下，她这样忍辱受苦，不愿意诬陷唐仲友，既是为了不连累

“士大夫”，更是为了坚守自己的人格底线，向朱熹、向世人证明，失贞不等于失节，实在让
身为士大夫又总爱高喊贞节口号的朱熹相形见绌。

袖珍古村石牛坑袖珍古村石牛坑（（上上））

————小芝镇石牛坑村纪略小芝镇石牛坑村纪略
□□李忠芳李忠芳

遗 失 声 明
●临海市沿江谷堆山

家庭农场遗失通用机打发
票二联并联无限额版15份，
发票代码：133101620329，
发 票 号 码 ：00187744、
00187745、 00187748-
00187760，声明作废。

●临海市宾鑫汽车维
修服务部遗失浙江增值税
专用发票1张，发票代码：
3300181130，发票号码：
27051264，声明作废。

●临海市嘉嘉灯饰经
营部遗失浙江省国家税务
局通用机打发票1张，发票
代码：133101720322，发票
号码：00285830，声明作废。

根据《关于深化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进一步整合优化国资平台公司
实施方案》（临市委办〔2017〕58号）等文件精神，临海市国有资产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等7家公司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国
有企业，明确为独立运作的市场化主体，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其负债属
于企业债务。具体涉及公司为：临海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临
海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临海市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临海市城市建
设发展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临海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临海市水
利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临海市新农村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临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2018年12月6日

关于明确临海市国有资产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7家公司

市场化主体地位的公告

浙江省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清理整治进展情况统计表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所在地所在地所在地所在地 水源地名称水源地名称水源地名称水源地名称 问题具体情况问题具体情况问题具体情况问题具体情况 整治进展情况整治进展情况整治进展情况整治进展情况
是否完是否完是否完是否完
成整治成整治成整治成整治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 台州市临海市 牛头山水库水源地

牛头山水库渔业养殖由个人承包，根据“水库渔
业养殖经营权委托经营”协议反映，牛头山水库
管理局与养殖户签订协议到期时间为2018年12月
31日，养殖范围为库区内蓄水面积，鱼类暂养场
位于百丈青附近水域

已制定过渡期和收回后管理方案，水库鱼类养殖
实行粗养方式，不投放饵料，科学投放鱼苗和控
制捕捞量，做到轮捕轮放。

是

2 台州市临海市 牛头山水库水源地
在牛头山水库上游一级保护区红杉林区域建有游
步道、厕所等设施；二级保护区溪下村、下蒋村
建有停车场

已拆除、停用一级保护区内公共厕所，取消二级
保护区溪下村的停车场。牛管局严格按照检查站
的管理制度进行管理，设置相关警示标志标识，
严禁游人进入。

是

3 台州市临海市 牛头山水库水源地
东塍镇、邵家渡街道、小芝镇及涌泉镇部分村存
在农业种植

已落实肥药双控，长期实施。 是

4 台州市临海市 牛头山水库水源地 S225省道
危险化学品车船禁行标志已设置，环境应急设施
项目已完成建设。

是

5 台州市临海市 牛头山水库水源地
3个村1153人：下宅（自然村，属小芝镇车口
村）、溪下村、外蔡村（自然村，属于胜坑村）

溪下村、车口村下宅自然村、胜坑村外蔡自然村
均已完成生活污水处理终端和人工湿地建设。

是

6 台州市临海市 牛头山水库水源地 二级保护区内有一家企业（创驰铸造有限公司） 企业已停产，搬迁已完成。 是

7 台州市临海市 牛头山水库水源地 大洋公司葡萄园
一、二级保护区内的东山、下壕、场前三个区域
葡萄园均已拆除。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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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