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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闻名专栏

一张老照片蕴含的旧事

华盖山麓，曾经名医荟萃
宫温虹

赴杭求学路漫长
杨国华
我儿时就读的小学就在公路边，对路有
着一种特殊的感情，104 国道在学校前就像
直线一划而过，公路看不到的尽头就是我儿
时的梦想，梦想有一天能坐上大客车走到这
公路无边无际的地方看看到底是哪儿。如
今，我在道路运管部门工作，亲眼目睹着我
省交通运输日新月异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感触很深。更有一件当年赴浙江交通学校
求学路中遇到的事令我终生难忘。
那是 1984 年的夏天，我接到了浙江省交
通学校的入学通知书，从拿到入学通知书那
一刻，我就思考着怎么去杭州。当时和我一
同考上这个学校的还有两位高中同学，大家
商量后，认为火车还没乘坐过，就从鳌江坐
长途大客到金华，再从金华坐火车到杭州。
那时，我们平阳县的长途汽车都是在鳌
江发车的，去金华的车是上午 5 点始发，而从
我那个村到鳌江有 20 公里的路程，又无汽车
直达，要在早上 5 点以前赶到鳌江是不可能
的，所以只能早一天住到鳌江。那天下午，
我挑着行李，一头是被子，一头是个木箱子，
让弟弟背着我的书包，爸爸不放心我出远
门，也送我一起走。从村里走到岱口车站，
走了半个多小时的路，我们和两位同学汇合
在一起，五个人一起坐车到了鳌江，买好了
第二天到金华的车票。那一宿，大家很兴
奋，基本没睡着，才睡了不一会，我就被我爸
爸叫起来了，到了车站，装好行李，在爸爸的

一再叮嘱下，车子终于驶出了车站。
初次乘坐长途汽车，我新奇地看着车窗
外公路旁的树木快速地向后倒去，远处村庄
袅袅升起的炊烟不时变化着的各种图案让
我真想一下子就能到杭州，看看这个大城市
是否和我们村庄不一样。刚开始时，一路还
算很顺利，车子虽然很颠簸，但一个多小时
就到了瑞安飞云江，没有等多久，汽车就坐
上了渡轮。但快到温州温金公路时，车子排
起了长长的队伍，艰难地慢慢移动。只有两
车道的窄窄公路，虽然当时已是柏油路，但
是缺乏保养，被雨水冲刷得路面坑坑洼洼，
凹凸不平，两旁的小树被太阳毒晒着、被汽
车的尾气热烘着低下了头，司机不时地将头
伸出窗外，问问对面蹒跚过来的车辆的驾驶
员关于前方的情况。
烈日当空，那时的汽车别说空调了，座
位之间都非常拥挤，坐在车上似在闷罐子里
一样直流汗。经过司机打听，我们知道了原
来是过瓯江唯一的渡口——梅岙渡口的渡
轮出故障了，本来有三艘渡轮的，当时只有
一条在渡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
去了，在车上坐了四个小时还没有挪到渡
口，又快到中午时分，肚子都饿得吱吱地叫
了，公路旁流动的小贩在车窗边高声地叫唤
着，引得我直流口水，摸摸口袋里要在杭州
读一个学期的钱，又舍不得花。车上一些乘
客都陆续下去到路边的饭馆吃饭去了，我们
三个人商量一下，决定先下去两个人吃饭，
留一个人在车上看行李，待吃好了再换班。

讼；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
力。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
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特此公告！
———————————————
仲裁公告
仲裁公告
瑞 安 市 卢 清 餐 厅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330381MA2H902H7E）：本委依法受理 瑞 安 市 卢 清 餐 厅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申请人马道芳与你劳动报酬争议一案，现 （92330381MA2H902H7E）：本委依法受理
已审理终结。依照《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 申请人张伟与你劳动报酬争议一案，现已
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 审理终结。依照《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
你公告送达浙瑞安劳人仲案[2020]568 号仲 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
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 公告送达浙瑞安劳人仲案[2020]570 号仲裁
取裁决书（地址：瑞安市商城大厦 409 室）， 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
逾期则视为送达。一、被申请人限本裁决 裁决书（地址：瑞安市商城大厦 409 室），逾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申请人支付劳动报酬 期则视为送达。一、被申请人限本裁决生
2040 元；二、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效之日起七日内向申请人支付劳动报酬
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可于收到本裁决书 760 元；二、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瑞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 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可于收到本裁决书

