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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漫谈“车尾文化”
大桥通车
■菊风

国庆佳节，举国欢腾。于我住
的玉环这个小县市来说，则更是喜
上加喜，因为真正属于这里的第一
条高速公路终于在国庆前夕正式通
车。长久以来，这个小县市因为位
处东海边陆，陆路交通甚是不畅，
离本市最近的一条高速公路也有将
近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县市虽小，
但人心并不闭塞，日渐膨胀的现代
气息被落后交通紧紧箍住，犹如在
一个即将爆裂的热气球外罩了一个
铁桶一般，若再不揭开那铁桶，那
股燥热的力量怕是要按捺不住，伤
及自身的经脉及五脏六腑。幸好，
这个大铁桶的桶盖终于于此时揭开
了，整个县市的人，无论男女老
幼、老老少少，都欢天喜地的，比
过年都觉喜庆百倍。
自从四年前开始修建这条高速
路，全县市老百姓的眼睛就全落在
了上面，他们总是说“怎么这么慢
呢？这么久了才修了这么一
点？……”半年前，全路修整完
毕，人们翘首以盼，盼望着早日通
车，但不知为何，原本定在五一通
车，却硬是往后推了半年。可人们
早已按捺不住对这条高速路的热
情，既然车不能开，那就徒步上
路。半年以来，他们用双脚把本市
县内的高速路都丈量了好几遍，甚
至经常听到有某位“豪侠”涉足到
邻市高速公路接路口被交警“遣
送”回的“笑话”。
如今，通车的号令一吹响，整
装待发的父老乡亲们早已按捺不
住，他们像潮水一般涌向这条唯一
的通向温州方向的高速路，通向一
架通天途的乐清湾大桥。这几日，
整个小县市真可谓是万人空巷，家
家户户所有的汽车都没闲置。整个
国庆假期，玉环人便把这条路当作
了旅游的好去处，他们明知这么多
车上路，高速公路也会成“低
速”，但他们仍然欢天喜地，他们
十分欢喜、万般甘愿将这宝贵的假
期“浪费”在这条路上，对他们来
说，目的地不是他们的渴求，他们
渴求的是这一路的“风光”与“一
路”的心情。如果你不是玉环人，
你若初见玉环人为条路的这般疯
狂，你定是理解不了。对于玉环人
来说，国庆假期带来的休闲快乐远
比不上这条路通车带来的兴奋。
对于作为玉环人一份子的我来
说，虽然没有乡亲们这般的热忱与
兴奋，但心中的欣喜自是不比往
常。虽然没有在第一时间冲向高速
入口，但也是时时在心底渴盼着，
能早日与之亲密接触。另外，对我
来说，这条路带给我的最大好处是
它让我回“娘家”的路又近了十几
分钟，因为这条路的起点处便在我
娘家的那个小镇。昨晚，等华灯已
上许久，我便催促着丈夫携我一起
驱车上路，第一次上高速公路回娘
家，这种新奇的感觉还真是千年难
觅。
在母家遇着刚从温州走高速公
路回家的堂弟，他脸上的兴奋劲也
是一览无遗。看见我进门，也已不
再年少气盛的堂弟很是愤愤不平地
说：“姐，你没看到，现在温州街
头几乎全是咱玉环人，大家都好开
心，只是有不少温州人竟然嘲笑我
们玉环人是土包子，通个高速公路
也值得这么开心，这真是让人生
气，我真想跟他们吵一架，就怕扫
了 自 己 的 兴 。” 我 一 听 ， 自 是 乐
了。说真的，我很是能理解堂弟口
中的温州人的心情，他们哪里懂得
“饱汉不知饿汉饥”呢？

