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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海的古宅大院、庙宇桥梁历来自有
风韵。

5月下旬，正是东海渔场休渔的季节，
也是出家人结夏安居的日子。我从海外
归来，刚调整好时差，有友人从东方翩翩
而来，言及“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
情。”我忝为地主，遂相携徜徉家山家水、
古宅古村。

天公作美，云淡风轻。驱车悠游，心
平气和。

第一个要去的就是马氏庄园。
马氏庄园，13年前我就去过。那时，

著名古建筑专家、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黄大
树正奔走游说，建议把其列为临海市文物
保护单位，我应邀随他两次去实地勘察。
市里领导听了汇报后，也马上到现场调
研，并迅速指示保护。当年年底，立碑宣
示。

马氏庄园位于临海大田街道下沙屠
村，开工于1929年，庄主马翰卿利用当地
饥民的廉价劳动力，以一年时间建成。庄
园占地约15亩，坐北朝南，两层砖木结构，
前后花园，平面呈长方形，为浙东南较少
见的近代三合院+东西两厢建筑。院落青
砖黑瓦、屋脊高耸、回廊天井、雕梁画栋，
建筑风格与构件中西合璧，典型的民国
风。“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
重数。”1950年后，庄园三合院先后成为临
东中学、朝阳中学教师宿舍和朝阳公社的
办公场所。西厢分给村民，东厢公社食
堂，学校教室在院落外面。后来，中学迁
到方家弄，公社“撤扩并”。上世纪90年代
始有村民入住三合院。现存有相对完整
的三合院和西厢以及残破的东厢，旧时的
庄园围墙早已不见踪影。护庄河尚有模
样，但河浅水浊桥破。河岸残缺的前台
门，失去了昔日风采。院前西半边的原花
园处，耸立了一排崭新的民房。2017年，
马氏庄园升格为省级保护单位。

这次重来，所见庄园面貌大为改观：
院内原先杂七杂八、到处堆放的柴草杂物
已清理得干干净净，朽木也得到了替换。
门楣、山墙的灰塑，牛腿、雀替的木雕，门
额的石雕，墙上的彩画，形状不一的廊柱
磉石，门庭的水泥地面画出的各种图案，
均可见时光打磨后的面貌。“图书室”的牌
子还挂着，大开面小方格的玻璃窗有些破
损，天井花草疯长，墙上还有“文化大革
命”时期留下的伟人头像和几段语录以及
一条造反派的标语。尤其是十几个磉石
上雕刻的花草鸟兽虫鱼形象，栩栩如生；
雀替木雕的灵动线条，高高灿头墙的灰塑
部分可辨；壁上彩画风韵犹存，这不禁让
我惊喜连连。端详着这些石雕、木雕、灰

塑的图案，我在怀疑，今日，我们还有这样
的能工巧匠吗？朋友却看着磉石上的石

“目鱼”等笑着说，看来我们的前人喜欢山
珍海味，生活诗意得很。院子里居住着一
位80多岁的阿婆，很健谈，会讲故事。她
18岁时住在院子外面，40岁左右分到这
里一间半屋。据阿婆介绍，中学的教室共
四大开间，在院外西面的现民房处，下面
教室，楼上中间为化验室。学校搬迁后，
教室被一村民掉落在化验室的香烟头起
火烧毁。院西灿边上原来也有几间教室，
前年被拆除，现在是废墟。今年初，有省
市的设计和修复人员在这里勘察绘图，忙
了好几天。

马氏庄园东边原有三透连横的大宅
院，其主人为马雄洲。宅院现已破败不
堪，唯有3个青草萋萋的大天井和四周精
致的石板檐阶，中院南门“五福临门”的门
档，以及外墙上的灰塑彩画还可见当时的
辉煌。

第二天，我想起自己写《杜桥赋》的时
候，有些地方还没有实地查看，于是，邀请
友人再一起行走。

第一站下周村。村口偶遇一位老者，
交谈中得知路边的房子原是祠堂，里面有
一块曾任国民党空军总司令的邑人周至
柔题写的牌匾。我心中一喜，斗胆走进杂
草没膝、瓦砾遍地的祠堂，细细打量着这
块牌匾，只见上款书“义岭下周宗祠”，中
为“绳武敦宗”大字，下款字迹不清，依稀
可辨认出“周至柔敬题”字样。我遂去电
向市文物保护所彭连生所长请教，得知他
曾架梯上去辨认，落款是“航空总司令东
塍房裔孙周至柔敬题”。彭所长还调查采
访过有关知情人，认为牌匾的字是周的长
兄代笔，当时一共写了5块，其中3块内容
不同；而且也是由周的长兄分别送到下乡
片的下周、南山、富洋、长沙的周氏祠堂，
以及浦东岸周家里宅院。现在，其他几块
已不知去向。另外还有一说，即牌匾共4
块，由周的兄弟周斗诗代为落款，周的母
亲送到祠堂。下周这块，因村里一个老党
员把它卸下来当床板而得以保存。