于是我就和一位同学先下去吃饭，为省钱，
我们每个人只点了一碗面。坐在路边的饭
馆里，我眼睛一直盯着自己坐的那辆车，生
怕它会一下子开走了，但直到我们吃好了面
条，它还只往前移动了一点点。我们上车让
另外一名同学下车吃饭，他一下车，车子往
前移动的速度快了，我俩都很高兴，似乎忘
记了还有一位同行人。
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看到了渡口，江
面上穿梭着来回的渡轮，陌生而响亮的轮船
汽笛声不时回荡在瓯江的上空，江面两旁是
长龙一样的车队，在阳光照耀下的瓯江水就
像一条白丝带，小贩们在车旁来回不停地跑
来跑去，水手们在码头上利索地系缆绳，指
挥着汽车上下渡轮，构成了一幅多么美的画
卷啊！可猛一想，不对啊，那位同学还没上
来呢。于是我们两双眼睛都直直地往后看，
希望能看到他在往我们这辆车子这里跑，可
就是没有看到他。原来，两辆出故障的渡轮
修好了，速度增加了两倍。我们的车子摇晃
着开进了用石卵子铺成的码头上，马上就要
开进渡轮了，我俩大声要求司机停下来等
等，可是他根本不理会我们，车上的其他乘
客也使劲催司机快点开。当车子“轰隆”一
声驶进渡轮的那一刹那，我的脑子一片空
白，怎么办啊？他也是初次出门，一个人能
到达杭州吗？这可恶的瓯江啊，都是你把通
往杭州的路隔断开来的，什么时候才能造起
一座我们在书本上读到过的钱江大桥一样
的瓯江大桥啊！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瑞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次日起 15 日内。
讼；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 本委定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下午 15 时 00
力。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 分开始在本委仲裁院第二仲裁庭仲裁庭
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 （瑞安市商城大厦 405 室）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届时不到庭，本委将
制执行。 特此公告！
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瑞安市劳动
———————————————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 年 9 月 15 日
仲裁公告
———————————————
瑞安市腾飞物流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申
请人邓生文诉你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劳 遗失拆迁户潘一可档案号 4.5.5-143 房屋
动争议案件[浙瑞劳人仲案（2020）703 号]。 预收款收据号码 1164861 金额 390000 元，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相关仲裁 声明遗失。
文书，依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 遗失 2016 年 04 月 28 日核准的乐清市城东
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现向你单 安 卓 电 子 厂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声明作废。
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仲裁告知书、举证 330382605718265，
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书、申 遗失温州日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章声明
请书副本、证据材料副本。自本公告发布 作废
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间本 遗失中共永嘉县鹤盛镇岩上村支部委员会
案中止审理。你单位提交答辩书的期限及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汽车到了金华，我们把行李卸了下来，
放在空地上，堆了一大堆，像座小山似的，原
来三人的行李，这时要两个人来挑，何况金
华火车站在哪儿也不知道，怎么走啊！这
时，同车的一位热心人对我们说，叫辆板车
拉吧，汽车站离火车站很近，拉过去很便宜
的，还帮我们跟拉板车的师傅谈好了价钱。
在火车站，我们放好了行李，坐着休息了一
下，准备去买杭州的火车票。实然，我发现
了一个人很像我那位走失的同学，定神一
看，果真是他，此时，他也发现了我们，飞快
地跑了过来，当我们的手握在一起的一刹
那，他的眼泪像潮水一样地涌了出来。我赶
紧 问 他 ，你 是 怎 么 来 的 ，为 什 么 会 走 丢 了
呢？原来，他吃好面条以后，找车时搞错了
方向，往反方向走了，当他发现时，就赶紧往
码头方向跑，可是已来不及了。在渡口，他
像一个孤儿独自游荡着，摸着口袋里吃饭时
找来的几角零钱无助地望着江的对面，两眼
噙着眼泪，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还好，有一
位水手发现了他，问明了情况后，拦住了另
外一辆到金华的汽车，对车上的司机说了好
多的好话，司机让他免费上了车。我们喜出
望外，
又一同踏上了开往杭州的火车。
如今，温州到杭州高速公路驾车只要三
个半小时，坐高铁动车只要两个多小时，到
杭州办事一天都可以来回。高速公路与高
铁把两地的距离拉得这么近。想起当年的
梅岙渡口，当年那艰难的北上求学路，时代
的步伐是多么快啊！
声明郑春（身份证号 330326199202054363）
遗 失 医 师 资 格 证 书 ，编 码 ：
201633110330326199202054363；遗失原医
师执业证书，编码：110330326001721；声明
作废。
挂失声明平阳县公安局遗失浙江省政府非
税收入汇总缴款书，票据代码：11100，票据
号 码 ： 1651278743、 1651278744、
1651278745、1750069353；遗失浙江省政府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票据代码：11101，票
据号码：1700974935、1700974937；遗失浙
江省罚没财务专用票据，票据代码：13101，
票 据 号 码 ：1702107222、1702107010、
1700833416、1700833439；
声明作废。
遗失张茂满浙龙港渔 05566 所有权浙龙港
船登权 2020HY-200159 号声明作废。
遗失文成县南田镇圣耀家庭农场公章两枚
编 号 3303280501014 和 3303280014267 声

