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故事

2021 年 10 月 20 日 星期三
LINAN TODAY

文人游河桥

妈妈的老照片
/ 张笑燕 /

每次放假回娘家，
第一个喊的就是妈妈，
感到妈
妈特别亲切。打我有记忆起，
妈妈就是个中年妇女的
模样。妈妈也曾拥有花一样的岁月，
这张已经磨损泛
黄的老照片定格了妈妈弥足珍贵的青春年华，有着
时代标识的短发，
统一 45°视角，
凝固了旧日时光，
也定格了妈妈最美的瞬间。
妈妈姓张，
小名玉成，
张玉成，
取自玉汝于成的
寓意，
既美好又励志的一个名字，
她勤劳、
正直、勇
敢，把每一次命运所交付的难题，一个个温柔地融
化，
不是对抗，
而是以一种坚韧、
豁达的态度去应对。
照片上的妈妈大概是 18 岁左右，风华正茂，
笑
意温婉，
楚楚动人；
如今的妈妈已年逾古稀，
但也健
朗，
非老态龙钟。时间已经过去了近 60 年，
每次我追
问照片的来历，
妈妈都说已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她很
肯定也很自豪地告诉我，这张照片当时是被放大了
好几倍，并且悬挂在照相馆的玻璃橱窗最中间的位
置。如此看来，
这张照片当时应该算作一张宣传照，
若在今天则是一副明星照，可见当年妈妈也算是网
红级人物了。
这张老照片也让我想起我小时候，过年前阿婆
给我做了新衣服，
一天特意给我用发油梳了头发，
让
我穿上了新棉袄和新棉鞋，阿公告诉我要带我们去
拍照片，
我美得不知道先抬哪条腿、
怎么走路好了。
阿公拉着我，
爸爸俯身抱起大弟弟，
妈妈抱着我小弟
弟，
阿婆忙着提包锁门，
一家 7 口人，
就像过节要去
赶集一样，
兴匆匆地迈入於潜国营照相馆。
当时照相馆里等候拍照的人很多。等了很久，
才
听到有人喊我们进摄影室。摄影师忙着调整灯光，
移
动布景，
给我们安排位置次序。他还手摇拨浪鼓，
逗
刚满周岁的小弟弟笑，递给我大弟弟的是一只“小
鸭”
玩具，
我呢，
面对黑乎乎的照相机和躲在里面的

摄影师，
怕的不得了，
摄影师怎么引导还是一直哭兮
兮的，
直到躲在阿公的怀里才笑起来，
随着
“咔嚓”
几
声快门响，
我们一家人和谐、
幸福、
美满的瞬间被定
格在照相机里，
那是我有记忆来第一次拍照。
话说回来，
拍照片是一件大事情，
这笔开支都是
计划过的。那时候物资贫瘠，
我们家有条不成文的规
矩，
孩子们的衣服都是拣剩的穿。大人穿不着的衣服
传给小孩穿，
姐姐穿不到了传给弟弟穿。阿婆手工活
很好，
一些穿旧的、
穿破的或者偏小的衣服，
经过她
的改造，
就是一款时髦的
“新衣服”
。妈妈也是从小拣
阿婆穿过的衣服穿，
但是不管什么衣服，
穿在妈妈身
上，
就是好看。这是小时候我的第一印象。
她告诉我们第一次送闺蜜出嫁，找不出一件没
有补丁的衣服，临时把阿婆的大襟夹袄棉花抽掉后
穿起来，
结果引发了一阵穿大襟衣服的热潮。这张照
片上的衣服，
也是根据妈妈的身材改做的，
感觉放在
现在也不过时。
妈妈打小就活泼伶俐，
特别有文艺天赋。十三四
岁的时候在太阳公社万人大会上独唱电影 《英雄儿
女》的插曲《英雄赞歌》，
整首歌没有降调，
一曲完毕，
掌声雷动，
由此赢得了
“小王芳”
的称号。后来杭州越
剧团来选演员，
第一个挑中她，
由于家庭原因最终没
有去成，
这也成了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小学毕业后，妈妈就跟随生产队的大人一起参
加劳动挣工分。争强好胜的她，
又勤快有能干，
不偷
懒也不多事，
深得队长和队员们的喜爱，
每天拿的工
分是女劳力中的第一，甚至高过一些男劳力。到现
在，还有很多长辈对我说：
“你妈妈是一头不知道累
的牛。”
还说妈妈的能干，
村中不少男劳力都不能跟
她比。虽然如此，
但家中还是经常缺粮断炊。每年妈
妈要被安排到她的外婆家去捡山核桃补贴家用，
在

