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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老党员思想太好了，他把自己一年
捡废品的收入 3000元捐献给武汉疫情，这
得需要卖多少废纸跟瓶子才能有这些收入
呢？”有一次下班回家，老妈递给我一张《今
日象山》，报上第七届“最美象山人”候选人
公示———环卫工人王勺席师傅的事迹刊登
着，这天是 2020年 10月 20日，我心里特别
震撼。

12月 22日通过山海万象客户端收看
了最美象山人颁奖典礼，被王师傅一句“自
己做得还不够，以后要努力”及他孙女“爷
爷是我的榜样”接下去的哽咽深深感动。

2021年 2 月 3日跟丹西街道从事宣
传工作的朋友去慰问王师傅，来到洋心村
边走边打听，在又黑又旧的简陋出租房里，
我第一次见到了屏幕下的“最美象山人”。
“我是名党员，做的远远还不够，没啥

的，谢谢组织对我的关心。”接过道德模范慰
问金和礼品，握着朋友的手，王师傅的感谢
发自内心。

临走前阿姨快人快语“我们来象山已
经有 20几年了，实在是没有钱买房子，要
是有钱买房子我就住在象山不回家了，我
很喜欢象山这个地方。”

立春这天早上联系了新奇工作室的摄
影师余老师，想让他帮王师傅和他老伴笑
得最开心的一张照片打印出来并塑封。听
我说了他们的故事后，前阵子动了手术还
在休息的余老师二话没说就去了工作室，

帮我打印了 12寸并装了一个相框。他怎么
也不肯收费，说要是收钱的话，他就不会帮
我，余老师的友情帮助让我少了再跑腿去
照相馆的麻烦。

下班后临时决定去趟王师傅家看看，
赶到他的出租房，他正好在炉火堂烧火，锅
里的水沸腾着，阿姨忙着将一蒸笼馒头放
上去。“这是老家的风俗，馒头做了放着一直
吃到过年，过几天打算再做狮子头”“趁热，
你吃两个”阿姨递过热气腾腾的馒头，招呼
我尝尝她的实心馒头。她的朴实和盛情让人
拒绝不了，他们的馒头其实就是圆形的麦
糕，里面没有馅。但老面做的吃起来很有嚼
劲，也容易撑。

柴火噼里啪啦地在灶堂里熊熊燃烧，王
师傅的脸被烟火熏得通红。“不是住得好、吃
得好就是健康幸福，生活简单点就很知足。”
他大声说：“有吃有住就很满足，像我们住的
出租房吧，虽然五百一个月，但是有三间呢。”
农历二十八，大街小巷都挂满了红彤彤

的灯笼，年味越来越重。中午从单位出发，带
上了相框来到洋心村，阿姨一个人在家。“王
师傅呢？他工作时间还没到嘛。”“他骑着三
轮车出门了，早点去打扫卫生，让大家都干
干净净过新年。”阿姨告诉我。
循着他的足迹到了何家村，大老远的就

望见他把村民家门口绿色、黑色的垃圾桶轮
流拎起来，倒到他三轮车上的大垃圾桶里。
“快过年了，早点把每家每户垃圾都倒干净，
以前没有垃圾分类，垃圾都乱放乱扔，现在
垃圾分类了，卫生比以前好打扫多了。”他一

边忙着往三轮车里倒一边跟我说。
坐着王师傅的三轮车，沿着弯曲的弄堂

像扫荡一样，用相机跟拍了他三个小时的劳
动。尽管我全程戴着口罩，但还是能闻到各
种垃圾的刺鼻，这份早出晚归的工作真心不
容易。每到一处，“老王、老王”村民都跟他亲
切地打着招呼，他一一回应着。

大年三十带着家人去探望王师傅，阿姨
在幽暗的灯下包饺子，王师傅已经睡着了。
听到我的声音，他从床上起了半个身，满脸
的疲惫。“今天垃圾比平常多了不少，来回运
输了 13趟，有点累，我先躺会，等会一起吃
饺子。”犹豫了下问他“明天是你全年唯一
的休息日，要不要去哪里走走？我来接你跟
阿姨。”他立马摇手：“不去咯不去咯，哪里
都不去，明天想在家好好睡一觉。”睡觉是
他最好的过年方式，我心里有些酸涩。

从他家走出来，女儿由衷感慨：“妈妈，
我们过年都忙着吃喝玩乐跟家人团聚，而
王爷爷一年打扫到头，最渴望跟最奢侈的
就是没有任何打扰睡一整天，住的地方还
那么差，他生活得太不容易了。”

