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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河
■汤琴
老妈接到一个电话，是她阿婶打来
的。阿婶说，女婿给她送了血蛤来，她想
拿来给老妈吃。
我在边上听到了，和老妈说：千万不
要，她年纪这么大了，平时那么省的一个
人，何况她在翁垟，
来市区不方便。
老妈说，我知道，她总是这样，有一点
东西，就想着要给我吃。
于是，两人在电话里又说了许久，一
个说要送过来，
一个说你自己留着吃……
我叫阿婶叫东芬儿阿婆。因为她的大
女儿叫东芬，小女儿叫东芬儿。她和我们
家没有血缘关系，但她一直是我们的亲
人。准确地说，四十年前，她是我外婆的房
东。如果这世上有最善良的人，那一定是
她了。从前是，现在是，不管这个世界变成
了什么样子，她依旧是那个善良到让人无
奈的小个子妇人，从未受影响。
我的许多童年场景，是有东芬儿阿婆
的。
外婆只有我妈妈一个女儿，在我记事
前，她是怎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我几乎无
知，我也从来没问过妈妈。每个普通人的
历史，似乎和后面的人都不相关，也没有
人会去碰触。这不是我不关心，而是，别人
的描述都是无力和表面化的，而当事者往
往也不愿意多说，因为大部分人经历过的
人生，值得反复甜蜜回忆的并不多。哪怕
我这样没有经历大风大浪的人，对于过
往，也是不愿意多回首的，也是深深感到
艰难不易的，什么让我回到青年时代，也
是万万不愿的，那么沉重的学业，又能叫
人有几天是欢乐的？但若让我回到儿时，
我却愿意，因为那时候有外婆在。时至今
日，百分之百，世上最爱我的那个人还是
我的外婆。
所以，如若回忆，我只常常回忆外婆
在一起的时光。但我几乎没有探究过，彼
时外婆的生活境地为何是那样的？外婆是
我见过最与众不同的女人，她的气质无人
相同，如被井水浸过冷光外透的剑，可用
“清冽”一词形容。与她相处的二十多年
里，我从未见过她一次邋遢或颓废的样
子，每一天头发梳得整洁光滑，服饰考究
得体。她聪慧能干，做事干脆，但又追求生
活品味，被子上永远洒着花露水，喜欢美
食，最爱吃熏鹅，喜欢文艺，为了看电影
《红楼梦》，收了生意，到饭馆里打包饭菜，
带到电影院，和我边吃边看。定期带我去
理发店烫头发，有时她自己用火钳给我
卷，我小时的刘海和发梢经常卷着，我至
今记得头发被烫时发出的“嗞嗞”声和乌
焦的味道。她还不断带我到裁缝店做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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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公 示 内 容 ： 乐 清 市
0577-YQ-HQ-19、20 单元局部（天成街
道 ） 控 制 性 详 细 规 划 19-02-22、
19-02-23、
19-02-24 地块规划修改
公示时间：
2018 年 11 月 8 日-2018 年
12 月 19 日
乐 清 市 0577-YQ-HQ-19、20 单 元
局 部（ 天 成 街 道 ）控 制 性 详 细 规 划
19-02-22、
19-02-23、
19-02-24 地块规
划修改已于 2014 年 1 月 16 日经我局会审
通过，
并已根据乐住规建审〔2014〕21 号文
件对该控规修改进行了修改，
经规划主管
部门审查同意，
现予公示。
公示期间，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可以
通过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或书面材料向我
局和天成街道就本次规划修改内容提出意
见，
若无任何异议，
公示期满后予以批复。
住建局电话：
62523953
天成街道城建办电话：
61220018
传真：
62579696
电子邮箱：
yqzjj2011@163.com
公示网址：
www.yueqing.gov.cn
乐清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8 年 11 月 7 日