/ 何贤寿 /
那个美丽的大山深处，和我的爸爸一起上山下地摸
鱼打谷，
一来二去就嫁给了我的爸爸。
拍这张照片应该是她最开心的时段，斑驳的老
照片能看到妈妈当年美好的样子。我不知道别人的
妈妈是怎么成长过来的，
但我想，
我的妈妈应该是那
个年代大部分女孩子的一个缩影。无论是劳动养家
的青年时期，
还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时期，
靠着那
股不怕苦不怕累的韧劲，
为家撑起了一片天。她吃过
了苦，
所以拼尽全力不再让孩子吃第二遍苦；
她受过
了累，
所以拼劲全力不再让孩子再受累。她没有享受
到的生活，
却拼尽全力在为孩子们创造。她坚持不让
我们姐弟干农活，说把书读好了就是对长辈最大的
孝敬和报答。作为妈妈她用自己的辛劳和疼爱给了
孩子温暖的生活，作为子女用陪伴和孝顺给了父母
最大的安慰，
但惟独不舍得给自己！在她身上汇集了
艰苦，
朴素，
勤俭，
节约，
勤劳，
率真，
善良，
珍惜等词
汇，
这也是我的妈妈最真实最可贵最优秀的品质！最
美最干净的心灵！
时间的轮盘不停地运转，我也从一个羞涩的少
年步入中年，
渐渐地也会淡忘曾经的往事，
是照片替
我留住某些珍贵的记忆。于是，
家里的老照片，
我都
一张张收集起来，
每一张照片都是年代的缩影，
每一
个人物都是时代的产物。每每看到这些照片，
都会让
我在现实与过往中穿越。
周末回娘家，
晨起清新的空气爽心润肺，
红日在
东方天际冉冉升起，
新的一天来临，
艰苦的岁月翻篇
了，
一切都变了。如今的农村好似天堂，
腰包鼓了，
房
子亮了，
车轮转了，
手机响了，
空调开了，
环境美了，
自信有了，
脸上笑了，
妈妈们苦尽甘来，
越来越适应
这种幸福生活了。时光易逝，
容颜易老，
不变的是，
我
们依旧围绕在妈妈身边，
妈妈在，
处处是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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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秀坊”
高跷
/ 冯益民 /

“拱秀坊”
一词源于洞霄宫进山门处曾经有一
座牌坊，
名曰：九峰拱秀，
南宋时期建造，琴水木题
额，牌坊上有南宋 12 位丞相姓名，上世纪 60 年
代“文化大革命”
时期，第一次被拆毁，
“九峰拱秀”
原字迹题额今在余杭水乡博物馆旅游景点。2003
年洞霄宫尝试开发旅游事业，由杭州旅游公司出
资再建，2017 年因高速二绕建设再次被彻底拆
去。
1937 年前，拱秀坊高跷队是由当时宫里和九
峰两村青少年文艺爱好者共建的一支业余民间艺
术队伍。由岭上姚阿二，项家头项仲英、项雪
桥，宫里严瑞金、丁渭南、丁宝根 （丁渭南儿
子）、董妙金、冯五毛等几个 10 来岁的小孩子组
成。高跷队有专门的打击乐队，走高跷的小队员
同时在高跷上担任演员，俗称“小高跷”，一共
18 人组成，可以根据需要演出好几出戏剧 （三