翁卿仑 文/摄

青瓦篇

从县学前吴国芬先生的后人处得获一
帧吴氏家族摄于 1918 年的百年老照片。照
片为华盖山麓一座江南典型的三间两厢二
层大屋，大门拱券上刻着丹凤朝阳，两旁为
一对石雕的万年青花篮，大门左侧墙上悬刻
“吴瑞明医室”牌匾，大门两侧为浙南儒医池
仲霖先生题联：
“泉香橘井源流远，座枕华山
佳气多”，屋后即联中所题的华山——
“华盖
山”。照片中穿着棉褂子的人们，以及屋后
华盖山上萧瑟的树木，显示出临近春节时
分。照片中间一位留着“德皇”般胡须的中
年人，正是医室主人吴瑞明。吴先生为永嘉
瓯渠人。中医外科医师，亦擅南拳。约清末
时移居永嘉城区华盖山麓大沙巷（今温州城
区县学前）二号。永嘉瓯渠吴氏家族为崇文
尚武之中医世家，尤以外科及骨伤疗法而闻
名于浙南。照片中瑞明先生左侧为长子国
芬、右前为次子国芳、前排右四为三子国栋。
吴国芬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少
时好学，天资聪颖，受家风熏陶，随父习医，
心无旁骛，孜孜以求，于是尽得所传，17 岁时
就在其父诊室悬壶应诊。吴国芬行医之初，
正逢乱世，民众困苦，每遇贫困无力延医者，
都尽力为之治疗，甚至慷慨解囊，助患者疗
疾。他对《金鉴外科》
《疡科心得集》
《疡医大
全》研求最精，深得堂奥，尤擅诊治痈疽、疔
疮、烧烫伤、乳疾诸症。他秉承祖传医术，主
攻外科，却遍读历代医典，力求融会贯通，尤
其难能可贵的地方，是他视野开阔，主攻外
科，却颇重内科。他用药严谨，
“ 药简而力
专”，每有奇效。治疔疮、痈疽诸症喜用自制
丹药，升降二丹炼制，尤为精妙。如芙蓉花
叶为入药良方，花能清肺凉血，清热解毒；叶
外敷能消肿解毒，排脓止痛。而永嘉楠溪两
岸遍植芙蓉花树，资源丰富，吴国芬以擅用
芙蓉花叶入药而闻名。他的医德仁心，深受
民众赞誉，年仅三十就已名闻浙南。上世纪
四十年代，吴国芬受聘为永嘉普安施医施药
局（温州市中医院前身）特约医士，后为普安
医药局医师。1963 年，吴国芬被评为温州市
十大名中医之一。其二弟国芳亦随其习
医。三弟国栋生于 1912 年，照片中才 7 岁。
吴国栋从小耳濡目染，立志从医。中学毕业
后，赴苏州国医专科学校深造，业毕归里，悬
壶温州。抗战时期被聘为永嘉中医诊疗所
所长、永嘉县中医公会主席，后为永嘉普安
施医施药局常驻医师、普安医药局医师兼副
主任。上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任温州市中
医院门诊部暨妇科主任。1983 年，被评为省
级名老中医。妇科名医马大正就是他的学
生。