己想出来的各种款式连衣裙。记得一件胭
连在了一起。新街上人少，我常常会生
脂红短袖衬衫，做好了后，她特地请一名
出寂静又安静的叹息。也因为门太大
刺绣师在上面绣了一朵鹅黄色牡丹。她让
或太多，给人没有归宿之感，所以没
对美的狂爱，从儿时就伴随我了。
住多久，外婆就不住了，搬回了原先
外婆的生活方式，就算放现在，也称
阿婆住的三合院。因为阿婆家两儿两
得上精致时尚。生活上尚且如此积极，做
女都已长大，还娶了儿媳妇，外婆觉得
事就更不用说了，她做南货生意，就是当
再住她那儿不合适，就租了这三合院
时比较高档的荔枝桂圆红枣核桃等干货，
的北边另一户人家旧房子住。她对这
以她的能力，人人都说她赚了不少，可不
院子有家的感觉，宁可住老房子。
知为什么，她一直租房子住。所以，她和东
新租的房子是一底一楼的，楼下
芬儿阿婆、她也称她为“阿婶”有了交集交
做厨房、餐厅、客厅，楼上卧房。老式的
情，长达十几年。
木结构，楼下也铺了地板，墙壁是木板，
东芬儿阿婆家住翁垟街附近，一座三
楼梯是木头。它几乎满足了我对老房子
合院里的东边屋，两长间房子，她自己一
所有的想象，它幽暗神秘，似乎有很多角
家人住一间，我外婆住一间。两间房子都
落藏着很多秘密。
很长，外婆这屋隔成了卧房和客厅及厨
晚上点了灯后，身影投在木板墙上，
房。东芬儿阿婆那屋应该是隔成了好几间
有着很美丽又奇妙的效果，十来岁的我爱
卧房，及一个厨房餐厅。那样的房子，低
对着影子做出各种动作和造型。尤其是穿
矮，拥挤，窗户简陋，光线不好，但周末假
了外婆新给我做的连衣裙，可以对着木板
期，我总爱到那儿过的，因为有外婆在。到
墙的影子玩上大半天，而外婆在忙着整理
了春节，我爸妈带着弟妹也来，在客厅里
她的南货干果，为第二天的生意做准备。
再搭张床，大伙就能住得好好的。我家那
那安宁的、笼罩着暖黄的时光在我后来的
时在翁垟近郊，住楼房，比这里好了很多，
生命中几乎再也没出现过。
但爸妈仍然要来挤，现在想来，是出于一
走在没有扶手的木楼梯上，会发出
份很实在的孝心，外婆平时一个人，过年 “吱呀”的声响。楼梯下面有一只大缸，里
无论如何要让她热闹的。
面有水，许是放了很长很长时间了。有一
在七十年代，娶了一个独生女，意味
天，我惊吓地发现缸里长出了绿色的宽大
着不但要包容她的娇气任性，还要承担更
的植物叶子，外婆说那是芋头，可是谁敢
多的孝顺。这一点，我的爸爸真是内心有
吃这里长出来的芋头呢？有一回，爸妈带
大爱，在我 12 岁的时候，爸爸把新房子建
着弟妹来住，我记得很清楚，幼弟从木楼
到了翁垟镇上，把外婆请来同住，并让外
梯上摔下来了，应该正好没有摔到这有水
婆不要再做生意了。虽然只有一个女儿，
的缸里，不然实在太吓人了。
但外婆的晚年生活很安宁。一个男人，为
外婆是很有性格的人，在睡觉前，她
妻子儿女努力奋斗很正常，还为丈母娘奋
问我话有两个主题是经常出现的。一是你
斗，那是不容易的。而且这个丈母娘还相
爸爸妈妈有没吵架？怎么吵你学给我听
当强势有个性，虽然别人都说她有钱，可
听。二是我如果死了，你会哭吗？我死了就
我爸爸不曾向她要过一分钱，从小到大，
听不到了，你现在哭几声给我听听吧。第
我在家里没有听到大人们说过一句与钱
一个问题是出于她爱她唯一的女儿至深
有关的话。我不知道我妈妈有否记得她丈
至切，但即便是我说有吵架，她心疼她女
夫的这份担当和情义？但我却一直由此认
儿，也从来没见她质问过女婿一句。但这
为我爸爸很了不起。
件事让我后来很警惕，若要和先生吵架，
在外婆和我们一起住之前，她搬过两
一定要避开孩子，免得被告了状。第二个
次家。第一次是东芬儿阿婆家要造新房子
问题，我至今也没想明白，也许只是她的
了。阿婆的两个儿子特别能干，几十年之
好奇吧。但我总会开始假哭给她听，她总
前就赚了足够造五层楼的钱。现在在宁
是忍不住笑起来。能让她开心，我心里很
夏，办的集团公司早已是当地最大的企
觉安慰。
业。
死别在那时尚且还早，但生离，却是
外婆搬到了一户房子新造的人家，在
小小年纪的我，经常要面对的，那是要真
另一条新街上，前后一大长间，窗亮墙明。
哭流泪的。便是周一早上，要离开外婆家，
铺了床摆了家具后，显得很空旷。每天清
直接回学校上学。天还没亮，外婆叫我起
晨，外婆出门做生意时，先把门启开。我印
床，洗梳、吃饭，往三屿村里的学校去。外
象中，可能是为了当店铺用，这房子靠街
婆送了一程又一程，我既恋着外婆，又念
边的一面，全都做成了木门，一扇扇扣在
想着家中幼弟，觉得自己左右都不舍，一
一起成一排，打开的时候，一扇扇取下来，
步三回头，心如刀割，泪眼模糊。虽然那时
阳光沿街洒落，照进房间，房间和街面像
路上安全得很，小女孩自己上学不会有任