招标公告
一、
招标单位：
乐清滨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二 、物 业 名 称 ：乐 清 市 中 心 区 E-c24-3、
E-c47-3 地块（南岸村安置留用地）。
三 、物 业 地 址 ：乐 清 市 中 心 区 E-c24-3、
E-c47-3 地块（乐清市南岸村）。
四、物业概况：总建筑面积 377957.53㎡，
其中住宅 275776.96m2，
配套用房 4226.04m2。
五 、招 标 内 容 ：乐 清 市 中 心 区 E-c24-3、
E-c47-3 地块（南岸村安置留用地）前期物业
管理服务项目。
六、
招标方式：
公开招标。
七、
投标人资格要求：
1.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有完成本项目能力
的国内企业事业单位。
2.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包含物业管理等相
关经营内容。
3.投标人应具有完成本项目的技术力量、财
务能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
4.投标人必须独立投标，
招标人不接受任何
形式的联合体投标。

■李远澍
汽车，道路行驶的主要交通工
具。改革开放，汽车开进了寻常百姓
家。
人换衣裳车换装，汽车也靓丽起
来。有的五彩斑斓，如 T 台走秀；有的
浑身广告，连车尾也亮出去了。能亮
相车尾的，多是那些形象大使明星大
咖推销商品巡演献艺的广告和海报，
常常被拉着满街转到处晃一路跑。显
而易见，车屁股比农村大妈的鸡屁股
还能抠钱。一时间，车尾商气十足，也
算
“文化”
起来了。

（一）
有了车，爱车又怕车。爱，不可无
车呀！怕，安全问题呀！每天上班要挤
入 滚 滚 车 流 ，不 管 QQ 电 瓶 车 小 四
轮，宝马奔驰玛莎拉蒂，都得相拥排
队，一路同行。车多了，路窄了，刮擦
碰撞多了，路怒烦恼也多了。开车难，
停车也难。道路、小区、停车场，见缝
插针，有时找个车位，比找个工作还
难。若说逢年过节回老家或自驾游，
纵然上了“高速”，也是串成“列车”，
往往“一去二三里，停车四五回，熄火
六七次，半天移行八九十里地！”欢心
成闹心。
滞阻时分，困在驾驶室里看得最
清楚的便是车尾了。即作高瞻远瞩，
望不到头的还是车尾，还是一路红光
闪烁的尾灯。于是，有好事者在车尾
上做文章，贴上三言两语，刷些短句
警句，内容点睛，语言幽默，且耐人玩
味；继而锦上添花，配搭小白兔、大黑
猫、小鲜肉、大美女、小红心、大拇指
……那些简笔传神的动漫形象，相得
益彰，令更多人喜爱了。
“ 车尾文化”
大概就这样应运而生悄然成风，不光
使原本冷落的车尾增光添彩，更是给
开车的坐车的，烦躁之时有个小小的
提醒，寂寞之际平添一份小小的乐
趣。
喜爱“车尾文化”的,多是些富有
活力的帅哥辣妹和猛男潮叔，他们驾
驶的也多是些普通型小轿车小货车，
名人阔户的专座是不屑这类“车尾文
化”的，他们要炫耀的就是车屁股上
那块
“88888”之类的天价车牌！