中山公园门口，
青瓦下的雨帘。

鹿城公园路的前世今生

一

医妇科犹有创见，主张用药轻灵淡雅，善
于灵活应用。如寒热不和时，炒山栀、川
连只用数分，吴萸、豆蔻仅取数粒。认为
“轻舟不可重载之柔娇之体”，具有“轻可
去实”之奥妙。
1933 年元月，永嘉县中医公会主席南
宗景在铁井栏十九号创办“温州宗景国医
专修社”，其上海国医学院同窗、瑞安秦龙
门任助教。南氏在教学方面，发皇古义，
融会新知，继承陆渊雷先生的学术思想，
宣传中医科学化；并注重基本功，循序渐
进，男女兼收，培养生徒无数，如温州许
国华、谷振声以及平阳苏元、青田陈拾璜
等。
1941 年元旦，温州 《浙瓯日报》 刊载
“国医姜佐景由沪返温应诊”广告：曹颖甫
入室弟子、著 《经方实验录》 之瑞安名医
姜佐景，早岁毕业于上海中医学院，悬壶
沪滨历有年所，擅治肝胃病、肺病、心脏
病等及妇科疾病。此次由沪返温，本埠各
界领袖，感其良才难得，一致挽请留温行
道。诊所业已择定铁井栏十七号，又定元
1918 年，
吴氏家人合影于华盖山麓吴瑞明诊室前。
旦正式应诊。
除了上述医
家，另外还有诸
如：赵幼竹、叶筱
二
庭、陆幹夫、池泽
事实上，吴氏家族所居的县学前，在清
民、吕渭卿、吕汉
末民初时期可谓名医荟萃之地，这些名医以
光、薛吟松、周智
及所办的医院、医学社，已成温州中医史上
竞、王蓉葶、严伯
一段佳话。
龄、李兰生、潘石
县学前南起公园路，延华盖山麓向北转
言等医家，都曾居
西至兴文里，以及铁井栏。县学前路名的来
住在县学前及铁井
历，据清光绪《永嘉县志》载：永嘉儒学在县
栏一带，并开设诊
治东华盖山麓，宋元祐三年（1088）县令吴君
所。
平始建，后因设儒家英才荟萃之“县学”，故
值得一提的
名“儒英坊”。至明代，儒英坊因方言谐音而
是，清光绪六年
改称“聚英坊”。
《岐海琐谈》作者姜准筑“梧
（1880） 5 月 ， 英
竹书院”于此，其好友何白有诗赞云：
1933 年，
宗景国医专修社全体师生摄影，
中坐者为南宗景。
籍医师、宣教士稻
华盖峰前旧书屋，绕屋高梧映深竹。编
温州市图书馆藏
惟 德 （Dr. Douth⁃
摩上下数千年，图籍纵横三万牍。
waite） 应 在 温 创
晚清直隶州判、永嘉张应爔曾在铁井栏
1928 年夏，瑞安利济学堂陈虬门下、
办华盖山麓花园巷温州第一座教堂并寓居
创办“通济医院”。另有瑞安池棪，字小槎，
陈黻宸入室弟子池仲霖由山东致仕归来，
于花园巷的英国宣教士曹雅直之邀，来温
曾担任利济医院医师兼学堂报分校、省立第
于县学前华盖山麓筑“倚山阁”，置“晚学
开设了第一家西医诊所。最初，稻惟德只
十师范学校（温州中学前身）、永嘉艺文、温
斋”；次年春，创办“温州国医国学社”，
接诊有眼疾的贫穷患者，后因其医术高
州利济中等医学校等各校教务。他在纱帽
桃李盈门，医名远播。其好友王理孚有
超，待人热情和蔼，不久便名满瓯越。直
河创办了“永嘉池氏医学专修社”，时间长达
《苏翁新筑倚山阁成，诗以落之》 记曰：
到 1882 年 7 月，诊所因故被迫关闭。作为
十余年，培养医学生近百人，如名医陆幹夫、
少别江南首重回，传闻高阁倚山开。
温州第一家西医诊所，尽管其规模不大，
李明钦都出其门下。池氏有《和郭弼六十自
一池梦影留青草，片石云根护绿苔 （阁在
存留时间不长，但开创了温州西医之先河。
述》诗云：
东山之麓，谢池之上，有吾家竹岩公“云
如今，面对这些近百年历史的老照
为溯降寅七十年，自惭白发已盈颠。东
根”题石在焉）。有酒只应浇磈磊，无官那
片，面对着这些衣着质朴的人们，感受到
山高卧耽吟咏，南郭闲居近市廛。万姓何堪
得住楼台。先生 《肘后》《千金》 在，吩咐
医家的医者仁心，我们心中还是会涌起无
遭厄难，四郊尚未靖烽烟……
行人莫浪猜。
限的感慨。
东山即华盖山。
“池氏医学专修社”为温
民国时期，还有永嘉神州国医学会主
当此公园路改造即将完工之际，笔者
州培育出许多医家，功不可没。陆幹夫在专
席、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义务医士暨名誉
觉得：若能将公园路边的这条曾经名医荟
修社学医时，小槎先生就常与人赞曰：
“吾门
董事、温州市中医院首任院长、省级名医
萃的“医家路”的历史加以记录和演绎，
下可出一大医家也。
”
白仲英先生在华盖山麓开设诊室。他对中
对提升温州的文化含金量将大有助益。