第二站来到璜溪庄村。据了解，苏东
坡第十世孙曾迁住这里，但于我而言，仅
从他的第二十九世裔孙、辛亥革命风云人
物苏德三先生开始才略有所知。宗祠内
的戏台有模有样，尤其是八仙和三苏的内
容绘画。在广场宣传栏的当代人物介绍
中，我又看到了许多熟悉的名字。热情的
村民还给我介绍了村里开发“龙王十八
潭”旅游的打算，并指引了一条上山的水
泥路。 随后，本来计划去看“马宅戏楼”
的。不巧，那里正在修缮戏楼，只好在“马
氏宗祠”大门口（戏台在内）拍张“老”照
片。

第三站铁场村。到了以后才发现这
里刚改名为金张村，由一个金姓村一个张
姓村合二为一，好在导航还是旧资料、老
记忆。铁场村的鲶鱼坑口窑址，是1984
年发现的，后确定为东汉至两晋年间，历
史上的台州中心章安一带瓷器制造业的
聚集地，产品为实用瓷。5年后，这里与另
外3处一起公布为第三批浙江省文物保
护单位。现在连村里的一些老人也没见
到过闻名遐迩的瓷片。我只好在临近处，
向林丰草茂、曾经辉煌的那个地方行注目
礼。说实在的，对窑址的保护，与黄岩沙
埠窑址相比相形见绌多了。“门掩黄昏，无
计留春住。”我深深地长叹了一声。

车子上行，我们又转到上王村。村庙
前有许多纳凉聊天的村民，我们向他们打
听这里的摩崖石刻，一位壮年汉子热心地
带我们上山寻找。七转八弯，我们上了
山，四处寻找，最后，带路的壮汉硬是在百
米高处的草木丛生中，找到了这方摩崖。
摩崖上有“墨池”两个大字，落款为一行小
字，有岩石裂缝，但尚能隐约辨认出“米老
作指堂立”6字。米老，即宋米芾（1051—
1107）；指堂，即宋释志南，“沾衣欲湿杏花
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就是他的妙句。据
说，这是志南法师驻锡惠因寺时，拓米芾
墨迹刻于此的。不过，书者和立者是否真
是宋代的这两位大家，我无法确认。史载
20米左右处还有佛偈摩崖：“法本法无法，
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
字为宋黄庭坚所书，但我们没找到。或许
是没涂红漆，被草遮掩的缘故；抑或缘分
未到，俗眼不能识吧。

山下的惠因寺旧名“禅房”，始建于南
朝刘宋年间，南宋时与台州钱氏关系甚
密，上世纪70年代被毁。我们所见已是
一片废墟，原寺前（现西洋中学左侧）手炉
山上的寺塔亦未露面。据说，寺旧址一部
分尚在西洋中学的围墙内。这里只有一
块2006年临海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
说明这里曾经香烟上云山、梵音绕海空，
庄严静穆、利乐有情的恢弘场面。不经意
中我抬望眼，刚才满头大汗爬上的摩崖居
然就在寺后的龙头山半腰，正笑哈哈地俯
视着我们呢。

现在的上王村是迁移出来的，当地村
民又带我们到了旧村原址。村口那两棵
200多岁的风水树：银杏、枫香，依然蓬蓬
勃勃、郁郁葱葱、遮天蔽日。3个倒伏的石
臼，几口圆水井，数十间方方正正的屋址，
诉说着往日的故事。此情景恰如明·汤显
祖《牡丹亭·惊梦》：“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
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思古，
往往为了鉴今。回望来时路，我兴致勃勃
地吟诵起毛泽东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
领南京》：“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
沧桑。”这充满哲理的豪迈诗句，正不断印
证眼前闪过的一道道风景。

朱 自 清（1898—
1948），字佩弦，原名自
华，在北大读书时取《楚辞·卜居》中

“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中“自清”二
字为名，以自励，又以《韩非子》“董
安于性缓，故佩弦以自急”中“佩弦”
为字，以自警。上世纪20年代，朱
自清有一个著名的“我的刹那主
义”，这是他在极度苦闷彷徨之中悟
出来的一个积极的“中和主义”。身
处中国近代百年不遇之大变局，他
抱着“我的刹那主义”坦然面对生活
的重压和命运的打击，坚定地走着
自己的文学之路，“我的刹那主义”
也充分地体现在了他的许多名篇之
中。