（二）
粗略观察，
“ 车尾文化”可分警
示、娱乐、公益三大类。
警示类是“车尾文化”的重头戏，

期盼拥有通畅便捷的行驶环境，只求
车作“的卢飞快！”车尾频爆“霹雳弦
惊！”比如：有虚张声势气壮如牛的
“油门踩到底，谁敢与我比！”
“在通往
牛逼的路上，我一路狂奔！”
“ 本车十
次碰撞，战绩九胜一平！”直至“核弹
后置，严禁靠近！”；有强颜自嘲借威
壮胆的“我的驾照是买来的！”
“ 驾校
除 名 ，自 学 成 才 ！”
“老虎屁股碰不
得 ！”
“ 别 碰 我 ，我 极 毒 ！”边 上 还
“hold”着一只大蜘蛛；有颐指气使大
言不惭的“我先开，你断后！”
“稳当跟
着哥，哥带你超车！”
“我排量小我慢，
你着急你飞过去！”甚至“再不好好开
车，把你送到国家队踢足球！”也有故
作低调以柔克刚的“距离产生美”
“知
道我喜欢你哪一点吗？离我远点！”
“吻我一次，恨你一生！”
“ 新手上路，
擅长急刹，随时熄火！”还有“施主，请
保持车距，南无阿弥陀佛！”
等等。
当然，警示他人，不约束自己，自
然失敬。记得一次路阻，原来一改装
“赛车”违章急转弯，撞飞垃圾箱，掀
翻水果摊，一地鸡毛，
“桃李满天下！”
“赛车手”不知去向，而高高撅起的车
尾上，仍在妄自标榜“中央特批，随意
调头！”
可把围观的笑翻了。
娱乐类“车尾文化”也很受青睐。
时下生活快节奏，工作高效率，开车
坐车人在“囧途”，忽被车尾“一语一
画”逗了一下，犹如“红牛”提神，
“雪
碧”添爽。比如“只要与你在一起，变
成小猪也浪漫！”
“ 名花如冇主，我家
在松土！”
“风里雨里，我在等你！”。还
有那些“车内有美女？没有！车内有金
钱？这个真的没有！”
“ 人生最痛苦的
事情，有钱买车，冇钱加油！”
“人生可
短暂了，油门一踩不松，一辈子就过
去了，嚎！”纷纷模仿小沈阳，天南海
北，互诉衷肠，自娱自乐，成了娘炮道
路上的
“大篷车”。
“花开了”，难免“花乱开”。有的
自作多情乘机告白“别追了，本人已
婚！”有的大胆许诺公开示爱“大龄剩
男，追尾必娶——限靓妹！”一快递小
哥在车厢后拉门上坦露心迹“别想他
了，我拉快递养你呀！”言毕即献上一
枚大红唇。爱车一族也纷纷追“尾”作
秀“车与老婆，恕不外借！”等等，还会
冷不丁瞄到“看！灰机飞过来咯！”之
类 萌 宝 萌 语 ，真 是 比 周 星 驰 还“ 无
聊”。
公益类恰似车尾“文化园”里的
红牡丹，是车们“大合唱”的主旋律。
特别是“保钓”和创建文明城市期间，
轿车的士内外整装，车尾也不甘“素
颜”，一样“公益”起来，成为一道道亮

丽的风景线。比如“保钓”：
“钓鱼岛是
中国的！”
“ 保卫祖国，寸土不让！”有
的还在车头车尾赫然增贴“车是日本
车，人是中国人！”力争“保钓”护车两
全其美。又如文明创建：
“向道德模范
学习，与道德模范同行！”
“文明礼让，
从我做起！”
“ 斑马线上停一停，安全
文明伴我行！”合力倡导步调一致，向
前看齐，正能量满满的！
公益类中也时见“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比如车尾玻璃窗上的
“护苗”特刊总在温馨“抖音”：
“孩子：
如果你碰到坏人，遇到困难，无法联
系家人的时候，请认准这样的车贴，
我们都愿意送你回家！”小花之所以
美，车内有爱心。公益类中还不乏“春
在溪头荠菜花”。比如日前路遇一避
车路肩工具车，身兼车主驾驶员操
“新居民”口音的抢修工，车背竖起
“专修漏水”手机号码牌，腾出车尾
“黄金地块”，刷上“挤在这座城市里，
给政府添麻烦了！”十四个字，目睹他
黝黑的肤色忙碌的身影，一眼便被感
动了。

（三）
阅读不一样的“车尾文化”，自有
不一样的感受。
“车尾文化”草根文化，文化园地
一抹新绿。其内容独特，形式别致，表
达精巧，特别能逗人。
“ 车尾文化”有
不俗，有不雅，也有灰暗、功利和消极
的东西。如“人在江湖混，最好是光
棍！”
“男人要有钱，跟谁都有缘！”
“城
里套路深，我到农村去！”，以及“不要
与我谈理想，戒了！”之类笑星的“金
句”。同样需要优选劣汰，丰富创新，
做到雅俗共赏。
“车尾文化”皆车主因“求”而
选，择“好”而刷。可看“车尾文化”,又
不宜对“尾”入座，拿“屁股”较真。如
一次见一“马自达”护送倒路老人急
诊，患者家属扼腕唏嘘接连拦车多辆
一辆未停，直夸这辆“马自达”真是
“马…自…达”。而“马自达”车尾刷的
却是“招手停车，只限美女！”不由更
令人肃然起敬。
“车尾文化”来自生活，同交通现
状处处相连，与社情民意息息相关，
是一个零距离的窗口，是一幅社会风
貌的掠影。
“车尾文化”浓缩的那些所
思所想、所急所盼和所喜所忧，倘若
能及时整改、有效解决和进一步完
善，那么“车尾文化”自然翻看新篇
了。这也是漫谈“车尾文化”所想到和
所期望的。

