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人文人文人文括苍周刊括苍周刊括苍周刊括苍周刊 ■责任编辑：李萍娟

■版式设计：娄宇红

2020年2月14日 3
■联系电话：0576-89366750

星期五
JINRI LINHJINRI LINHAIAI

大雅临海大雅临海大雅临海大雅临海大雅临海大雅临海大雅临海大雅临海大雅临海大雅临海大雅临海大雅临海大雅临海大雅临海大雅临海大雅临海大雅临海大雅临海大雅临海大雅临海大雅临海大雅临海大雅临海大雅临海大雅临海大雅临海大雅临海大雅临海大雅临海大雅临海大雅临海大雅临海 书香之城书香之城书香之城书香之城书香之城书香之城书香之城书香之城书香之城书香之城书香之城书香之城书香之城书香之城书香之城书香之城书香之城书香之城书香之城书香之城书香之城书香之城书香之城书香之城书香之城书香之城书香之城书香之城书香之城书香之城书香之城书香之城

鼠为生肖首鼠为生肖首，，春乃岁时先春乃岁时先。。
鼠是十二生肖打头的鼠是十二生肖打头的，，温岭温岭《《十二十二
生肖歌生肖歌》》说得好说得好：：老大叽啊叽老大叽啊叽
（（鼠鼠），），老二好力气老二好力气 ((牛牛)) ；；老三门老三门
头大头大（（虎虎），），老四宿乱柴老四宿乱柴（（兔兔）；）；老五老五
趴在天趴在天（（龙龙），），老六倒路边老六倒路边（（蛇蛇）；）；老老
七啜皇粮七啜皇粮（（马马），），老八白洋洋老八白洋洋（（羊羊）；）；
老九猢狲精老九猢狲精（（猴猴），），老十讴天明老十讴天明
（（鸡鸡）；）；十一管夜后十一管夜后（（狗狗），），十二供神十二供神
道道（（猪猪）。）。

《《生肖歌生肖歌》《》《柴爿花柴爿花》》之鼠之鼠
天台天台《《生肖谣生肖谣》》亦从鼠声入亦从鼠声入

笔笔，，而以猪叫煞尾而以猪叫煞尾：：老大吱吱声老大吱吱声，，
老二牵梗绳老二牵梗绳；；老三名头大老三名头大，，老四钻老四钻
柴哈柴哈（（间间）；）；老五会上天老五会上天，，老六倒路老六倒路
边边；；老七性更犟老七性更犟，，老八本姓杨老八本姓杨；；老老
九勿斯文九勿斯文，，老十开天门老十开天门；；十一客来十一客来
汪汪声汪汪声，，十二杀倒咿咿声十二杀倒咿咿声。。

黄岩黄岩《《生肖歌生肖歌》》大同小异大同小异：：
老大细老大细（（鼠鼠），），老二好力气……老二好力气……

老七落校场老七落校场，，老八本性良老八本性良；；老九猢老九猢
狲形狲形，，老十叫开门老十叫开门；；十一啜十一啜（（吃吃））勿勿
饱饱，，十二供神道十二供神道。。

老鼠生性多疑老鼠生性多疑，，身体细小身体细小、、灵灵
巧巧，，但相貌并不讨喜但相貌并不讨喜，，譬如成语獐譬如成语獐
头鼠目头鼠目，，形容人面目猥琐形容人面目猥琐、、心术不心术不
正正；；贼眉鼠眼形容人鬼鬼祟祟贼眉鼠眼形容人鬼鬼祟祟。。
老鼠口碑不佳老鼠口碑不佳：：胆小如鼠胆小如鼠、、鼠目寸鼠目寸
光光、、抱头鼠窜……还有抱头鼠窜……还有““老鼠过街老鼠过街
———人人喊打—人人喊打”，”，都表明人们对此都表明人们对此
小动物并无好感小动物并无好感，，有的是强烈的有的是强烈的
憎恶之情憎恶之情。。

