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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垡农村头呒有自来
水，靠水井水担来倒水缸
里。”早垡：以前、从前。温
岭话叫早垡儿，上次叫上
垡，临海则常讲“上套”。上
垡 =上套 =上次。

垡，在普通话里可作动
词、名词和量词：耕地翻土；
翻耕过的土块；番。而在台
州方言里多用作量词：批；
番；次。相当于“茬”“批”。
方音近“范”。

清代胡文英 《吴下
方言考》 记音作“筏”。

“筏, 伐去其草而复长也。
吴中谓割而复长者曰‘又
一筏夕’。凡物次第而兴
曰‘一筏二筏。’”

韭菜、甜瓜等果蔬可
收几批，第一批就叫头垡，
下一批叫转垡、下垡。通
常头垡韭香点，头垡瓜好
啜点，转垡味道拔（就）差
点。该垡：这一批。该垡
历：这些天、近阶段。

垡，可用于物，也可指
人。老垡指老一辈人，新
垡则指新一辈、后生人。
如：山上人毛竹多蛮多，村

里老垡会做篾手艺，赚几个辛苦钿。曩时介人
在装，呒人装爻（了）。新垡呒人忖学，只忖到外
头挣大钞票。

有的人以“番”代替“垡”：早番、上番、下番、
转番、头番、老番、新番。也有一定道理。

相对于“垡”，临海人更喜欢用量词“套”：上
套、下套、转套、头套、该套、套把。

套 =次。如：该套怎生雨落来忒大，衣裳滥
完。（这次怎么雨下得这么大，衣服全湿了）取笑
他人：有该套啊（你也有这一次啊）。该套，也叫
该套记、套记。放假走上海迪士尼乐园嬉套（玩
一次）。葡萄由尔摘，啜套惬意（吃个痛快）。/
括苍山套把（一两次）爬过。 转套都勿来爻，听
渠一套哄。

早头套、头套时节、早套、头前：以前、从
前。也叫早时、早时节、早头时、以早。

老早、老早该、早蛮早：早已。如：～搭渠讲
过，讴渠｛休要｝整日搭赌博鬼绕聚队，拔讲勿
进。下套记记牢点，会做记。（老早跟他说过，叫
他别整天跟惯赌待一起，就是听不进。下次得
牢记，记取教训）。

上套做生意｛休要｝空噢，早蛮早住新屋爻，
还等得抢期。（老早住新房了，还等到现在）。抢
（音雀）期、该抢、曩时、曩在：现在、眼下。如：抢
期算讲1万1平方米，加车房得呣。（现在算起来
房价1万1平方米，包括车房这些）。得呣：这
些。～破物事勿要，老早该好厾噢（扔掉）。抢
期有的大娘头只晓得嬉舒服（眼下有的姑娘只
知道玩痛快），靠男人啜饭。

慢抢：等会儿。坐抢、坐记：坐一会儿。捱
记，一记拔是噢（等一下，一下子就好了）。出
记：需些时间。修电脑，出记装。该本书望完出
记。

当届、当届时、当时节、该时节：当时。六月
该时节，恰好啜杨梅。

当下的年轻人离不开电脑、手机，惯于键盘
操作，号称“拇指文化”，往往出现提笔忘字现
象。两几时写介呣字，字咋写写整届忖勿出。
（有时写什么字，字怎么写长时间想不起来。）两
几时、两几、两时：有时。如：智能手机复杂猛，
两几装勿来（不会弄）。

长日、长长落落、日脚三夜：经常。作业勿
认真做，长日小说、闲书搿牢定，介呣用。日脚：
日子。《水浒传》第74回：“店小二道：‘大哥休怪，
正是要紧的日脚，先说得明白最好。’”

比“早垡、早头套”还早叫“七世八代、早世
八代”：很早、老早。如：～事干都绕起来。老
世、千年老世：长久、老是。等出租车等老世。
在老世、坐老世、嬉老世。字（书法）老世勿练；
账老世勿解（还）。一个人如果吃饭很慢，台州
土话就夸大说：啜饭啜老世，潮涨啜潮退（从潮
涨吃到潮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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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里常有这样的桥段：一个破落
书生进京赶考，必住一家名叫“高升”的客
栈，从贡院出来后回到客栈等待放榜，在
此期间客栈老板必要去催讨房钱，并尖酸
刻薄地把书生奚落一番。恰在这个当口，
必有喜报送到，必是穷酸书生高中状元，
客栈老板则神情尴尬，立即换上谄媚面
孔，高呼“恭喜状元郎！”书生扬眉吐气，摇
身一变穿上了大红官服，封个“八府巡
按”之类，就走马上任去了。若长得仪
表堂堂则必得皇帝赏识，龙颜大悦指婚
公主下嫁，招为驸马。