当年的馄饨担
■陈建辉
“咚、咚、咚”，响亮清脆的卖馄
饨竹梆声，代替那吃力的吆喝声，
“随风越窗而入”，那香气扑鼻的馄饨
汤，让我记忆犹新,挥之不去……
“一株茅竹起三间，起起三间自
担担，前面有个烧汤佬，后边有座七
屏山。”这说的正是温州馄饨担，温
州大馄饨汤清味鲜，形似芙蓉，鲜美
爽口，其制作精细皮薄馅足，佐料讲
究，在老温州眼里吃遍天下馄饨，还
是家乡馄饨的那个味正宗。
馄饨担是竹制的，一前一后两只
橱柜，前面一头放置锅和炉灶，底部
堆放着一些木柴，梆子牢牢地绑在柜
子脚上，“随时叫卖”，外侧装着一个
小风箱；后面一头有个二、三层抽屉
的小柜子,抽屉内分别放着包好了的
馄饨、紫菜、虾皮、蛋丝、榨菜、肉
丝等香料，抽屉下方放着热水瓶或盛
满水的塑料桶；架子上方隔了两层
八、
报名条件（按下列要求提供完整的报名
资料一份）：
1.介绍信。
2.公司营业执照。
以上要求所提供的资料如是复印件时均须
加盖单位公章且清晰可见，若未满足以上条件
者拒绝报名。
本次招标拒绝被有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限
制投标的单位前来报名，同时拒绝同单位有两
个及以上的报名。
九、报名时间：2018 年 10 月 12 日至 10 月
18 日（节假日除外）上午 9:00-11:00、下午 14:
00-16:30。
十、
报名地址：
杭州华旗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区牛山北路 13 号牛山国际商务大
厦 9 楼)。
十一、
招标单位联系人：
吴先生
电话：
15167798837
招标代理机构：杭州华旗招标代理有限公
司
联系人：
张先生
电话：
15967760029
乐清市住建局监管电话：
0577-61882377、
62550752
招标人：
乐清滨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12 日

板，用于放置酱油、醋、盐、猪油等
调味品以及碗和勺子；这般简便，却
成就了一个完整的“移动灶间”。
打更的敲梆声和卖馄饨的敲梆声
非常相似，在夜深人静时，前者让我
畏惧“一夜无眠”，后者让多少娒娒
（儿童） 垂涎三尺！当时有句琅琅上
口的童谣：娒娒，你香人，阿妈教你
吃馄饨，馄饨汤，喝眼光，馄饨肉配
白粥，馄饨皮，配番薯，馄饨碗，吃
爻倒掇转。那个年代一般的家庭平时
很少“下馆子”，只有特殊的日子才
能吃上一次。
儿时想吃馄饨是种“奢侈”，平
常很少吃到，只有过年过节、或发烧
吃不下饭，才能享受一碗。那时的馄
饨皮都是手工打出来的，皮薄如蝉
翼，入口润滑，在灯光的辉映下呈现
半透明状似透明纸。
馄 饨 对 我 来 说 是 “ 仙 丹 妙 药 ”，
年少时有个老毛病肚子饿了就会头晕
目眩，发烧吃不下饭。说来奇怪，不
用打针吃药，姆妈去街头馄饨担主那
里给我买了一碗馄饨下肚，人也精神
抖擞，体温也正常了，不治而愈。因
发烧就能吃到可口的馄饨，幼稚的我
盼望着“引火烧身”，享受那平日里
朝思暮想的美食。那时一日三餐吃饱
很少有人夜里出来“偷吃”，街上的
宵夜餐饮店也少的可怜。1990 年正月
十五夜里我扮好抬阁卸完妆，跟着家
母回家时，路边那香喷喷的馄饨把我
的脚步吸引住，我毫不犹豫地拉大嗓
门老板来碗馄饨，兜兜里有钱就是不
一样底气十足，这两天扮抬阁的“出
场费”也赚了不少钱，在那个年代 50
元对任何一个娒娒 （儿童） 来说都是
笔“巨款”。儿时难得吃几回馄饨，
所以每一次都记忆深刻。
西汉杨雄所作 《方言》 一书中提
到“饼谓之饨”，馄饨是饼的一种，
差别为其中夹内馅，经蒸煮后食用；
若以汤水煮熟，则称“汤饼”。古代