黄岩黄岩、、路桥谚语路桥谚语：“：“老鼠苍蝇老鼠苍蝇
害人精害人精，，夺我口粮要我命夺我口粮要我命！”！”老鼠老鼠
种类多种类多，，繁殖力强繁殖力强、、适应性好适应性好，，据据
估算估算，，我国现有各种鼠类的数量我国现有各种鼠类的数量
竟达人口数的竟达人口数的44倍倍。。鼠类经常盗鼠类经常盗
粮粮、、毁树毁树，，啃噬电线啃噬电线、、家具等物品家具等物品，，
传播疾病传播疾病，，对人类危害很大对人类危害很大。。

其实老鼠作为其实老鼠作为““子神子神””也有另也有另
一面一面：：善攀善泳善攀善泳，，身手敏捷身手敏捷，，机灵机灵、、
聪明而有灵性聪明而有灵性，，能预知吉凶祸福能预知吉凶祸福，，
故文人誉之故文人誉之““锦鼠锦鼠、、瑞鼠瑞鼠、、玉鼠玉鼠、、灵灵
鼠鼠、、福鼠福鼠”。”。鼠辈形象亦能登上大鼠辈形象亦能登上大
雅之堂雅之堂：：徐悲鸿徐悲鸿、、张大千张大千、、黄永玉黄永玉
等名家均有精妙的等名家均有精妙的““鼠画鼠画”。”。齐白齐白
石画虾堪称一绝石画虾堪称一绝，，殊不知生肖属殊不知生肖属
鼠的他对鼠情有独钟鼠的他对鼠情有独钟，，一生画鼠一生画鼠
无数无数，，寄情言志寄情言志，，故有故有“‘“‘鼠鼠’’画家画家””
之称之称。。其笔墨及题诗其笔墨及题诗，，无不透出无不透出
他特有的幽默和调侃他特有的幽默和调侃，，警醒世人警醒世人，，
意趣横生意趣横生，，乡野气息扑面而来乡野气息扑面而来。。

老鼠的形象在台州童谣老鼠的形象在台州童谣《《柴柴
爿花爿花》》里显得很可爱里显得很可爱。。杜鹃花为杜鹃花为
何称柴爿花何称柴爿花？？意指其花期火红一意指其花期火红一
片片，，如木柴燃烧起的火焰如木柴燃烧起的火焰。《。《柴爿柴爿
花花》》传唱较广传唱较广，，各地歌词稍有不各地歌词稍有不
同同。。温黄一带的版本是温黄一带的版本是：“：“柴爿柴爿
花花，，红大大红大大，，黄鱼对白蟹黄鱼对白蟹；；白蟹两白蟹两
头尖头尖，，弹涂讨老嫣弹涂讨老嫣（（跳跳鱼娶老跳跳鱼娶老
婆婆）；）；泥鳅讲做媒泥鳅讲做媒，，花猫做厨倌花猫做厨倌；；老老
鼠搿桶盘鼠搿桶盘，，蛤蟆坐起堆加堆蛤蟆坐起堆加堆。。呒呒
到上桌尝尝鲜到上桌尝尝鲜，，嘀嗒嘀嗒啜及完嘀嗒嘀嗒啜及完
（（吃个完吃个完）。”）。”婚宴喜庆婚宴喜庆，，场面闹猛场面闹猛、、
滑稽滑稽。。花猫和老鼠的馋嘴是出了花猫和老鼠的馋嘴是出了
名的名的，，让它们做厨师让它们做厨师、、行堂行堂（（捧捧
菜菜），），不被吃光才怪呢不被吃光才怪呢。。这叫监守这叫监守
自自““食食”。”。正如台州人说的正如台州人说的““鲞头鲞头
（（鱼干鱼干））交拨猫交拨猫”“”“鲞头交拨鲞头交拨（（给给））猫猫
管管”“”“鲞头交拨猫望鲞头交拨猫望（（看守看守）”）”————
保不住或用错人保不住或用错人。。明知猫偷腥靠明知猫偷腥靠
不住却用它不住却用它，，那主人就要担那主人就要担““用人用人
不当不当””之责了之责了。。领导干部更应防领导干部更应防
止用人失察止用人失察、、失误失误，，以免造成严重以免造成严重
后果后果。。