且不说客栈老板怎么总不长记性，
迎来送往多年还学不会“宁欺白须公，
莫欺少年穷”的道理，也不说“八府巡
按”只是个临时委任的职务而非固定官
职，单说“状元”的产生和授职，绝不会
这样草率和随意。

古代普通人家的学子如果想要出
仕做官，唯一的途径就是参加科举考
试。科举制度最早从隋大业元年（605）
开始实行，经唐、五代十国、宋、元、明，
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结束，历时
1300年。从学子到状元，虽然不用斩六
将，但确实要过五关，即两次预选、三次
正考。先通过县、府两试成为童生，再
参加院试考取秀才。考上秀才后才能
参加三级正式考试，分别为乡试、会试、
殿试。乡试第一名称解元。

风流才子唐伯虎就曾中解元，所以
又称唐解元。凡中乡试者皆称举人，可
参加会试。会试一般在乡试后的第二
年春天举办，所以又称春闱。所谓进京
赶考，即指会试。会试由礼部主持，第
一名称会元。凡中会试者皆称贡士，可
参加殿试。殿试要复杂一些，分为一
甲、二甲、三甲，由皇帝钦点一甲第一名
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
花。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
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
身。有个词叫“大三元”，即连中解元、
会元、状元，历史上仅15人曾连中三元，
可谓凤毛麟角。状元及第后也不会马
上外派做官，一般先入翰林院为修撰，
只是个从六品官。而状元与驸马更是
鲜有联系，历史上唯一的驸马状元叫郑
颢，娶唐宣宗长女万寿公主。不过被选
为帝婿并非郑颢所愿，他原已婚配，却
被白居易的堂弟、宰相白敏中硬牵皇
姻，不得不做出悔婚另娶之事，因此深
恨白敏中。

历史上第一位状元叫孙伏伽。孙伏
伽原在隋朝考中进士，隋亡后入唐应考，
为唐武德五年（622）壬午科状元。从孙伏
伽开始，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最后一位
状元刘春霖止，1283年间，可考证的榜数
为745榜，共产生了592名状元（一说504
人），加上其他短命政权选考的状元及各
代的武状元，能查到的文武状元共有777
人。因古代崇尚“以文教佐天下”，状元一
般指文科状元，如为武榜状元则专称武状
元。其中，南宋宝祐四年（1256）丙辰科状

元文天祥因其民族气节，
被誉为“状元中的状元”。

有人说状元不一定
都是殿试第一名，并举唐
郑谷为例，因为郑谷有诗
《宿平康里》，其中一联为
“好是五更残酒醒，耳边
闻唤状元声”。据查，郑
谷登赵昌翰榜第八名，根
据古代以头名状元命名
榜次的习惯，状元应为赵
昌翰。明蒋一葵所撰《尧

山堂外纪》有记载，唐朝时，凡中进士，从
皇城出来时，都会有专人唱名，为表尊重，
不论排名高低，一律称为状元。

郑谷中进士第八名，虽则出皇宫时也
享受状元称呼，但绝不代表他为一甲头
名状元，其诗句里“状元”也为泛指之
意。古代的试卷没有分值，以阅卷大臣
画○多少为序。殿试由皇帝亲自出题，
故阅卷大臣会将初选十份画○最多的试
卷进呈给皇帝，由皇帝复阅后钦点名次，
相当于初试和复试。所以说皇帝的钦点
结果才是最终成绩，因此状元必定是第一
名，只不过未必是初选第一名。