中国人认为这是一种密封的包子，没
有七窍，所以称为“浑沌”，依据中
国造字的规则，后来才称为“馄
饨 ”。 在 那 时 ， 馄 饨 与 水 饺 并 无 区
别，千百年来水饺并无明显改变，但
馄饨却在南方发扬光大，有了独立的
风格。
寒夜，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常
常在老地方给一些夜间忙碌得饥肠辘
辘的劳动者带去欣慰。一碗香喷喷热
腾腾的馄饨端在手里，简直就是一只
手炉，抵去饥寒，暖人肺腑。看煮馄
饨比吃更诱惑你的胃，等水烧开后，
馄饨担主熟练地抓了 10 个放入沸腾
的锅里，一眨眼功夫，“刚才还像潜
水员的馄饨一个个乖乖的浮出了水
面，形似一朵朵玉莲”。再把烫熟了
的小青菜或菠菜放入碗中，然后放上
金黄色的蛋丝、紫菜、榨菜末、虾
皮、香葱、最后浇上一勺红烧肉丝，
一碗五彩缤纷的馄饨，似一件“精美
的艺术品”。《同治都门纪略》 中有赞
誉致美斋馄饨的诗云：包得馄饨味胜
常，馅融春韭嚼来香。汤清润吻休嫌
淡，咽来方知滋味长。
数年后，姆妈也学会了这门做馄
饨的手艺，怕我们饭吃腻了，“隔三
岔五给我们这三口之家换口味”。因
自家做的馄饨皮比较厚，吃起来更有
嚼劲，我都会一个不剩吃个精光。
随着时代变迁，馄饨担的身影逐
渐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如今馄饨担主
们也摆摊驻店经营，告别了风里来雨
里去走街串巷的叫卖。取而代之的是
装修豪华、偷工减料、价格比馄饨担
贵了好几倍的馄饨连锁店，重要是当
年的那味一去不复返！
如今饮食虽然丰富多彩，馄饨
也不再是奢侈的点心了，饭来张
口，衣来伸手的娒娒们，还会向他
们父辈一样为了一碗小馄饨而兴奋
不已嘛！
馄饨美味，回忆更香。