清算公告

清算公告

名称：乐清市求是电脑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303827315177674
经 2018 年 9 月 8 日董事会决议成立清算
组，拟申请注销，请债权人在本公司公告之日
起15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请债权。
特此公告
乐清市求是电脑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2018 年 11 月 7 日

名称：乐清市林立电脑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30382759098090P
经 2018 年 9 月 8 日董事会决议成立清算
组，拟申请注销，请债权人在本公司公告之日
起15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请债权。
特此公告
乐清市林立电脑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2018 年 11 月 7 日

清算公告
名称：温州鸿川工艺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823368893175
经 2018 年 10 月 27 日股东会决议成立清算
组，拟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
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
特此公告
温州鸿川工艺品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 年 11 月 7 日

何
事 ，但 外
婆也总是几乎
送到了学校旁。其实一开
始上学，是跟着外婆，在镇上小学里一名
师班里读书，但一年下来，爸爸急急把我
调到了村小，呆在近一些的自己家里，原
因是外婆对我过于溺爱纵容，我整日东玩
西嬉逗鸡玩狗，不做作业连连闯祸，皮得
成了班里的负面典型。老师批评的开场白
都是：咱们班里，有个同学，她外婆非常宠
她……然后全班同学都朝我看。
外婆家里，最好的地方是楼上临窗的
美人靠。从窗户望出去，是对面人家及其
隔壁人家的黑瓦和屋檐，下面是一条小
巷，小巷里有青石板路，映着墙脚的青苔。
坐在美人靠上看小人书，阳光洒进来，光
阴澄明。我后来总喜欢在有阳光的窗边看
书，大约就是彼时的情结。为了这个美人
靠，我会向外婆要钱去买小人书，翁垟老
街尽头有一家新华书店，最新上来的小人
书都是被我买了的。当然，小小年纪也知
道老是要钱不大好，有时外婆有事，让我
临时照看一下她的南货铺，如果有人来买
东西，偶尔货款会少上交几分或一两毛
的，扣下来的钱自然去买最新的小人书
了。小人书攒了一箱又一箱，后来看到有
人在街上摆摊租小人书，我心里痒痒的，
想着自己的小人书也可以摆摊出租的，但
终究没有去行动，因为怕难为情。那时候
就想着做生意了，还会使心眼。无知者无
畏，最乖的孩子都会干坏事。
想起来，我那时竟是有一颗放荡不羁
的心，比如出幺蛾子，和小伙伴去河边洗
树叶，掉进河里差点被淹死，被一位老太
太救起；比如玩失踪，酷热天顶着毒太阳，
趁外婆不注意，与人跑三五公里外的海屿