老鼠脱落米缸指一个人命好老鼠脱落米缸指一个人命好
台州有一些关于老鼠的老话台州有一些关于老鼠的老话

和歇后语和歇后语，，生动贴切生动贴切，，耐人咀嚼耐人咀嚼。。
最有名的是最有名的是““老鼠脱落米缸老鼠脱落米缸

———运好—运好。”“。”“瞎眼猫碰着死老鼠瞎眼猫碰着死老鼠
———运气好—运气好。”。”

老鼠四处觅食老鼠四处觅食，，偷米偷米、、偷油偷油，，只只
为果腹为果腹、、糊口糊口，，假如一只饥肠辘辘假如一只饥肠辘辘
的老鼠忽然掉到粮仓里的老鼠忽然掉到粮仓里，，或米缸或米缸
里里，，那真是行大运那真是行大运，，喜从天降喜从天降，，幸福幸福
来得太突然了来得太突然了。“。“运好勿用起早运好勿用起早”，”，
恰如临海话所说恰如临海话所说：“：“运气来爻运气来爻，，大城大城
砖阿捺勿牢砖阿捺勿牢”。”。阿阿：：也也。。运气来了运气来了，，
大城砖也压不住大城砖也压不住，，鸿运当头鸿运当头，，该你该你
的就是你的的就是你的，，别人抢也抢不去别人抢也抢不去。。大大
城砖城砖，，指砌台州府城墙的专用砖指砌台州府城墙的专用砖，，
比普通砖大比普通砖大，，特别厚重特别厚重。。

““老鼠脱落米缸老鼠脱落米缸”，”，也指一个也指一个
人命好人命好。。如有的人嫁入豪门如有的人嫁入豪门，，或或
娶了富家女娶了富家女，，一下子房一下子房、、车什么都车什么都
齐了齐了。。或许就少奋斗十年或许就少奋斗十年。。而瞎而瞎
眼猫是捕不到老鼠的眼猫是捕不到老鼠的，，碰到死老碰到死老

鼠鼠，，那不是走运是什么那不是走运是什么？？
然而然而，，老鼠也有背运之时老鼠也有背运之时。。

临海老话临海老话：：老鼠咬断饭箩绳老鼠咬断饭箩绳，，黄狗黄狗
走过趁现成走过趁现成。。早时呒冰箱早时呒冰箱，，人们人们
将剩饭将剩饭、、剩菜放在竹制的饭箩里剩菜放在竹制的饭箩里，，
吊在通风处吊在通风处，，以防变馊以防变馊。。当老鼠当老鼠
使劲咬断吊饭箩的绳使劲咬断吊饭箩的绳，，掉落的食掉落的食
物恰巧被路过的黄狗叼走了物恰巧被路过的黄狗叼走了。。这这
么一来么一来：：老鼠白辛苦老鼠白辛苦，，黄狗白得黄狗白得
食食。。这回是黄狗撞大运了这回是黄狗撞大运了。。比喻比喻
辛勤劳作而成果却碰巧被别人拿辛勤劳作而成果却碰巧被别人拿
走了走了，，让别人捡了便宜让别人捡了便宜，，坐享其坐享其
成成，，不劳而获不劳而获。。正应了一句俗话正应了一句俗话：：
来得早勿如来得巧来得早勿如来得巧。。

大虫头老鼠尾大虫头老鼠尾
台州有句老话台州有句老话：：大虫头大虫头、、老鼠老鼠

尾尾。。大虫即老虎大虫即老虎，，意思是虎头鼠意思是虎头鼠
尾尾，，有始无终有始无终。。开头轰轰烈烈开头轰轰烈烈，，最最
后无声无息后无声无息。。做事万不可如此做事万不可如此，，
一定要通盘规划一定要通盘规划，，预估困难预估困难，，善始善始
善终善终。。