正月初一早上十点多，电话铃声响起：“新
年好！新年快乐！”怎么也没想到电话是王师傅
打来的。他说吃了饺子睡了觉，精神好多了，等
会准备吃午饭，午饭同样也是饺子。电话的那

头他满是舒心的笑声，我由衷地为他高兴。
下午陪着爸妈去逛超市，路上跟他们聊

起了王师傅的问候电话，说到了阿姨包的
饺子是萝卜和粉条馅，她无意在嘀咕“鸡蛋
没有了，本来鸡蛋放点更好吃”。爸妈连连
叹息“那么大年纪的人还在打工，太不容
易！思想那么好，自己却那么节省，身体好
才是本钱啊”，爸妈买了两盒土鸡蛋让我赶
紧给他送去。

远远地看到王师傅坐在床沿，阿姨坐在
凳子上，他们围着一个手机在笑。等我走近，
两个人赶紧起身“我们在看抖音拜年呢”，阿
姨把视频拿过来，画面中是一个孩子拿着盆
子向长辈在磕头，长辈往盆里放压岁钱。“在
我们老家，习俗也是这样，疫情期间我们不
回去，响应国家号召，减少聚集。国家已经很
不容易了，我们不能再添乱。”许是想到家里
的亲人，王师傅的眼眶微微红了。他说“孩子
们心疼，多次来电催着回去。今年情况特殊，
更加不能回去，连续四年没有回家过年，也
习惯了，留在象山都挺好”。

车发动了，王师傅跟阿姨驻足在村口
恋恋不舍向我挥手。回家的路上，耳边久久
回荡着他对我说过的那些话，尤其说的最多
的那句“留在象山都挺好”，在他心中，象山
俨然成了寄托着他深厚感情的第二故乡。

郦伟山

夕阳辉耀着文峰的塔影，
月光映照着东谷湖的流萤。
六千年前时塔山先民走过沧桑，
迎来了新的山海曙光。
啊！象山，
海纳百川的号角响彻四方，
勇立潮头的浩歌荡气回肠。
敞开塔山儿女的心海，
展示我们史诗般的光芒。

看不尽田野致富的帆，
爱不够渔轮通四海的路，
说不完改革开放新气象，
唱不完万户千家喜洋洋。
啊！象山，
山海壮丽，人民安康，
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
祝福你在新世纪的征途上，
和谐篇章更加灿烂辉煌！

赖赛飞

我们管这种红叫腊月红，浓缩为本，点
睛为要，类似往雪白江米团子尖上、往纯真
孩童的眉心中间点上一丢朱砂红。

腊八节一到，准备工作全部就序。所在
的小城里，不少团体或单位按例在春节前
夕往居民区、村里乃至工厂、船台等送春
联。其中文联这个名称里有文有联，四下里
送得更见起劲。看上去，天气趋冷，腊八还
有半个来月，他们脑子里的春联就像多年
生花卉的新芽，批量地往外拱，等着栽种到
家家户户。栽种期的长短，听口气，写到人
们没有了需求为止，这样一来就要到大年
三十。

在线上征集春联、招呼人马，写得一手
好书法的人一下子红了起来，开始到处赶
通告。因为这种红很有季节性，又在寒冬，
情绪里普遍有着错过一季等一年的饱满。
看他们呼朋引友不停奔波，大有承包一地
春天的自信。

今天去单位，会议桌、走廊上晾满了春
联。大多墨迹未干，整个建筑内墨香氤氲。
外来的人深呼吸过一次，语气肯定：你们写
春联了噢！我要两副。末了看心情奉承一
下：书香门第的味道，有点意思。不知为何，
前半句听上去使人想起多年以前的春节景
象：日子还清贫，只有快过年了，一家之主
挤到肉铺前，豪迈地说，给我来两刀！长肋
条。然后，他真的提着超过一尺长的条肉摇
摆而去。

冬天的风像影子，甩它不掉。写春联的
地点都是空旷场所：广场、公园、厂房前面、

码头一角……处处盛产风。偶然一次，在冬
闲的大棚里写，穹顶四周立着柑橘、葡萄、
枇杷、火龙果……无风，手就温软，他们当
场觉得集体中奖。

写春联的人多数穿得灰头土脸，我的
意思是整体衣着臃肿，颜色以碳黑、蓝黑为
主，保持与墨同色系。露天用笔的手，从手
背看颜色青紫，比寒风更给人冷意。

除了这一点，四周张挂着一帘帘的春
联，长桌、地面也被春联覆盖。碗大的墨
字，有些肢体丰满，捉起就是一头头墨猪，
极具丰年象征。它们统一落脚在龙凤呈祥
撒金大红纸上，仿佛凭空生起了无数个火
炉，无形的热力借助高饱和度的色彩传导
出去很远。