国、水浒、杨家将等）。
高跷队组建初期，当时在严家头稻地 （晒谷
场） 上训练。在稻地上搭建一个呈四边形架子，
有一丈多高。先将小孩子的小腿部用绳子绑在一
丈二尺高的高跷踏板上，让孩子们沿着架子慢慢
学走路。等到可以放手走了，先让他们尝试在圈
内移动，大人们在下面看护，以防小孩子摔倒或
者扭伤。董妙金就是因为一时疏忽不慎头朝下、
脚被绑在高跷上扭断了骨头，人悬在高跷上，没
有钱及时医治造成后来的带残。可以放手后，小
孩子们尝试呈对角线走、穿插走等多种形式。待
到基本成熟了，让他们穿上戏靠 （戏剧服装，武
生背的旗帜叫长靠），再由老师傅负责根据戏剧
内容学习表演。冯五毛 （作者父亲） 主要负责打
击乐队、道具管理、每年行头增补等。所有道具、
行头、
戏靠等都是由队员集资创办，这些道具原本

放在许校定家西侧的厢屋内，日本鬼子放火焚烧
宫里村（1937 年 3 月）后消失殆尽，
高跷队随之解
散。
过去每年正月十五老余杭县城举行“东阳大
帝会“，
这时候拱秀坊高跷队会应邀参加表演。
高跷队从汪家埠乘车去余杭，丁宝根因为还
小，
由父亲丁渭南背着他去余杭。到了余杭后，组
织方会派人来把高跷队的道具担子接去，高跷队
员则自己沿街行走表演，
遇到半路有电线挡道，高
跷队中有专人负责用“晾杆”
挑开电线方便高跷通
行。过了“通济桥“，
进到城里的城隍庙广场位置，
那里人山人海，
非常热闹。拱秀坊高跷队会根据要
求表演好几出戏，
内容就是三国、水浒、杨家将等，
因此每次去余杭前后会演出三天，由余杭县组织
方负责吃住。后来严瑞金改为打击乐、
负责打鼓后
就不再参加高跷表演。

关于办理 2022 年度临安区少儿医保和其他城乡居民医保参（续）保及缴费手续的通告
根据《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办法》
（杭政〔2020〕56 号）有关规定，经研究，
决定自 2021 年 10 月 15 日至 12 月 25 日办理 2022 年度杭州市区少儿医保
和其他城乡居民医保参（续）保手续。有关事宜通告如下：
—、参保对象
（一）少儿医保
市区户籍，未满 18 周岁的少年儿童，或虽已满 18 周岁但仍在市区中小
学校就读的学生；非市区户籍，在市区中小学校就读，且其父母一方已参加市
区职工医保的中小学生，以及在市区居住、其父母一方已参加市区职工医保
且累计缴费满 3 年的学龄前儿童。
（二）其他城乡居民医保
市区户籍，
18 周岁以上，
未参加市区职工医保或异地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
二、个人缴费标准及缴费方式
（一）个人缴费标准
1.少儿医保的保费为个人每年缴纳 300 元。
2.其他城乡居民医保分为两档，参保人员可根据本人情况选择参保：
（1）一档：医保费为个人每年缴纳 700 元；
（2）二档：医保费为个人每年缴纳 600 元。
3.持有效期内本市民政、残联部门核发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
《最低
生活保障家庭证》
《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证》或二级及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人证》的人员，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社会福利院、儿童福利院等公办福利机
构集中收养的人员和享受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个人应缴纳的医保费由
政府全额补贴；
《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证》持有者个人应缴纳的城乡居民医
保费由政府补贴一半。
（二）缴费方式
城乡居民医保费以银行批量代扣代缴为主，倡导支付宝、微信、电子税
务局、自助机、银行柜面缴纳等多元化、非接触式缴费：
1.已办理银行委托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的，应及时将足额资金存入委托
扣缴账户中，以确保扣款成功。未办理银行委托扣缴事宜的，可至就近临安农