买被热融化了的糖吃；比如玩诈
骗，在人挤人的街头，和同伴商量好，看到
卖甘蔗的人过来，我上前说自己要买一毛
钱甘蔗，等对方把甘蔗递给我，我撒腿就
跑，同伴在后面打掩护，故意让卖甘蔗的
追不上我。比如玩暴力，拿起石头直接扔
向某个男孩，可怜那男孩血流满面，外婆
带着我补品送了一趟又一趟，道歉话说了
一箩筐，也不知他后来额头留了疤没有？
只是后来人长大了，生意头脑和心眼
都没有长进，却成了一个老实交巴到缺心
眼的女人，大约是给读的各种书洗了脑，
完全被古人说的仁义道德所束缚。突然挺
喜欢那样的一个自己，至少不傻，并且勇
气生猛，不像现在，活得唯唯喏喏，胆子越
来越小，叫人无奈。究其原因，彼时是有外
婆这样的大靠山，所以能无所畏惧。而如
今，不但靠山只能是自己，且自己还是孩
子的靠山、渐渐老去父母的靠山，所能企
求的，除了身体健康，岂敢还有别的？又谈
何勇气？我不是一个特别有安全感的人，
夫妻感情再怎么好，心中始终保持一点清
醒：若完全靠别人，会没有一丝退路的。
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是对天大喊大
笑、天还你宽容朗笑，对地乱跺脚、地却和
你一起调皮，无拘无束、任性无忌惮的那
些无知轻狂岁月啊。成人的世界，从来就
没有自由放纵，是说错一句话就有可能坠
入万丈深渊的如履薄冰和战战兢兢，勇气
就是伤害自身的利器。没能生就口蜜腹
剑，注定了要在这个世间跌跌撞撞，血泪
模糊，一次又一次撕掉缠在身上的绝望和
痛苦，继续为余生卑躬屈膝负重前行。
外婆离开我已经有二十二年了，心里
经常难过的，是成年之后很少陪她，哪怕
是她的病榻前，也未曾服侍过几天。有时
会幻想，如果她还在世，是个九十多岁的
可爱老太太，我承欢膝下，给她买好吃的
零食好看的衣服，抱她亲她抚摸她笑成花
朵的皱纹，那样的时光，会是多么的温暖
和美……年年的清明，都要哭成泪人，是
心中对她永远的依恋，是一路过来尝尽人
间委屈的无处可诉，也是对未曾料到的生
活如此复杂艰辛的惶恐。

公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结果
经市政府批准，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 日挂牌出让乐清经济开发区 18-05-08-01 地块、18-05-08-02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
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及成交结果：

乐清经济开发区 18-05-08-01 地块
乐清经济开发区 18-05-08-02 地块

出让面积
（㎡）
10033
13481

规划指标要求
出让年
起始价 成交价
竞得单位
限（年）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产业类型 （万元）（万元）
一类工业用地 50 年 1.6-3.0 ≤40% 15-20% 电气机械及 944
958
乐清海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一类工业用地 50 年 1.6-3.0 ≤40% 15-20% 器材制造业 1212 1230 温州宏丰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土地用途

乐清市国土资源局
乐清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 年 11 月 9 日

二、该两宗地块已签订成交确认书，
在约定日期内签订出让合同，
相关事宜在合同中约定。

告

现有清江镇礁头村地质灾害点田
垅坑长地外坎山上无主古坟一处，因地
质灾害点施工，需迁移该坟，限公告之
日起 7 日内前来认领，若还无人认领的，
本村将作为无主坟处理，迁移他处。
特此公告
清江镇礁头村
2018 年 11 月 9 日