临海人文荟萃，自古以来文化底蕴深
厚，翘楚辈出，曾出过三个半状元。状元

“半个”是何一说呢？待后详表便知。
首位状元是南宋的王会龙。王会龙，

字君遇，生于宋绍熙二年（1191），卒年不
详，为宝庆二年（1226）丙戌科状元。宝
庆元年（1225），王会龙参加“乙酉科”礼
部省试（即会试），在900多名举子中脱
颖而出夺得第一。但因当时正值宋宁
宗驾崩第二年，理宗在守丧期间，没有
举行殿试亲自策问，就下诏令以省试名
次作为殿试名次，于是王会龙得以点为
状元，时年34岁。虽然有人认为王会龙
的状元名分不正，但南宋时期，文人志
士集聚江南，王会龙能在省试中一举夺
魁，足可证明他的真才实学。

王会龙中状元后，曾于绍定二年
（1229）任秘书省正字（正九品下）。三
年，升为校书郎（正九品上）。六年，再
升为著作佐郎（从六品上）。端平元年
（1234），升为著作郎（从五品上），以更
迭指挥补外，三年，任工部郎中（正五
品）。最终升至太府卿（从三品）一职就
再无晋迁。

王会龙的官场生涯大多在秘书省
的岗位上度过，这个机构以校对典籍，
修订文字为主要事务，没什么实权。因
此他的生平事迹也很少，除官职变更，
几乎找不到其他记载。

第二位状元是元朝的泰不华。泰
不华，字兼善，古哈萨克族人，本姓伯牙
吾台氏，原名达普化，“泰不华”是文宗
赐他的名字，生于元大德八年（1304），
卒于至正十二年（1352）。泰不华的祖
上世居白野山，因父亲塔不台任台州录
事判官，所以全家迁居于临海。其父塔
不台是个忠义之士，《元史·忠义二》有
记载：“时襄阳录事司达鲁花赤塔不台
字彦晖者，元统元年进士。魏王军汝、
毫，塔不台来供饷。王嗜酒，轻战备。
一夕，贼劫王，王卧未能起，为所执。塔
不台驰骑夺王，亦为贼所得。比明，见
贼酋，王拜乞活，塔不台以足蹴王曰：

‘犹欲生乎！’贼复屈其拜，塔不台拒而
诟之，且与缚者角，遂支解。”

塔不台亡故时，泰不华仍是青稚幼
年，后被集贤院待制周仁荣收养并受其
教育。虽然生活贫困，但泰不华好学不

倦，能记善问。17岁时，获江浙乡试第
一名。至治元年（1321），考取右榜状元
（元代中选的举人和进士分列二榜：蒙
古、色目人一榜，称右榜；汉人、南人一
榜，称左榜），赐进士及第，授集贤殿修
撰。泰不华仕途迁转颇多，“转秘书监
著作郎，拜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文宗
建奎章阁学士院，擢为典签，拜中台监
察御史……出佥河南廉访司事，俄移淮
西。继迁江南行御史台经历，辞不赴，
转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擢秘书监，
改礼部侍郎。至正元年，除绍兴路总管
……召入史馆，与修辽、宋、金三史，书
成，授秘书卿。升礼部尚书，兼会同馆
事”。至正十一年（1351），泰不华封为
浙东宣慰使。次年三月，与台州方国珍
海战而死，终年49岁。死后三年，朝廷
追赠荣禄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
国，封魏国公，谥忠介，立庙台州，赐额
崇节。

泰不华一生为人刚正，尊崇气节。
元惠宗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即位时，
加封文宗皇后为太皇太后，迫于势力，
又将大臣燕铁木儿、伯颜列土封王。泰
不华率领朝中同僚上疏谏止，称“婶母
不宜加徽称，相臣不当受王土”。太后
听了大怒，下令将规谏此事的人都杀
了。泰不华不惧生死，大义凛然地对众
人道：“此事自我发之，甘受诛戮，绝不
敢累诸公”。

太后听闻此事，反而转怒为喜，感
叹道：“风宪有臣如此，岂不能守祖宗
之法乎？”最后非但没有责罚泰不华，反
赏赐金币，以表彰他的正直敢言。泰不
华任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时，浙西大
水成灾，灾民遍野，食不果腹，但官府仍
在征缴租赋，令百姓于艰难之时雪上加
霜。泰不华为此入朝，向中书极力申
诉，要求免除灾害地区的租赋。至正元
年（1341），泰不华出任绍兴路总管。在
任上，他革除吏治弊端，废除官牛租，施
行均赋役，并教化民众要讲礼教、兴仁
让，使越地民俗大为开化。同僚太平被
谏官弹劾，人人避之不及，唯独泰不华
凛然为他践行，一直送至都门外。太平劝
他止步，免受连累。泰不华正色道：“士
为知己死，宁畏祸耶！”后来果被新宰相摈
斥，但泰不华此举却深为人称道。