商银行网点办理城乡居民医保委托扣缴事宜。
2.通过支付宝搜索“浙江税务社保缴费”，进行自助缴费。
3.通过微信搜索“浙江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进行自助缴费。
4.登录
“浙江省电子税务局”
，
点击
“城乡居民社保费缴纳”
模块，
进行缴费。
5.携带本人社会保障卡（或身份证）和银行卡至办税服务厅自助机进行缴费。
需要通过现金缴费的，请携带本人社会保障卡（或身份证）至就近临安农
商银行进行缴费。
四、其他
（一）少儿医保和其他城乡居民医保的结算年度均为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二）参保人员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户籍性质发生变更
的，应及时持变更后的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至市或区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办理
变更手续。
（三）符合参保条件，但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 2022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
（续）保缴费手续的，视为中断参保。中断参保后，经本人申请，可补办当年度
参（续）保缴费手续，并在缴费月起的第三个自然月开始享受当年度剩余月份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四）办理 2022 年度杭州市区少儿医保和其他城乡居民医保参（续）保及
缴费手续期间为 2021 年 10 月 15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5 日。请参保人员在
此期间完成参（续）保及缴费。需调档人员请于 2021 年 11 月 7 日首次扣费
前办理好相关调档手续。
缴费过程中如有疑问，请咨询当地税务部门。如需咨询医保政策，请咨询
区医疗保障部门。
医保咨询电话：0571-63812345,0571-63722512
行政服务中心税务窗口：0571-63730625
於潜税务所：0571-63880877
昌化税务所：0571-63668245