乐清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乐土资出让告字 〔2018〕 51 号

经乐清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乐清市中心区 B-d1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如下表：
建筑
建筑
竞买
土地 起始价 保证金
地块名称 地块位置 出让面 容积率 出让年限 密度 规划用地 绿地率 限高
积（㎡）
性质
（%）
用途
（万元）
（%）
(米)
（万元）
东至滨江路，
城镇住宅
二类居住
城镇住
乐清市中 南至晨曦路，134979，﹥1.0 用地 70 年，
用地，兼
宅用地
心区 B-d1 西至霖霄路， 另带征 且≤1.8 零售商业 ≤25 容商业用 ≥30 ≤80 米 （兼容零 182000 36400
地块
924
北至东山路
40 年
地（B1）
售商业）

备注：1.具体规划参数详见乐清市住房和城乡
规划建设局 《关于乐清市中心区 B-d1 地块规划设
计条件的复函》（乐住规建发 〔2018〕 447 号）。2.计
入容积率指标的总建筑面积：≤242962.2㎡ （配建
社区服务用房建筑面积不小于 1800㎡）。3.不同功能
的建筑面积要求：5000㎡≤商业建筑面积 （B1） ≤
10000㎡ （建筑物的地下室、半地下室除作为车库
及消防、人防等必备设备及其配套的设备用房外，
其余功能建筑面积另行单独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指
标）。4.城市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契税、公证费等
其他规费和税费未计入起始价和竞得价，由竞得人
另行支付。建筑物的地下室、半地下室除作为车库
及消防、人防等必备设备及其配套的设备用房外，
其余功能建筑面积由竞得人另行缴纳出让金。5.按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住宅全装修
工作的指导意见》，推行住宅全装修，实行成品交
房。6.该地块以现状条件出让。
二、竞买资格及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
法人均可参加竞买，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

外。本次出让活动不接受联合竞买。
凡在乐清市境内未缴清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及
地上物作价款 （未到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缴纳期限的
除外） 或已构成土地闲置但未处置到位或列入经营
异常名录的竞得人，及其按招拍挂文件在本市成立
的新公司均不允许参加竞买。
竞得者取得该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要
按照乐清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强经营性用地
公开出让竞买人及房地产开发企业管理的通知》（乐
政函 〔2012〕 94 号） 有关规定进行建设。若住所地
不在我市的竞得者取得该宗土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的，应当在签订 《成交确认书》 之日起一个月内
在我市成立新公司，并以新公司名义签订 《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得人出资比例不低于
100%。本地公司也可成立新公司，成立新公司条
件同外地公司在乐清市成立新公司要求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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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次出让不设置底价，挂
牌增价幅度为人民币 100 万元或 100 万元的整数倍。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

挂牌出让须知，登录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
统浏览或下载。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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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该地块的网
上挂牌出让活动。
六、本次出让活动有关时间：

报名时间

竞买保证金
到账截止时间

挂牌时间

2018 年 11 月 30 日
2018 年 11 月 30 日
8 时 30 分至 2018 2018 年 12 月 8 时 30 分至 2018
10 日 10 时
年 12 月 10 日 10 时
年 12 月 12 日 10 时
备注：竞买申请人须通过申请人的银行账户向
随机生成的子账号缴纳竞买保证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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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 付款时间：成交后分两期付清。其中第一
期为成交后一个月内支付土地出让价款的 50% （含
保证金），第二期为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 后八个月内支付剩余的土地出让价款。
（2） 配建项目约定：
受让人需配备建筑面积不小于 1800㎡的社区服
务用房，作为滨海新区城东街道社区服务用房，并
设置独立出入口，具体落实位置须在项目方案设计
阶段明确划区标明。配建项目竣工后无偿移交给乐
清市人民政府城东街道办事处并办理不动产权证，
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竞得人负担。

八、联系方式如下：
乐清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科
联系电话：0577-61882652 61882633
乐清市国土资源局
联系电话：0577-61882581 61882382
乐清市国土资源局
乐清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 年 11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