人们陆续过来，先巡视一遍现成的，最
后踱到长桌边。这期间始终双手插在兜里，
怕冷怕出一副验货者的风度。志愿者一直
在运笔如风，酣畅淋漓，无暇抬头。任来者
观摩、评论，单方面决定与何人何联对上
眼。一个创作点五六个人，一趟要送出两百
来副。我低估了露天的寒冷，一通瑟瑟后，
从眼前的景象心安理得地联想起了早晨包
子铺里的香暖。有现成的包子，但总有人宁
可排队等待下一笼，是迷恋它的热气腾腾。

光看春联，也能看出所在之处的地理。
诗画象山仙子国、人文渔港寿星家；十分海
鲜有风味、一曲渔光展风华……就算我们
住在字里行间，字里行间也大海无垠，味道
鲜美。奇异的是，送往渔船的春联里多有
“佳木争春成翘楚、朝花浥露吐新蕾”之句。
纸上一派田园风光，仿佛随春联奉上的还
有一小块陆地。船上所贴更常见的是斗大

的福字，写在菱形红纸上。这比写对联效率
高，一点、一横折、一竖……“福”源源不断
生产出来，牵引人往好的深处想。独生字，
大笔饱蘸浓墨，一不小心滴了一颗墨珠在
旁。正要作废，来者出手：给我吧，福多一
点，好！

这些福字被船主亲手贴上舷窗玻璃。
公历年头、农历年尾，有人送福上船，好兆
头，渔民们心情雀跃，满面春色。当渔船成
群泊在石浦港的时候，从渔港马路走过去，
好似走过十里红妆。

还有些福字写在镶金边的红色硬纸上，
自带红色中国结为穗子，方便挂进厅堂。要
红火，就不止高山大海，还要由外而内。

天冷加快了人群的流动。一副好春联，
字形和内容须是形质俱美。一旦被人盯上，
端着就走，像捧了贵重物品，实际上是怕沾
染、怕折皱。有急性子一边走一边就手不住
地用嘴吹字，当自己是生物吹风机。特别讲
究的人，自己带了句子来，好比自备食材的
食客，仅让厨师代为加工。印象最深的是位
常客，今天穿了军绿色连帽毛呢面羽绒大
衣，脚蹬白底黑面高帮旅游鞋，板寸头，肩
背笔挺。我怀疑老先生从前是个军人，一旁
他的邻居指出并非如此；又指认其经常在
村广场的运动区拿大顶，面色才能看上去
十分红润。老先生来得早，去得迟，寒风赶
不走。他自备的句子一成不变：门纳春夏秋
冬福，户趁东西南北潮；横披：今年更比去
年好。那邻居取笑他，这属于一模一样的衬
衣买了几打，你虽则日日在换，我们看来年
年不换。他听了毫不动摇：你打不倒我！

唯一于不变中求变的，是他每年留心

找不同的人来写。形可不同意必同，以此维
持门面的惊人架势。

老先生临走时口头回赠志愿者两句：
落花时节又逢君，有暖；飘雪时节又逢君，
更暖。

留作明年接头的暗号吧。大家回应。
所有的春联迟早会被人相中。往年收

摊之际，会有个别人骑着电动车百米冲刺
过来。戴着头盔，看不清面目。这些大忙人，
才说声我来迟了，就完成全场扫视。有现成
的三两副，掳了就走。一声谢谢清晰可闻，
等到第二声已连人带声依稀。

今天落单的村民赶来，所在的这个点
不幸已是一片白地，大家准备打包走人。这
位壮年男子走出从容不迫，好一阵子才搓
手站定，笑眯眯的看甲，又看乙，再看丙：我
才从城里回村，打那头看过来，红火着呢，
以为还有不少对子。原来这批志愿者冻出
经验了，今日别出心裁地佩戴了一色的大
红羊绒围巾，护着脖颈又宽又沉地垂挂到
衣襟———把他们带回家就是现成的春联。
当中一个赶紧重新打开笔墨。

