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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50 年代，台州府城
的商业业态主要布局在临海解
放街（今紫阳街），那些百年老
字号至今还基本留存在这条老
街上。60年代至80年代，逐渐
转移到新开辟的口字形街道。

“文革”期间，临海城关的街
道名称有过一次普遍性的红色
变动，如回浦路改为大寨路，赤
城路改为大庆路。直到 1981
年，地名做了整合统一，恢复原
名或重新命名为今名。

“口字形”街道的概念是在
1984 年，由临海县政府主要负
责人提出的。具体指当时的临
海城关4条大街，即东西方向路
面均宽24米的回浦路、巾山路，
与南北方向路面分别宽22米、
17 米的赤城路、东湖路交叉构
成的城市路网。

当时，除了台州地委、行政
公署大院在回浦路西段，临海县
委县政府大院在回浦路北10多
米的东门后街56号外，那些炙
手可热的商品物资供应部门基
本上都集中在这个口字形街道
上，那里无形中成了台州府城的
中心。

不过，回浦路与赤城路连接
处当时还是丁字路口，但特别热
闹。“文革”中，在回浦路口搭了
个水泥高台，夜里小型群众集会
的主席台往往放在这台上，这里
也就成了造反派亮相演讲、“走
资派”接受批斗，大众散发传
单、号外，团体发布特大喜讯、
宣布重要新闻，老百姓传播小道
消息的重要场所。晚饭后，一些
市民会互相招呼着“到大寨路口
望热闹开”，下意识地向“大寨
路口”聚集。

赤城路北段尽头连接着“卖
猫桥”“天灯巷”前后两段窄仄
小巷，一直通往县里和地区的大
型集会场所、兼体育运动场“人
民广场”。每次集会，人群进进
出出，这段路都是最拥堵的。那
时，我喜欢吃一种叫“大米面”
的食品。是把米粉蒸熟，然后经
硬木模具挤压出来的一种圆圆
的面。“大米面”要用大米兑换，
当时城关好像就只有一家私人
作坊在制作，我每次去买都要排
长长的队。每次都会被笼罩在
升腾的水蒸气雾里、光着膀子、
汗流浃背干活的师傅们所感
动。这家作坊就在“卖猫桥”路
口。后来拓宽这两段小巷成赤
城路北段，终端是百年名校“哲
商小学”。

我印象中的口字形街道商
业业态的主要布局是这样的：

回浦路系1958年拆东门直
街、蓉塘巷、白塔桥等街巷而
成，宽 22 米，我们小时候叫它

“新开街”。其路南侧有副食品
公司门市部（回浦路与赤城路交
叉的东南转角处，其楼上为供销
社办公场所），临海特产的橘子

（早橘、槾橘、乳橘、朱红）是在
这里凭票购买的。旁边过去一
点是临海照相馆，楼下接单、开
票、取片，卖胶卷、相册等；楼上
摄影厅，好像有大小2个，背景
是彩绘的布幕，有好几套供挑
选，以东湖风光为主。我们家
10多年的春节全家福都在这里
拍的，从黑白拍到彩色。记忆中
的摄影师有葛、孙、李等，还有
给我们许多帮助的我的周姓女
同学以及陆姓、董姓、杨姓师
傅。照相馆东边是临海饭店，80
年代，父母亲安排的年夜饭大多
选择在这里。跨过继光街就是
五金公司的金星商店（与台州影
剧院相对）、文化馆和图书馆、
1978年由城关医院改建升格的
县中医院。北侧有回浦路与赤
城路交叉的西北转角处的临海
邮电局营业厅，数间民房（后来
改造为地区招待所、台州宾馆，
即现在的台州医院骨科分院一
部分），第二百货公司（与副食
品公司门市部相对），创汇大户
工艺美术公司。工艺美术公司
大楼实际上是生产车间与办公
室合一的，那里的“木头人”卷
笔刀、彩绘木花瓶等产品都是出
口的。再过去是县人民大会
堂。东端是“吊桥头”，即后来
在原址上新建的崇和门惠风楼。

赤城路系1958年拆除河头
直街等形成的，宽 27 米。1964
年，路南端的300多米长的路面
铺上了宽16米的水泥，成了临
海第一条水泥马路。中段东侧
有原巾山菜场（今中心菜场），
菜场内有蔬菜公司门市部，东边
有食品公司门市部，其楼上分别
有两个公司办公处。西边面临
赤城路的有水作社。中段西侧
有水产公司门市部，后来成立的
第三百货公司。赤城路与巾山
路交叉的西北转角是后来的粮
食大楼；东北转角是新华书店；
西南转角是中国人民银行，后来
分出面临赤城路的工商银行，面
临巾山路的农业银行；东南转角
是临海旅馆（今大众宾馆）、大
众饭店。值得一提的是，近现代
浙江著名传统学者、收藏家、台
州文物图书事业的开创者项士
元先生的“寒石草堂”原来就在
这个十字路口上。