台州话歇后语台州话歇后语：：
““老鼠呒有隔夜粮老鼠呒有隔夜粮———啜—啜

（（吃吃））光光。”“。”“老鼠该勿隔夜粮老鼠该勿隔夜粮————
贪啜贪啜。”。”该勿该勿：：存不住存不住、、守不住守不住。。
类似土语类似土语““该勿牢该勿牢”。”。

因为老鼠一见食物就想吃因为老鼠一见食物就想吃，，
不会留到转日不会留到转日。。除非它吃撑了除非它吃撑了。。
此歇后语揭示出鼠类嘴馋贪吃的此歇后语揭示出鼠类嘴馋贪吃的
特性特性。。所以台州俗话说所以台州俗话说：“：“芋头叶芋头叶
水挡挡泻水挡挡泻，，老鼠食粮勿过夜老鼠食粮勿过夜。”。”芋芋
叶质厚叶质厚，，盾状盾状，，像一把把仰天的小像一把把仰天的小
绿伞绿伞，，雨后或晨间常有水珠荡漾雨后或晨间常有水珠荡漾，，
但一出太阳就蒸发了但一出太阳就蒸发了，，或者风一或者风一
吹就摇落了吹就摇落了。。它和鼠粮一样都存它和鼠粮一样都存
不了多久不了多久。“。“芋头叶水存勿牢芋头叶水存勿牢”，”，比比
喻知识不巩固喻知识不巩固，，或指巧取豪夺的或指巧取豪夺的
钱财不会久长钱财不会久长。。

““老鼠尾巴生大毒老鼠尾巴生大毒———小—小
病病”，”，老鼠本身就小老鼠本身就小，，尾巴就更细尾巴就更细
小了小了。。鼠尾生疮也不会致命鼠尾生疮也不会致命，，只只
是小毛病是小毛病，，没啥大不了的没啥大不了的。。尾巴尾巴，，

方音米波方音米波。“。“老鼠进风箱老鼠进风箱———两头—两头
受气受气”，”，钻进风箱的老鼠钻进风箱的老鼠，，不管风不管风
箱是一拉或一推箱是一拉或一推，，进气排气都要进气排气都要
被风灌被风灌，，往哪头跑都受气往哪头跑都受气，，两面不两面不
讨好讨好，，到处受委屈到处受委屈。“。“受气受气””是双是双
关关。。

台州人说台州人说““一粒老鼠屙一粒老鼠屙（（屎屎））
糊镬粥糊镬粥”“”“一粒老鼠屙糊镬羹一粒老鼠屙糊镬羹”“”“一一
粒老鼠屙坏蛮一镬羹粒老鼠屙坏蛮一镬羹”。”。羹又叫羹又叫
糟羹糟羹，，是台州特色小吃是台州特色小吃，，元宵节每元宵节每
户必搅户必搅。。羹羹““颜值颜值””或许不高或许不高，，但但
足以熨帖肠胃足以熨帖肠胃：“：“望望乱糟糟望望乱糟糟，，啜啜
啜蛮味道啜蛮味道。”。”糊糊溚溚溚溚、、香喷喷香喷喷，，口感口感
鲜美鲜美，，荤素兼备荤素兼备，，老少咸宜老少咸宜，，啜一啜一
碗还想啜凑碗还想啜凑（（再吃再吃）。）。假如一锅羹假如一锅羹
里掉落一粒鼠粪里掉落一粒鼠粪，，那有多恶心那有多恶心，，多多
可惜可惜。。辛辛苦苦花成本搅的整锅辛辛苦苦花成本搅的整锅
羹就毁了羹就毁了。。比喻只因很小的一点比喻只因很小的一点
事而坏了大事事而坏了大事。。坏蛮坏蛮：：毁坏毁坏。。