天色稍晚了，寒意相逼更甚。环望四周，
一顿大寒，百草凋伏，原野大面积的苍黄。

当所有新春联出发换下站岗了一整
年的旧春联———我更愿意将它们看成花
与花火，绽放在人家的门户直至海面。绵
延几千年，按时冲破自然的轮回萧瑟，先
于春天令世间生机勃勃。让回家的人、尚
在漂泊的人，无论何季何日，一抬头，先是
耀眼的腊月红，再是唠叨的祝福，总是亘
古常新的信念，累积出骨子里愈加深沉坚
韧的热烈。

腊月红
姻 诗林

象山颂

姻 乡土

二、竞买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均可单独申请参加本次竞买，但被列入土地出让黑名单，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拍卖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通过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http://land.zjgtjy.cn/GTJY_ZJ）进行。申请人须办理数字证书，符合竞买要求，并按要求足

额缴纳竞买保证金，方可参加网上拍卖活动。

四、拍卖报名及拍卖开始时间

拍卖报名时间：2021年 3月 1日 9:00至 3月 15日 16:00;地块一拍卖开始时间：2021年 3月 16日 9:00；地块二拍卖开始时间：2021年 3月 16日 9:20；地块三拍

卖开始时间：2021年 3月 16日 9:40；地块四拍卖开始时间：2021年 3月 16日 10:00；地块五拍卖开始时间：2021年 3月 16日 10:20；地块六拍卖开始时间：2021年 3

月 16日 10:40；地块七拍卖开始时间：2021年 3月 16日 11:00；地块八拍卖开始时间：2021年 3月 16日 11:20；地块九拍卖开始时间：2021年 3月 16日 14:00；地块十

拍卖开始时间：2021年 3月 16日 14:20；地块十一拍卖开始时间：2021年 3月 16日 14:40；地块十二拍卖开始时间：2021年 3月 16日 15:00；地块十三拍卖开始时间：

2021年 3月 16日 15:20；地块十四拍卖开始时间：2021年 3月 16日 15:40；地块十五拍卖开始时间：2021年 3月 16日 16:00。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不设底价，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地块一、地块九、地块十三、地块十五当竞买报价分别超过 9978万元、3161万

元、1856万元、8466万元（约 50%）时，转入投报配建保障性住房程序，按投报面积最高者确定竞得入选人。

六、有关其他事宜详见须知、规划条件等拍卖出让文件。拍卖出让文件及地块相关资料，可以登录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浏览或下载。

咨询电话：0574-89522058 联系人：王女士

象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 2月 23日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浙江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交易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经象山县人民政府批准，决定拍卖出让以下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概况、规划指标、起始价、保证金等要求

所有地块均位于象山县爵溪街道牛昌咀-箩箕湾-下沙湾区块，地块一位于亚帆东路西侧；地块二位于盘山公路西南角；地块三位于盘山公路西南角；地块四位于盘山
公路西南角；地块五位于盘山公路南侧；地块六位于盘山公路南侧；地块七位于盘山公路南侧；地块八位于盘山公路南侧；地块九位于亚帆北路北侧；地块十位于亚帆北路