朱自清“我的刹那主义”成熟于
台州。1922年2月间，朱自清应浙
江六师（在台州临海）校长郑鹤春的
邀请，把妻小留在杭州，前往六师教
书。此时，朱自清孤身一人，台州给
了他一个寂静的环境，他除了回首
过去，更多地是对人生和未来的探
索。朱自清的好友叶圣陶曾评价他

“是认真处世”的人（见叶圣陶《与佩
弦》）。朱自清在台州除了与六师朴
实的学生们相处，便是认真地梳理
着自己的思绪。4月间，朱自清回
杭州接妻儿，参与了汪静之、潘漠
华、冯雪峰等在杭州成立的“湖畔诗
社”。一次，他与一个朋友讨论人生
的问题，那位朋友说自己主张“刹那
主义”，不管什么道德、法律，只求刹
那享乐。这引起了朱自清的深思。朱在北
大学的是哲学，对人生问题关注最多。他不
同意朋友的“刹那主义”，但自己需要拿出一
个“我的刹那主义”，以证明人生真正的意义
和价值所在。9月初，朱自清携妻儿回台州，
对“我的刹那主义”进行了深入思考，并与俞
平伯书信往来，讨论“我的刹那主义”。他于
11月7日给俞平伯的信中说：“人们只顾鸟
瞰地认明每一刹那自己的地位，极力求这一
刹那里充分的发展，便是有趣味的事，便是
安定的生活。”在和俞平伯的书信往来中，他
进一步阐释自己的“刹那主义”是“只管一步
步走”的务实主义，“我的刹那主义，实在即
是平凡主义”。从哲学的角度说，则可归于

“中和主义”。“中者，天下始终也，而和者，地
之生成也。天德莫大于和，而道正于中。”
1924年朱自清还发表《刹那》一文专门阐述
了“我的刹那主义”。

在寂静的台州，朱自清“悟道”了，他得
出自己“只管一步步走”的务实的、积极的

“我的刹那主义”，这恐怕是连他自己也没有
料到的收获。他在台州实际生活了7个月左
右，但却经历了人生中一次最重要的转折。
正因为如此，朱自清对这短暂的台州的生活
特别眷恋，称台州为“我的南方”。他在《一
封信》中写道：“我不忘记台州的山水，台州
的紫藤花，台州的春日，我也不能忘记S。”商
金林先生《名作自有尊严——有关《荷塘月
色》的若干史料与评析》（见《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201818年第年第1212期期））一文中说一文中说：“：“这收信人这收信人
SS似乎可以与新诗似乎可以与新诗《《赠友赠友》》中的中的AA··SS联系起联系起
来来。。AA··SS是邓中夏另一个名字是邓中夏另一个名字‘‘安石安石’’的英的英
文缩写文缩写。”。”但因为没有证据但因为没有证据，，商先生没有将商先生没有将

““SS””和和““AA··SS””划等号划等号，，
是谨慎的是谨慎的。。根据曾根据曾
任台州师专校长的任台州师专校长的

邵全建先生（1926—2002）《朱自清
在台州中学》一文所记，S是朱自清
在六师工作时的一个朋友。朱自
清从S身上见到了“台州一般的人
真是自然一样朴美。”

朱自清还在著名散文《冬天》
中回忆台州的生活，突显出当时台
州的寂静：“台州是个山城，可以说
在一个大谷里，只有一条二里长的
大街。别的路上白天简直不大见
人；晚上一片漆黑。偶尔人家窗户
里透出一点灯光，还有走路的拿着
火把，但那是少极了。我们住在山
脚下，有的是山上松林里的风声，
跟天上一只两只的鸟影。”“有一回
我上街去，回来的时候，楼下厨房
的大方窗开着，并排地挨着她们母
子三个，三张脸都带着天真微笑地
向着我。”而这温暖的一刹那，也成
为了朱自清记忆的永恒。

朱自清在台州悟出“我的刹那
主义”，即将其体现在了自己的作
品之中。他在台州的创作主要有
写于1922年的长诗《毁灭》和写于

1923年的散文《匆匆》。《匆匆》可以看成朱自
清“我的刹那主义”的序言，在文中，体现了
他惜时如金的人生观；“燕子去了，有再来的
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
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
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洗手的时
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
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
去。”“朱自清在《论自己》一文中谈道“让自
己活得有意思，一时一刻一分一秒都有意
思”，这也是他深感生命匆匆，得出的“我的
刹那主义”的名言之一。《毁灭》则可看成是