杭州市医疗保障局临安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临安区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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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四日，八十六岁的李振寿老师飘然而至，相邀去
河桥吃刀面。昌化就有刀切面，林木面馆的味道就很不
错，
又何必舍近求远？李老师说还约了潘观根先生。潘老
师可是一位
“河桥通”
，
我想像着在河桥老街吃面，听着潘
老师讲着河桥的风土人情，一定别有趣味，
欣然与李老师
前往。
到了潘府，潘老师又约了参与编纂《风雅河桥》的吴
卫南、张永富两位老师，只是还在赶来的路上。《风雅河
桥》是系列丛书，
由《河桥古镇》
《岁月留歌》
《唐昌遗韵》等
组成，
潘老师是主编。潘师母上茶，李老师随即说：
“中饭
你不用忙，
我们去街上吃面。”
正说话间，张老师到了，七十岁上下，穿一件灰黑色
上衣，
有着乡土书画家的气息。我提起赤石书院。张老师
说，
那里是毛竹山了，
什么也找不到了。他曾看到村里人
用一块石条搭桥，上面有“节孝”
两字，
大概是从书院上拆
下来的，他觉得这是宝贝，应该留起来。但被河桥街上的
古玩商买去了，连同村里人挖到的一块状元的圆铜牌也
买走了。
张老师讲到这里显得非常惋惜的样子。李老师问
古玩店有没有把它们出售，张老师说石条还在，
那个状元
铜牌已经卖掉了。于是，
我们就到那个古玩店去看看那块
石条。
潘老师戴草帽，
前面带着我们上了老街，
边走边介绍
河桥的风物，
路过一爿小吃店，
潘老师进去说定了我们要
去吃面条的事。顺路去看了著名画家胡天池的陈列室以
及当地著名摄影家作品展。胡天池那么著名的大画家，
他
的陈列室就那么一间小屋子，
也实在是太小家子气了吧。
河桥是出艺术人才的地方，闲置的老房子也很多，
却没有
像样的著名艺术家的藏馆，
这多少有些遗憾。
到了古玩店。潘、张都是店老板的熟人，
老板忙泡上
茶来。张老师从店里面抱出一卷画，在狭小的店堂里铺
开。画面上开满了鲜花，让店堂都亮起来的感觉。只见画
的上部空白处题“春满人间”四个大字，紧跟着书写一些
蝇头小字，
行草体，
不怎么难认。只是我视力不好，
又店里
特别地暗，
也就没有细读。反正我们不买，只是观赏而已。
李老师关心起那块石条来，潘张二师带我们出了店门，
拐
到了古玩店旁边的一处空地上，一块青黑色的石条靠墙
横放在那儿，
有四五盆兰花草遮掩着石条。潘老师拨开兰
草大声读着上面的小字，
那都是一些官职名，
可能这是一
块记载功德什么的石匾。可惜这块石匾落款处那一部分
断掉不知去向了，也就不知所云了。只有“节孝”
两个大字
非常醒目。这块石匾对当地来说是一块宝，
对外地藏馆来
说未必有多大的价值。然而，
与其冷落在这里，
还不如拿
去展示在当地文化礼堂或者博物馆。
这时吴老师也到了，着一件黑色 T 恤，有点洒脱的
样子。于是，
我们一起去吃面。这家小吃店犹有
“包萝挞
馃”
最出名。店不大，
农家老屋格局。已经有一群人占了一
张大圆桌等着吃面，我们就在临街的一间就着小圆桌坐
下来。没有空调，
一把电扇来回地晃着，
旁边还有几个炉
子烧水炖菜。我们出了汗，潘老师拿草帽扇着，
还不失时
机地讲着河桥故事。等到面条上来，
已经等了半个小时。
稀里哗啦地吃了面条，
就又出了一身汗。面条有味，潘张
吴三位河桥文化人讲的陈芝麻烂谷子一类河桥故事成了
面条的最好浇头菜。
吴老师是开车来的，下午带我们去河桥著名的几家
民宿转转。有潘张吴三位老师陪同，
尽管民宿恰逢假期十
分忙碌，但都热情招待我们这些闲客。上茶，
还有水果。潘
老师没有介绍民宿的名称，只是说河北人开的民宿，有树
屋的民宿，
德国人开的民宿。河北人开的是租当地民房改
建的，租期 20 年，大概经营得还可以，在秀下又开了民
宿。有住屋的民宿，
我注意到路入口处有一块“僻地寒楼”
的石牌，走进民宿顿感阴凉，
看见有一块“天道酬勤”的书
法作品，突出了民宿的不俗。那德国人开的民宿，
有一片
竹林。那个德国汉子说着简单的汉语，领着我们绕竹林走
了一圈。这几家民宿都比较幽静，
处在山清水秀的地方。
我们看了都觉得好，
就别说是城里人了。
最后我们转到老街上的浙西三中纪念馆。我们昌中
的首任校长陈鸿文先生和王禾等几位老教师就曾在浙西
三中任教过。浙西三中是浙江工业大学的前身，河桥是浙
江工业大学的发源地。据此，
河桥还可以把以浙西三中为
主题的文章做大做响亮。
走了一圈河桥，
有了这样一点印象，也有点文人的人
文关怀。

遗失公告
杭州市临安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遗失杭州
市临安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食堂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建设用地项目供地批前公示
杭临规划资源告﹝2021﹞186 号
依据国家有关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关于建立和健全土地供应公示制度的通知》
（浙土资发[2002]
27 号）文件精神，经用地意向者申请，
下列单位用地拟以行政划拨方式供地，
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序号

1

用地单位

土地坐落

项目名称

供地方式

杭州临安国润投资开发 锦城街道 锦城变电站
行政划拨
建设有限公司
横潭居委会 迁建工程

项目面积
(平方米)

土地用途

3491

公用设施用地

上述地块的公示时间为 10 天，如有单位或个人对上述公示的内容有异议，
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具名
形式反馈给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安分局行政审批科，并注明联系方式，逾期视为无异议。公示届满
我局将依照相关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并办理行政划拨手续。
联系电话:63967069 63967702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安分局
2021 年 10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