泰不华不但品格高尚，还很有处事见
地和才学。黄河决口，泰不华等受命以
珪玉白马致祭河神，无效。元惠宗召集
一众大臣商议治河，众人都束手无策，
唯有泰不华上言：“淮安以东，河入海
处，宜仿宋置撩清夫，用辊江龙铁扫，撼
荡沙泥，随潮入海。”朝廷采纳了泰不华
的建议，依照此办法治理了一段时间，
颇有成效，可惜后来由于诸多因素半途
而废。

明曹安所著《谰言长语》记载，泰不
华在台州就任时，曾去考察民情民意，
因错过了归辰而借宿在村民家。夜里
醒来听到邻居家有妇人在纺麻织布，就
起身查看。那妇人看到泰不华，就说夜
里太寒冷了，自己有瓶酒藏在床底下，
盛情邀请泰不华一起喝酒。泰不华婉
拒了妇人的邀请，妇人不以为然，笑问
其是否真有那么清正。泰不华听后，为
避瓜李之嫌，天未亮就匆匆离开了。这
个故事虽然不长，但传递了很多信息，
由此可知，泰不华不但廉正自守，而且
还是个品行端正的君子。

身居高位的泰不华不仅自身有冰
魂素魄之品德，其相交之人也多高尚之

辈，凡才品俱佳者，泰不华都以青眼相
待。比如那位自学成才，《墨梅》诗闻名天
下的诗画全才王冕，性格孤傲，鄙视权贵，
人常以狂生视之，却与泰不华交好。王冕
曾历览名山大川，至大都时泰不华邀他住
在家中，并力荐入仕，只是王冕终因个人
志向而力辞不就。

至正十二年（1352），黄岩人方国珍占
据了东海沿海一带起兵反元，几降几反。
时任台州路达鲁花赤的泰不华，发兵扼守
在澄江，与方国珍斡旋，并遣义士王大用
前去劝降。岂知方国珍早有谋算，扣留了
王大用，并以二百艘小船突入港口，直逼
到马鞍山。大战在即，泰不华对众部下
说：“吾以书生登显要，诚虑负所学。今
守海隅，贼甫招徕，又复为变，君辈助我击
之，其克则汝众功也，不克则我尽死以报
国耳。”众人听后大受鼓舞，纷纷请战。后
方国珍的部下陈仲达假意前来议降，被泰
不华识破，他杀死陈仲达，与方国珍军队
展开厮杀。无奈实力悬殊，混战中泰不
华被方国珍部兵用长矛刺中颈部而
死。相传泰不华虽死，但尸身屹立不
倒，后被敌兵投入海中。泰不华死后，
其家僮抱琴以及临海尉李辅德、千户赤
浅、义士张君璧等人深为动容，随泰不
华一同赴死殉节。

方国珍起义反元，在元朝廷看来是
反贼，但在后世看，他是抵抗异族的义
士。而泰不华作为朝廷官员出兵镇压，
不过是各有立场，此处不论谁是谁非。
但泰不华的作为，堪称刚烈，历史上称
其“尚气节，不随俗浮沉，每当论大事，
决大疑，挺正不阿，凛然有直士风”。

泰不华一生饱学，著有诗集《顾北
集》，其中《卫将军玉印歌》一诗，可谓大
气磅礴，心系千古：“武皇雄略吞八荒，
将军分道出朔方。甘泉论功谁第一，将
军全印照白日。尚方宝玉将作匠，别刻
姓名示殊赏。蟠螭交纽古篆文，太常钟
鼎旌奇勋。君不见祁连山下战骨深，中
原父老泪满襟。卫后废殂太子死，茂陵
落日秋风起。天荒地老故物存，摩挲断
文吊英魂。”可惜的是，其诗文作品大多
佚失，流传下来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最
有名的是篆体书法《陋室铭》卷，现藏于
故宫博物院。另外，国子监进士题名碑
林中，现仅存的三通元碑中，就有泰不
华榜。

临海历史上的临海历史上的

那 些状 元们那 些状 元们 （（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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