““狗趿狗趿（（拖拖））老鼠老鼠，，多管闲事多管闲事；；
猫捉老鼠猫捉老鼠，，天经地义天经地义。”。”猫鼠是前猫鼠是前
世仇家世仇家，，没有猫的地方没有猫的地方，，老鼠就无老鼠就无
法无天法无天，，肆意妄为肆意妄为。。所以温岭有所以温岭有
句俗话句俗话：“：“猫去了猫去了，，老鼠出来伸老鼠出来伸
腰腰。”。”警察走了警察走了，，小偷就嚣张起来小偷就嚣张起来
了了。。纪委来了纪委来了，，贪官就怕了贪官就怕了。。

临海俚语临海俚语：“：“龙生龙龙生龙，，凤生凤凤生凤，，
老鼠生儿打地洞老鼠生儿打地洞！！泥水老司生儿泥水老司生儿
徛徛屋栋屋栋，，拉车客生儿后头送拉车客生儿后头送。”。”泥泥
瓦匠之子往往站屋顶子承父业瓦匠之子往往站屋顶子承父业，，
而手拉车后帮着推车的正是拉车而手拉车后帮着推车的正是拉车
人之子人之子。。为何重蹈父辈命运为何重蹈父辈命运？？除除
了遗传因素了遗传因素，，更有生活环境和家更有生活环境和家
庭教育的巨大影响庭教育的巨大影响。。语带调侃语带调侃，，
也透出底层百姓对阶层固化的无也透出底层百姓对阶层固化的无
奈和愤懑之情奈和愤懑之情。“。“老子英雄儿好老子英雄儿好
汉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血统论””

““出身论出身论””固然荒谬固然荒谬、、可恶可恶，，但阶层但阶层
壁垒的跨越绝非易事壁垒的跨越绝非易事。。读书改变读书改变
命运命运，，教育是打破阶层壁垒的最教育是打破阶层壁垒的最
好工具好工具，，但但““寒门难出贵子寒门难出贵子”，”，始终始终
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也是残酷的也是残酷的
现实现实，，切中了当下社会的痛点切中了当下社会的痛点。。

鼠年话老鼠
□郭建利

过了腊七腊八，年一寸一寸
地挪移着细细碎碎的脚步，向
我们奔来。近了，近了！窗外
的鞭炮声噼噼啪啪响个不停，
奏响了迎春的序曲。北方人，
到了二十三，就算是小年了，
而我们家乡是在二十四才算是
小年。街道两旁的大树上挂满
了红灯笼，红绿相映成趣，甚是
好看。这该是整个春节庆祝活
动的开始和伏笔。

小时候，年的味道是灶堂间
炒米糖、炒番薯金爪的甜味；是灶
堂间弥漫的煮鱼肉鲜香味；是穿
新衣、穿新鞋、收几毛压岁钱的喜
悦味；年的味道是聚亲的藤蔓，把
兄弟姐妹缠绕在双亲的参天大树
下，欢聚一堂，共叙亲情，对美好
生活的憧憬味…….

儿时的年是我们扳着手指头
姗姗而来。记忆中的年是从掸蓬
尘、祭灶神开始的。清蔡铁耕《掸
埃尘》这样写道：“茅舍春回事事
欢，屋尘收拾号除残。”掸蓬尘是

一件最重要的年事，是年的前奏
曲，也是为过年作铺垫的。那一
天，家家户户都要“洒扫门闾，去
尘秽，净庭户”，就连床底屋角、柱
梁灶山等够不到的地方，也要清
除积尘。

那一天，母亲便早早地唤醒
了我们一起帮忙。母亲戴上斗
笠，披上蓑衣，把早已准备好的稻
草把做成的扫帚绑在一根长竹
竿上去，昂着头，从房顶沿墙壁，
扫扫扫，刷刷刷，特别是瓦椽下
的蜘蛛网、锅灶旁的飞尘，当扫
把扫过之处，就像筛灰般飞飞扬
扬，无厘头地乱飘荡，落到我们
身上、头上、发上，顷刻间我们成
了灰头土脸，我和兄弟们相互嬉
笑着，拂去头上的灰尘和蜘蛛
网，而后相视狂笑。等这些调皮
的小尘埃落定，我们再用鸡毛掸
子和扫帚、刷帚，把浮尘掸掉，然
后用旧布块把门、窗台、衣橱、桌
凳、碗筷、床、水缸、碗介橱等各
种器具挪移到水井边，一一排列