巾山路也是 1958 年建成
的，故最初是以“跃进路”命名
的，街宽22米。中段南侧有临
海旅馆（今大众宾馆）、儿童书
店、虹光电器商店、台州电影
院，飞跃商店（继光街与文庆街
中间），楼上为五金交电化工公
司办公室。北侧有第一百货公
司，50 年代初为台州百货公
司。有生产资料公司，后来分出
石油公司、燃料公司、煤炭公
司。糖烟酒公司的迎春商店，日
杂公司、土产公司门市部，三家
公司办公地点也在此，商业局以
及后来从该局分设的工商局、外
贸局也在这位置（台州电影院的
斜对面、大银杏树北面）。1983
年，巾山路开始东延西扩。

东湖路原名湖滨路，路基是
原来台州府城墙的东城墙，1958

年 10月拆除后，建起了12座炼
铁小高炉，随后小高炉拆除，平
整为宽17米的道路。地区物资
局、临海物资局机关位于这里。

口字形街道的形成历史可
参考《金柳凭风》一书中何金标
《口字形大街》一文。“一夜推到
泥土墙，三天摊平路面。”“路面
宽度从5米至 6米拓宽到22米
至24米。”书中叙述的建设者风
采颇为感动人。

另外，顺便提一下南北向的
文庆街，它是临海城关第1条马
路，俗称新马路，宽8米，“文革”
时改称反修路，1981 年恢复原
名。临海绣衣厂、县建筑公司、
台州水利局、台州军分区，后来
的台州广播电视局在这条街上。

1986年 3月 1日，临海撤县
设市。1993 年 7 月 24 日，临海
市委市政府机关大院（占地面积
19亩）有偿转让给詹氏新建“耀
达商场”，机关单位驻地易地东
移。随后，口字形逐渐扩大为井
字形。1994 年 8 月 22 日，国务
院批复同意台州撤地设市，翌年
1月8日，台州市四套班子机关
办公正式搬迁到椒江，原驻地慢
慢演变为台州老干部活动中
心。同年12月 19日，占地面积
53亩的国庆村勾山东侧临海市
委市政府机关新大院启用。

90 年代开始，城市中心不
断向东转移，由崇和门广场到靖
江路商圈，从古城街道挺进到大
洋街道的商业街；新世纪开始，
又提出了由东湖时代向灵湖时
代、灵江时代跨越的口号。

口字形街道的标志物是60

年代种下的梧桐树。现在，这些
梧桐树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
风雨雨，尽管有一些枯死或被替
换，但它们依然是临海曾经的市
区中心、曾经的热闹与繁华的历
史见证者，依然是时代变迁、社
会发展、文明进步的无言公证
员。

重温这段口字形街道的前
世今生，再走印着昔日脚印的大
街马路，看看已经改头换面、焕
然一新的街面，不论路是宽还是
窄，招牌是前卫、华美还是本
色、朴素，每次总能带给我一些
思考。

1958 年，宁波市区最繁华
的中山路路面宽度也只有“一根
杆子撑对面”的10多米。而当
时，临海城关镇的决策者“决定
取空（地）拉直，拓宽路面，开辟
4条新街，东西走向宽24米，南
北走向宽22米”，且只用了几个
月时间，新开街、跃进路、河头
直街、湖滨路的口字形街道就初
显新貌，这眼光、魄力、速度、效
率着实令人敬佩。写到这里，我
十分感慨，也颇有点自豪，因为
这决策者就是我的父亲，时年
26岁，身兼临海城关镇委书记、
镇长、城市人民公社主任三职。

兴致骤起，遂填词仿写：
《采桑子·府城口字形街道寻踪》

芒鞋几度随花甲，桐叶飞
飞。银杏肥肥，口井街衢独步
回。

旧踪清梦寻栖处，洗尽尘
灰。心绪轻挥，致远行安怜晚
晖。

作为中国四大传统
节日之一，中秋节是个
大节。台州人过元宵和

中秋很特别，分别提早、延迟一日，即正月十四和八
月十六。这是台州独有的节俗。原因何在？

中秋改作十六过
民间有谢铎改节日、方国珍改节等许多说法。
其中一说与明代临海状元秦鸣雷有关。他从小

过继给伯父秦文，幼丧双亲，接着伯父又逝，全靠伯
母杨氏含辛茹苦养大。后来秦鸣雷做了大官，不忘
伯母大德，极尽孝道。元宵节、中秋节都是十五，因
伯母信佛，初一、十五吃素戒荤，所以节庆时便无口
福。秦鸣雷不忍伯母佳节空度，于是将元宵提前一
日改作十四，中秋推后一日改为十六。因老年妇女
信佛者众多，包括台州府城不少缙绅的母亲，他们竞
相仿效，久而久之在台州各县相沿成习。所以台州
俗语讲：“初一、十五要啜（吃）素，中秋改作十六过。”