南侧；地块十一位于亚帆北路西侧；地块十二位于盘山公路南侧；地块十三位于亚帆北路西侧；地块十四位于亚帆北路西侧；地块十五位于亚帆东路西侧。

象山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象自然资规出告字〔2021〕5号

编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地 块

象山县牛昌咀 -箩箕湾 -下沙湾区块 ZX30-01-30地块

象山县牛昌咀 -箩箕湾 -下沙湾区块 ZX30-02-06a地块

象山县牛昌咀 -箩箕湾 -下沙湾区块 ZX30-02-06b地块

象山县牛昌咀 -箩箕湾 -下沙湾区块 ZX30-02-07b地块

象山县牛昌咀 -箩箕湾 -下沙湾区块 ZX30-02-10a地块

象山县牛昌咀 -箩箕湾 -下沙湾区块 ZX30-02-11a地块

象山县牛昌咀 -箩箕湾 -下沙湾区块 ZX30-02-12b地块

象山县牛昌咀 -箩箕湾 -下沙湾区块 ZX30-02-12c地块

象山县牛昌咀 -箩箕湾 -下沙湾区块 ZX30-02-15地块

象山县牛昌咀 -箩箕湾 -下沙湾区块 ZX30-02-16a地块

象山县牛昌咀 -箩箕湾 -下沙湾区块 ZX30-02-16b地块

象山县牛昌咀 -箩箕湾 -下沙湾区块 ZX30-02-16c地块

象山县牛昌咀 -箩箕湾 -下沙湾区块 ZX30-02-16e地块

象山县牛昌咀 -箩箕湾 -下沙湾区块 ZX30-02-17a地块

象山县牛昌咀 -箩箕湾 -下沙湾区块 ZX30-02-20地块

出让面积（m2）

57056

18528

10879

22564

33979

3340

3415

3419

18284

10948

4755

2574

11196

11960

45477

土地用途

住宅及配套用地

旅馆、零售商业、餐饮、商务金融、娱乐 用地

旅馆、零售商业、餐饮、商务金融、娱乐 用地

旅馆、零售商业、餐饮、商务金融、娱乐 用地

旅馆、零售商业、餐饮、商务金融、娱乐 用地

旅馆、零售商业、餐饮、商务金融、娱乐 用地

旅馆、零售商业、餐饮、商务金融、娱乐 用地

旅馆、零售商业、餐饮、商务金融、娱乐 用地

住宅及配套用地

旅馆、零售商业、餐饮、商务金融、娱乐 用地

旅馆、零售商业、餐饮、商务金融、娱乐 用地

旅馆、零售商业、餐饮、商务金融、娱乐 用地

住宅及配套用地

教育用地

住宅及配套用地

使用年限

7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70年

40年

40年

40年

70年

50年

70年

容积率

1.0＜FAR≤1.2（不包括地下空间）

1.3（不包括地下空间）

1.3（不包括地下空间）

1.3（不包括地下空间）

1.3（不包括地下空间）

1.3（不包括地下空间）

1.3（不包括地下空间）

1.3（不包括地下空间）

1.0＜FAR≤1.01（不包括地下空间）

1.3（不包括地下空间）

1.3（不包括地下空间）

1.3（不包括地下空间）

1.0＜FAR≤1.01（不包括地下空间）

FAR≤0.5（不包括地下空间）

1.0＜FAR≤1.01（不包括地下空间）

建筑密度（%）

BD≤35

BD≤30

BD≤30

BD≤30

BD≤30

BD≤30

BD≤30

BD≤30

BD≤35

BD≤30

BD≤30

BD≤30

BD≤35

BD≤25

BD≤35

绿地率（%）

30

不小于 25%

不小于 25%

不小于 25%

不小于 25%

不小于 25%

不小于 25%

不小于 25%

30

不小于 25%

不小于 25%

不小于 25%

30

35

30

起始价(万元)

6978

1743

1024

2123

3197

314

321

322

2161

1030

447

242

1256

718

5666

保证金(万元）

2093

523

307

637

959

94

96

97

648

309

134

73

377

215

1700

象山港
XIANG SHAN 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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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象山都挺好

郭杰

曾经，我是粒任性狂野的种子
不甘心重复父辈们终老的轨迹
固执的认定远方的原野广阔自在
向往终于在一场春雨中长大
便头也不回从黑土地怀里挣脱出来

我在东海岸热土停住搜寻鼠标
把自己连同全家的抱负都种了下去
然后用心萌芽抽叶成葳蕤的期待
就想拿满身的花朵籽实去交换认可
活出亲人喜欢众多羡慕的姿态
每天裸露在大片寻常植物当中
我以我的相貌身形及品性立世
调动周身热情秀出不一样的色彩
即便有上好才艺也不需要尖利的口哨
可以没有尊贵但位置不可替代

可是，我无法摆脱外来物种的宿命
愿望常被本能包裹着的屏障挫败
尽管努力粗壮根须没放弃往里深埋
而祖籍、筋脉、履历是不能退还的标签
渗入血液的乡音和率性总会把我出卖

我携带着北方的气味和平原的秉性
从原本富庶而今荒芜的黑土地来
在这片丘陵水泽踩下深浅坑洼的屐痕
自以为是山坡上了不起的风景
容纳飞禽随意栖落繁育后代
鄙视花丛中的蝴蝶射出妒忌的口水
我安得下身家却融不进他乡水土
宁愿另外搭建一方唱红的舞台
学会使劲奔跑后把心灵放逐野外
风平浪静了坐在蓬松的沙滩极目看海

我迷恋江南一轮又一轮的缤纷花事
也在烈日嚣张时狠狠想念朔雪的莹白
年纪越大越是拉紧故乡长长的丝带
于是，年年化身候鸟往返不变更的线路
回到最初的栖息地和亲情疯个痛快

对于种子而言，有饱满的内容才好
重要的是给滋养自己的天空捧出多少爱
即便投掷的光阴与得失不可称量
也不埋怨二十年前命运的选择
更珍重躁动的青春成就了我的现在

我是黑土地
的种子

渔家汉子 边少卿/摄

http://land.zjgtjy.cn/GTJY_ZJ
mailto:xsbswwf@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