着，再一个一个擦，擦得干干净
净，晾晒半小时左右，又搬回屋
内。经过我们双手收拾过的屋
子，顿时亮堂了许多，宽敞了许
多，感觉年就在我们眼前。

据《吕氏春秋》记载，春节掸
蓬尘习俗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
了，一直沿袭到现在。我们的家
乡也有这样的习俗，认为“尘”与

“陈”谐音，在岁底扫尘，希望是
“除陈迎新”能把“穷运”“晦气”
统统扫出家门迎接美好的新
年。母亲信佛，她听人说腊月廿
四这一天，是做事百无禁忌，哪
怕是拂拭祖宗牌位和菩萨神像
也无伤大碍。所以我们把角角
落落都扫个遍。

时过境迁，儿时的木屋已成
了钢筋水泥房，不用稻草或柴火
烧饭，又加上煤气灶的兴起，灰尘
也没有往日的猖狂，无需这么辛
劳和麻烦，如今的掸尘永远也找
不到儿时掸尘的年味和情趣。

在价值观趋向多元当今时

代，人心变得过于虚浮和庸俗，贪
欲众生。人间贪欲主要有五种:利
欲、权欲、名欲、性欲、享受欲。
贪欲是万恶之源，也是痛苦之
源。贪欲使人目中无法纪，心中
无良知。一旦追求贪欲就会不择
手段。有人说：利欲使人充满铜
臭味,权欲使人充满倾轧味,名欲
使人充满虚伪味,性欲使人充满淫
荡味,享受欲使社会进步失去动
力。人如果有了贪欲，就会成了
难以驯服的猛兽,最终有一天会走
上不归路。

《六祖坛经》上说：一切福田，
都离不开心地。人有善念，天必
佑之。心本清宁，无所谓得失、悲
欢。

人生活在世上，少一些贪欲，
抛弃烦恼，卸下忧思，常给自己的

“心灵”扫扫尘，清空一下杂念，让
心变得清宁一点。如果人人每
天、每月、每年都能掸去心尘，相
信社会风气会越来越好，文明之
花也更加芬芳飘逸。

掸蓬尘 掸心尘
□王凤仙

桃渚古城，位于临海市桃渚镇，这座滨
临东海的军事古城，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年
（1387），是明代 41 个卫所中唯一一个至今
仍保存完好的卫所，是戚继光在台州抗倭
的重要战场，也是研究明代卫所制度与沿
海防御体系的重要实物资料。

如今的桃渚镇早已成为旅游、农业和海
洋多栖发展的大镇，但镇上的百姓说起桃
渚古城，仍保留着最传统的历史自豪感。
在他们看来，祖祖辈辈口耳相传的关于这
座古城的抗倭故事，仿佛就发生在不久之
前。

明初，由日本浪人与南方张士诚残余势
力等多方组成的海盗集团--倭寇开始侵袭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堪
言。台州因为背山面海的地形，首当其冲
成为海防重地。明代沿海军事图籍《筹海
图编》记载：“台州辽处海滨诚四寨之国，南
有桃岙金竹，北有桑洲桐岩，西有关山卫
墅，叠嶂层冈，重关鸟道，真一大可御之
险！”当时朝廷设置的41个卫所中，台州就
占有3卫5所，分别是台州卫、海门卫、松门
卫，桃渚所、健跳所、新河所、楚门所、海门
前所。《明史·志第二十·地理五》载：“（临
海）东北有桃渚前千户所，洪武二十年九月
置。”《明实录太祖实录》载：“辛巳，筑台州
健跳、桃渚二城，各置千户所以防倭”。