温 州 ，古 称 瓯 地 。
瓯，
从瓦。
瓯人善制瓦，进而
精制青瓷。至晋时，瓯
地缥瓷已闻名四海八
荒。
瓯地春天多雨，缠
绵的春雨顺着青瓦直到
瓦当滴落，瓦当下那丝
丝细细的雨帘，远看就
像下细雪一般。
这样的观感，之于
我，最初就来自公园路
一角的池上楼的体验。
至于今日，青瓦已
经覆满了新修公园路沿
街两侧。
青瓦常忆旧时雨。
遥想公元 423 年春天，也就是正值温州建城
一百周年的那个春天（历史总是这么惊人的巧
合），谢灵运登池上楼，在春雨滋润的风景里，在
青瓦下的长廊上，写就了“池塘生春草，春柳变鸣
禽”
的千古佳句。
魏晋南北朝，中国许多文化，都逃不脱“王
谢”
两大家族的影子，
温州亦如是。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
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刘禹锡这首妇孺皆知的《乌衣巷》，你若把诗
名改为《公园路》，它的意境恐怕没有多少缺失。
华盖山脚的“王”，可以指王羲之，
“谢”，便是
中国山水诗的灵魂人物谢灵运。
你如今若到新修的公园路中段碑廊闲逛，会
发现其中有一块刻有“墨池”二字的仿古石碑，墨
池，指的当然就是王羲之当年在温州写字洗墨的
水池；五马街的得名，则来源于“王羲之曾任永嘉
守，
庭列五马，
绣鞍金勒，
出即控之”
的传说。
王羲之来过温州，但是，他真的没有任过永
嘉太守。
名门谢安之后谢灵运，是真的任过永嘉太守
的。
南朝宋永初三年（422）早秋，谢灵运被贬于
温州，任永嘉太守一年。于是，公园路一角有了
怀谢楼，
公园路后面有了谢池巷。
公园路的片片老青瓦如果有情绪记忆，应该
会记得谢灵运那一年被贬谪的抑郁。
但是，有人在这片角落抑郁，也会有人在这
片角落发达。比如，
北宋徽宗时期的林灵素。
公园路新修的十景之一“华盖洞天”，位于华
盖山脚。华盖山，被唐代道书《洞天福地记》列为
“天下第十八洞天”，自古为道家清修之地。林灵
素，曾于华盖山中筑通真庵，修真于应道观。政
和六年（公元 1116 年），林灵素得信于宋徽宗，以
致于道教终于在徽宗一朝成为国教。
然而，越来越自信自己是神仙转世的宋徽
宗，
最终也没能逃过靖康之耻。
靖康之后，北宋南迁，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没
落，却意外成就了温州的辉煌。曾经的国际贸易
中心汴京的时髦玩意儿，都转而来到了南方，并
一再升级。
此中，有一样玩意儿与后来的青瓦密切相
关：
南戏。
明代祝允明在《猥谈》中说：
“ 南戏出于宣和
（1119～1125）之后，南渡（1127 年）之际，谓之温
州杂剧。
”
南戏，由温州艺人创立，被喻为中国“百戏之
祖”
。
如果你游走于温州某个乡下的古村落，对哪
一座老屋的屋檐瓦当感兴趣，仔细寻看，也许就
能在瓦当上见到南戏人物的镂刻，可见南戏对于
温州百姓的绵远影响。
温州初建城时，城市格局是南市，东庙，西
居，北埠，中子城。公园路一带，便是东庙的位
置。新修的公园路中段，置了“城隍曲韵”一景，
南戏台，北照壁，城隍曲韵，再现了当年城隍盛
况。
若哪天公园路青瓦下的戏台上，再度上演悲
欢离合的粉墨人生，
你不要慨叹。
这千百年的人事纷纷，也不过是像一出南
戏。