“我的刹那主义”的宣言了。观其全诗，所写
的是要挣脱虚幻颓废。诗的结尾处，诗人宣
称：“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
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
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诗人呼叫：“那些
远远远远的/是再不能，也不会理会的了/别
耽搁吧/走！走！走！”

在后来写的《冬天》里，他留下了妻子武
钟谦和孩子们微笑的刹那；在《背影》里，他
留下了父亲去买橘子攀爬月台的刹那；在
《荷塘月色》里，他于思绪不宁中留下了荷塘
月色带给他的宁静的刹那。朱自清在清华
教学时，书案玻璃下面压了一张纸条，写着：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体现
着他“抓住眼前的现实”，“只管一步步走”的

“我的刹那主义”。
朱自清人生观的重大转折即他的“悟

道”在寂静的台州，这也是他总是怀想着“我
的南方”，怀念着台州的缘由。

朱
自
清
台
州
﹃
悟
道
﹄

□
陈
大
新

一指流沙一指流沙一指流沙一指流沙一指流沙，，，，，
留不住那段年华留不住那段年华

□□禾禾 睦睦

经临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
出让小芝镇一幅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临土告字[2019]017号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
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
参加（在临海市范围内有闲置土地
行为或目前尚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
为的、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另有规

定的除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
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
得入选人。竞得入选人须5个工作

日内，到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利用科接受资格审查，通过资格审
查后即视为成交，须当场与出让人
签订《网上交易成交确认书》、《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非临
海工业企业须在1个月内在临海市
内注册成立新公司，并签订《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

竞得人在竞得土地后 1 个月
内，必须与临海市小芝镇人民政府
签订《临海市工业项目“标准地”用
地履约协议》，方可到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及公证处办理《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相关手续。若竞得
人逾期签订《临海市工业项目“标准

地”用地履约协议》的，则视为违约，无
权要求退还竞买保证金。

四、竞买申请人须办理或持有有
效的数字证书（CA认证），登录浙江省
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http://land.
zjgtjy.cn/GTJY_ZJ/），填报相关信息，
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方可参
加该地块的网上挂牌出让活动。

办理数字证书请参阅“浙江省土
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使用帮
助/常见问题”，服务电话：400-0878-
198；受理单位：杭州天谷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地址：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
路3号天堂软件园D幢19层。

五、出让时间安排

（一）公告时间：2019年7月12
日至2019年7月31日

（二）报名时间：2019年 8月1
日 9:00 至 2019 年 8 月 12 日 15:00
（竞买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为2019
年8月12日15:00）

（三）挂牌时间：挂牌起始时间
为2019年8月1日9:00，挂牌截止时
间：2019年8月13日9:00。

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银行
系统记录到账时间为准，其余均以
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
服务器时间为准。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请参
阅挂牌出让文件。有关挂牌出让文
件资料，竞买人可以登录浙江省土
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http://land.
zjgtjy.cn/GTJY_ZJ/），浏览或下载网
上挂牌出让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
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网上竞买。

六、未竞得人缴纳的竞买保证
金，在挂牌活动结束5个工作日内退

还，不计付利息。竞得人缴纳的竞
买保证金，在《网上交易成交确认
书》签订后转作受让地块的定金。

竞得人须于2019年9月12日
前到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
财 务 室（316 室 尹 女 士:0576-
85226739）开具财政缴款书向财政
专户缴纳余额出让金。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公告同时在临海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网站（www.linhai.
gov.cn）上公布。

（二）咨询电话：
1.实地踏勘联系人：鲍先生（电

话：0576-85771007）
2.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利

用 科 ：0576- 85112056、0576-
85112057、0576-85112058

咨询时间：工作日上午8:00-
11:30，下午2:30-5:30

特此公告
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7月12日

宗地号

33108210

4209101
1. 建设项目规划条件、环保相关要求和“标准地”其他相关要求: 详见临自规设[ 2019] 1号、临环审函[ 2019] 4号、《临海市工业项

目“标准地”用地履约协议》。

2.准入产业：家具制造业。

土地位置

小芝镇包山村、18- 1出让地块

出让

面积

(㎡)

9480

土地

用途

工业用

地

规划指标要求

建筑

密度

30%- 55%

容积率

1. 2- 1. 5

绿地率

10%- 20%

出让

年限

(年)

50年

挂牌

起始价

(万元)

525

竞 买

保证金

(万元)

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