这便是桃渚城的由来。但那时修筑的
桃渚城是在“下旧城”的位置，距离海岸仅
千余米，经常遭到风浪的破坏，后不得不内
退10里，迁至“中旧城”。根据《明实录仁宗
实录》记载，仁宗即位后，曾对兵部尚书李
庆表示：“城池为民保障。今天下无事，日
久城堕、池堙，所司玩愒，不知修治。一有
警急，何以卫民？宜下各都司，令督各卫
所，委正官巡视城池。有倾塞者，于军士农
种之暇，并工修理。务今坚固。若临边境，
则不俟农暇，即日修治。”桃渚城的第一次
内迁，尚未发现确切记载，不过很可能就是
在仁宗的这次大修治的环境下完成的。然
而，虽然内迁后防御情况有所改善，但仍不
能解决潮涌围城、易攻难守的问题，桃渚城
经常陷入困境。

正统四年（1439）五月，倭船40艘大破桃渚城，《明史纪事本
末》和《皇明经世文编》都记载了这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刼仓
库。焚室庐。驱掠蒸庶。积骸如陵。流血成谷。”“束婴孩竿
上，沃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得孕妇卜度男女，刳视中
否为胜负饮酒。”“城野萧条，过者陨涕。”其残虐程度令人发指，
震惊朝野，于是朝廷下诏派重兵把守桃渚，“增城堡，谨斥堠，合
兵分番屯海上”，抗击倭寇。正统八年（1443），户部右侍郎焦宏
向英宗上奏：“海门卫桃渚千户所，城池旧有塘岸，障隔海潮，岁
久坍塌，潮水渰浸，不堪居住。况倭寇窃发，艰于防制。已会议
于临海县，地名‘芙蓉’，创筑城池，拨官军备御。所占官民地一
百二十亩有奇，应输税粮、米麦钞，乞为除豁。”英宗准奏，桃渚
城得以再退10里，并改土城为石城，迁至“芙蓉”，即今址，又称

“上旧城”。明代黄淮《介庵集》中有《桃渚千户所迁城记》一文，
详细记载了此次迁城始末。

在此后的100多年岁月里，由于明朝国力渐弱，海防渐松，
沿海地区的倭患一直未能平息，桃渚城也仍频遭倭寇侵袭，时胜
时败，劳民伤财，疲于应战。直至嘉靖三十五年（1556），29岁的
戚继光任宁绍台参将，所训练的“戚家军”骁勇善战，大挫倭寇，
名闻天下，百姓的生活才得以稍事安息。嘉靖三十八年（1559），
桃渚又一次遭到了倭寇的侵袭，被围困7天7夜，桃渚城岌岌有
危亡之险，时任桃渚所千户翟铨守城死抗，并以羽书向驻守在宁
波的戚继光告急求援。戚继光得信后，自宁波“统大兵压境长
驱，以破巢穴，城赖以全，活者数万”（明·何宠《桃城新建敌台碑
记》）。战斗结束后，戚继光又带兵将桃渚城全面巡查一遍，发
现“东西一角为薮泽，蔽塞不通”，因此在东西角各修建了一座
双层敌台，并对其余损毁处“坠者修，废者举，增城浚濠，靡不周
悉”。桃渚城的双层敌台兼具屯兵、瞭望、防守、传信功能，是戚
继光创造双层空心敌台的最初形制，保留至今，已成为岁月的见
证。经过此次修缮、加固，桃渚城“城上有台，台上有楼，高下深
广，相地宜以曲全，悬瞭城外，纤悉莫隐藏”，形成了烽燧严警、
瓮城拱卫的规模，大大增强了军事防御能力。当地百姓请临海
乡贤、刑部郎中何宠撰写了《桃城新建敌台碑记》，勒石以记，碑
文世代相传，穿过时光，向世人诉说着400多年前的沧桑往事。
桃渚大捷是戚继光在浙江抗倭战争中的闪亮一笔，此后，“戚家
军”先后取得了花街大捷、白水洋大捷等胜利，“先后九战皆捷，
俘馘一千有奇，焚溺死者无算。”戚继光的军事才能在台州得到
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台州大捷后，他官升三等，后来台州知府谭
纶转任北方，举荐了戚继光一同北上抗击鞑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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