明作废
遗失文成县南田镇武阳村农家乐服务中心
公章一枚编号 3303280011580 声明作废
遗失文成县玉壶镇周山垟村村民选举委员
会公章一枚编号 3303280011164 声明作废
遗失文成县玉壶镇朱寮村村民选举委员会
公章一枚编号 3303280011173 声明作废
遗失文成县玉壶镇金星村村民选举委员会
公章一枚编号 3303280011165 声明作废
遗失文成县玉壶镇周山垟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股东选举委员会公章一枚编号
3303280018593 声明作废
遗失文成县玉壶镇朱寮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股 东 选 举 委 员 会 公 章 一 枚 编 号
3303280018563 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溱谊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文成
分公司公章一枚编号 33032810003304 声
明作废

池上楼，
青瓦，
松鼠。
遗失龙港市佳之煊工艺品有限公司财务专
用章一枚，
编号 3303025017968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根据 2020 年 9 月 15 日股东会决
议，苍南县昌裕胶粘制品有限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 300 万元减至 50 万元，现予以公
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
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遗失苍南县中医院开具给吴宗艳的住院收
费票据一张，发票号：1757278296，住院号：
00137219， 住
院
日
期
：
2020.06.09-2020.07.10，金额：12178.11 元，
声明作废。
遗失苍南美天仕清洁用品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
声明作废。
遗失平阳县人民医院开具给林海浪的住院
收费票据，发票号：1575333540，住院时间：
2019.05.06-2019.05.10，
住院号：
00507452，
金额：
3613.39 元，
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