古村落里的大宅院

仙溪老宅院。徐建斌 摄
■李新华

在雁荡山北麓，有个环境清幽的古村落，枕
山、环水、面屏，那是我魂牵梦萦的故乡——北
閤。据 《县志》 记载，它开发于晋代以前，有着
2000 余年的历史。一条古驿道连接温州、台州，
西可去永嘉，北能达黄岩。村上的一条古水圳沿街
而流，圳上的石条桥六十多条，处处呈现出“明圳
粼粼门前过，暗圳潺潺堂下流”的景象。
村上的民居皆坐北朝南，以溪石铺路，以溪石
砌墙。几十条小巷辐射全村，外通大街内接门庭。
古街临水造宅，店铺密布、商业繁荣，众多的大宅
院保持明清的建筑风格。“宝耕堂”建于清道光年
间，有着近两百年的历史。它背依北屏山，旁邻翠
岚园，环境清幽，花香袭人，村里人都以此院为
荣。因为结构的完整多套，俯看很像一个“回”
字，所以乡人俗称“周围里”。前面有天井，后面
有花园。宅院之好，在于它有房子、有院子、有大
门、有房门。关上大门，自成一统，走出房门，有
天有地。
宝耕堂好在其合，贵在其放。合便于保存自我
的天地；放则让你能接触外面的世界。这样的居住
条件，似乎也影响到居住者的素养气质。在我小时
候的记忆中，院内气氛和谐，邻里和睦，长幼有
序。院里的奶奶们既能做诗，又会麻将。院里住着
十来户人家，走出去的大学生有几十人之多。从事
教育者亦有十来位，有大学名教授，有乡村女教
师。长期住在这里的李郁周是当地的名医，他在村
南建造的具有民国风格的豪宅，后成了乡政府大
楼，至今还吸引四方游客的眼球。从这里走出去的
李子瑾是乐清的文化名人，在上海天游学院，与章
太炎诗文酬唱；在遵义子午山，与丰子恺诗画因
缘。
不幸的是 2013 年的 4 月 24 日，这幢著名的宅
院毁于一场大火。在它被烧的第二天，我一个人来
到它的废墟前面，夕阳映照，断壁残瓦。冷嗖嗖的
晚风从耳边吹过，仿佛是已故宅园主人的孤魂在呜
咽。我静静地伫立在那里许久许久，看见一位白发
苍苍的老奶奶拄着拐杖正一步一步地向废墟走来，
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有寿命，屋亦有年限，
更何况是木屋。宝耕堂已走过一两百年的历程，算
是幸运的了，而我却奢望它再延长上百年，甚至上
千年。
抬头向右是宝亲堂，它和宝善堂、叙伦堂是古
村北閤民居的代表作。它们的主体建筑前后三进，
三进之间各有天井，门户两两相对，间间面向天
井，游廊厅堂四周贯通。在过去每逢庆寿婚典，一
座大宅院能设一百多席酒宴，灯火辉煌，宾客云
集，唱戏奏乐，排场非凡。
“宝善堂”俗称“上三退”，建于清道光年间，
是一代孝子李林蔚、孝节翁氏的故居。如今村东首
的孝子、贞节石牌坊还记录着他们的动人事迹。大
院内的“孝思纯笃”匾、“品行端方”匾寄托着主
人的教育理想；“君异清风”匾、“大年式彀”匾尚
留祖上书香遗风。宝善堂是北閤耕读传家的典范。
“宝亲堂”俗称“下三退”，建于清同治年间，
大院端庄肃穆，气势威严，是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浙
江游击队的发祥地，是游击队司令、进步将军李价
人的故居，也是清代举人李林珍、武科进士李振
镳、民国学士李林源的故居。大院内的匾额透出缕
缕幽古雅韵，厅堂上的捷报和台门前的旗杆还记录
着当年主人的荣耀。
宝耕堂的消失，自然让我担忧起这三座大宅院
的命运。我的家在叙伦堂，远近村民都知道它叫
“老三退”，是古村北閤历史最长的民居，大约建于
明末。地平面前低后高，后厅高于前厅，前厅又高
于门厅。大门进来层层递进，层层增高，建筑风格
庄严古朴，与“家庙”类似。听村里的老人说，叙
伦堂建筑规格很高，只有朝廷批准才可以建造。我
们的前辈乐清著名的隐逸诗人李经敕，有无住过这
座大院不得而知，但村里有名望的家族最早都是从
这里迁出去的。
叙伦堂住过我的童年，院子里的生活留给我很
多美好的回忆。而今，已过天命之年的我，很想去乡
下住几天，可是乡下没有自己的家，只有一间风雨飘
摇的宅舍，是北閤大宅院中最破烂、快要倒塌了的老
屋。我多次想把它修葺而最终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
想老屋记着我，我记着老屋。乡下没有家时常想起母
亲，可母亲又去世多年，她的坟墓在仙溪岸边的凤凰
山脚下，背依着青山，面临着古村。寂寞时母亲可能
听得到山涛松风，可能看得见百年老屋，这样想着，
我的心里就似乎宽慰了许多。然而，在外地我却多次
梦见老家的叙伦堂被大火烧掉了，火光冲天，焦土遍
地，我在哭泣，母亲也在哭泣。正当我想上去牵她时
梦醒了，遗憾的是我没有拉住母亲的手，庆幸的是老
家的叙伦堂安然无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