临海竹枝词《中秋》云：八月十五正中秋，皎皎明
月照九州。枝竹山歌到处唱，月华清露韵悠悠。临
海状元秦鸣雷，节庆延后表孝心。别府十五中秋节，
台州十六把节庆。

台州过中秋节称“做八月十六”，也叫“做八月
半”，份份人家摆家宴庆节。合家（全家）围桌而食，
其乐融融，共祝团圆。月饼大小细个（男女老少）都
有份。

八月十六一肚哽
除了吃月饼，临海人还有个独特的习俗是吃“糕软（音近腩）”。“糕

软”是临海的风味小吃，以糯米粉和红糖为原料。旧时临海人过八月十
六，八仙桌上总有“鸭｛火亏｝芋”（鸭烧芋头）和“糕软”。或者写作“鸭焐
芋”。温岭、黄岩、路桥也作兴此家常节令食品，故俗语云：“八月十六一
肚哽，新鸭老鸭芋头梗。”一肚哽：吃个痛快。

农历八月正是芋头收成、新鸭长成之时，人们以此尝新，同时亦含
有庆丰收、祭先祖之意。台州方言里，农作物包括果木的籽或果实趋于
成熟叫“入魂”，农作物有收获叫“上家堂”。如：橘还朆（fēn ）入魂，小
鬼拔拨摘啜噢爻。（橘子还未成熟，调皮的小孩就给摘下来吃掉了。）

中秋节也是“女儿节”
中秋节，台州有“八月十六送老丈姆”的习俗。囡儿婿手挈（女婿

携）猪蹄胯、新鸭、芋头、老酒（黄酒）和月饼到老丈姆（岳母）家拜望。妻
子、儿女同行。甚至女婿自己都有孙辈了，还要在中秋节或前几天携礼
拜望老丈姆、老丈人，所以台州的中秋节同时也是“女儿节”。

当然这是旧俗，曩时（现在）所带的礼品与时俱进，不一定有鸭、芋
头了，也不一定非得选中秋节去拜望岳父、岳母。

台州民谣讲得好：壅稻田要猪栏河泥，哄小人要糖梗荸荠，敬大人
要人参高丽，送老丈姆白鲞猪蹄，过冷粥要腌菜炊皮。壅（方音近“印”）
田：施肥；猪栏：猪粪。糖梗：甘蔗。高丽：原指“高丽参”，这里泛指人
参。俗话讲：“种田两件宝，猪栏红花草”。红花草指紫云英，是重要的
绿肥作物。物有所需，各有搭配：稻田施肥要猪粪、河泥，喝稀饭最佳佐
餐是咸菜和炊皮。这里的腌菜可泛指咸菜蔬如豆豉、腌藠头等等。人
也是，送礼要有针对性。送岳母礼当然要重一些，白鲞（剖开晒干的黄
鱼）、猪蹄是首选。

猪蹄胯（土音近库）也叫蹄髈，即整只猪腿，北方叫猪肘子，所以民
间说：生囡有猪蹄胯啜，嘴粑粑。

囡儿婿：女婿。姊丈：姐夫。有时也称女婿。新姊丈：刚结婚的女
婿。入赘，俗称“倒插门”，台州话叫招进舍。女家无子，为了传宗接代
招女婿上门，男到女家落户。

台州老话讲：“老丈姆望女婿，濡头溚溚渧，上道地渧到下道地”，
“老丈姆望着囡儿婿，越望越有趣”。有趣：此指喜欢。有趣相：可爱的
样子。如：该小人（小孩）望
望蛮有趣相。女婿抵“半
子”，做岳母的自然爱护有
加，越看越喜欢。民间传说，
老丈姆有四女婿各干各活：
晒盐、种田、烧炭、抲鱼。她
日日祈祷老天爷保佑他们顺
风顺水：“日头晒盐场，落雨
落田垟；风打山头过，烧炭姊
丈好乘凉，静风静夯静海
洋。”

台州人（包括临海）不少
人也把中秋节作为订婚的日
子。就是“定亲送聘”，男方
备办礼物和礼金到女方家订
下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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