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0年1月23日 星期四

■编辑：王广兰 电话：22350053 E-mail:mqmcb@163.com

■更多资讯 详见

闽清新闻网 www.mqxww.com
白 岩 山梅 城 报

经闽清县人民政府批准(梅政综
[2020]5 号),闽清县自然资源局(以下简
称出让单位)决定公开挂牌出让 1 幅地
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
划指标要求

二、申请人范围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
买。申请人若联合申请，须签订联合申
请协议书。

2、在本县辖区内仍有欠缴土地出让
价款的、曾有放弃竞得标的造成违约的
及纳入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单位
和个人不得参加竞买。

三、挂牌方式及竞价办法
1、采取在“福建省土地使用权出让

管理系统（网上交易模块）”挂牌的方式
进行。 竞买申请人登录“福建省土地使
用权出让管理系统（网上交易模块）”
（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注册登记，提
出竞买申请，经出让单位审查确认，获
得登录网上交易系统的竞买号和初始

交易密码，在规定的期间内登录网上交
易系统进行网上报价和竞买等。

2、竞买人初次报价可等于或大于挂
牌起始价，之后每次报价必须比当前最
高报价递增一个加价幅度以上的价格
（不要求按加价幅度的整数倍报价）。
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
得人。

四、挂牌出让活动的时间
1.竞买申请的报名起始时间：2020

年2月2日8时0分0秒至2020年2月11
日16时0分0秒

2.挂牌交易期限：2020年2月3日8
时0分0秒至2020年2月14日16时0分
0秒

3.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2020
年2月11日16时0分0秒

4.网上交易系统接收、确认数据信
息的时间以系统服务器自动记录的时

间为准。
五、其他需要告知的事项
1、竞买申请人应认真阅读交易须

知，并在竞买申请的报名时间内向挂牌
人扫描上传竞买申请书、竞买承诺书、
企业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证明、授权
委托书和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竞买保
证金的缴款凭证等相关证明文件，并在
规定的期间内登录网上交易系统进行
网上报价和竞买。

2、竞得人可凭《成交确认书》向闽清
县有关部门申请项目立项、环境评价、
工商注册等相关手续；竞得人未取得项
目核准（备案）、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
的，不得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在约定
的动工开发日期前竞得人未取得项目
核准（备案）、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
的，解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并在扣除由竞买保证金转作受让地

块土地出让金的30%后，退还其余已缴
纳的土地出让金（不计利息）。

六、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
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本公告内
容与出让文件不一致的，以出让文件为
准。

七、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闽清县台山路 108 号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四楼地产中心
联 系 人：黄先生
联系电话：0591-62300696
开户单位：闽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开 户 行：中国农业银行闽清县支

行
帐号：13185101040000146

闽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

闽清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梅自然[2020]002 号

受委托，我司定于 2020 年 2 月
12 日上午 10 时在闽清县梅溪镇闽
江大道9号锦绣闽江11号楼四楼闽
清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交易大
厅公开拍卖位于闽清县梅溪镇闽江
大道9号梅溪新城安置区锦绣闽江
1期3#、10#、11#楼部分商业店面
（建筑面积约7686.97平方米，含公
摊面积）及46个商业配套车位十年
租赁权，拍卖参考价首年租金92.25
万元，竞买保证金100万元整。

特别说明：1、以上标的整体打
包租赁，不分租；

2、竞买人应为资信良好的境内
企业法人，注册资本1000万元（含）
以上，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无不良
记录，具备综合运营能力，目前已在
运营的商业资产面积不低于 7000
平方米（须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包括
合同原件及租金支付银行凭证原
件）。

有意者即日起均可咨询详情、
联系看样，并于2020年2月10日下
午 5 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以到账
时间为准）到指定账户并持相关凭

证和证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详可
情登录公司网站 www.fypmh.com
及微信公众号“福建方圆拍卖”查
询。

看样时间：即日起至 2020 年 2
月10日17时（预约看样）

联 系 电 话 ：0591—87534343、
18960762636（林女士）

报名地址：闽清县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四楼

报名时间：2020年2月11日上
午9时-17时

公司地址：福州市杨桥东路19
号衣锦华庭一期1号楼302室

福建方圆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元月21日

中国AAA级拍卖企业

租赁权拍卖公告

序
号

1

宗地号

2020002

土地
位置

金沙镇
沃头村

土地面积
(平方米)

7177

土地用途及出让年限

工业用地(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面积 7177平
方米、出让年限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0.9≤容
积率≤

3.0

建筑密度

建筑系数
≥40%

绿地率
10%≤绿
地率≤
20%

起始价
(万元)

129.2

竞买保证
金(万元)

54

挂牌阶段及拍卖
阶段加价最低幅

度(万元)

1

其它条件

其它规划要求等详见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关于金沙镇沃头村一幅

地块的出让规划条件》

在一个堪称“夕阳山外
山”的村子里，几座低矮的青
瓦房散落在群山翠林中，旁边
一塘池水，间或几条锦鲤悠然
浮动....，这便是奶奶家了。它
朴素、清幽，富有年代感，但最
让我印象深刻的却是它的厨
房和堪称老物件的大灶台。

许久回来一次，一切熟悉
又陌生。老旧的厨房里产生
了不少变化：冰箱、热水器、电
磁炉、电饭煲纷纷入驻，与光
线微暗的老屋构筑出一种违
和又有序的氛围，可当我见到
那个黑黢黢的大家伙——老
灶台时，一股难言的亲切感便
油然而生。砖块砌就的它，厚
实而又沉默地占据了厨房的
一小半空间，长年累
月的烟薰火燎给它
着上了炭黑色，土里
土气又洋溢着十足
的人间烟火味。

灶 台 不 是 一 个
“台 ”，它 是 有 生 命
的，倚墙处衔接着藏
在墙心的烟囱，日日
吞吐着炊烟；平台里
嵌着的两口大铁锅，
微微冒着热气；比盾
牌还大的圆木盖下
面 ，生 产 着 各 种 美
味。台前的位置是
奶奶的工作位；灶台
下是烧火的膛口，一
条矮木凳，一垛垒好
的柴条，一把黑色的
长脚柴火钳，是“伙伕”的全部
设备，这也是我和表姐、堂妹
们竞争上岗的地方。

年节期间，姑姑、伯伯和
我三小家子都回来团聚，以大
灶为核心的厨房就分外热
闹。我总是早早地占据灶膛
前的木凳，那个小空间充实、
暖和。我一边听着大人们闲
扯，一边关注着奶奶的举动，
一看到她站起身，磨磨手，一
幅准备作饭的架势，就迫不及
待地生火。我可是个“点火专
家”，从墙角的柴火堆里抓几
把容易燃着的柴草塞入灶膛，
再在上头架几片干燥的木条，
抽出一根火柴利索地擦出一
苗桔黄的火焰，准确地投在柴
草上，看它在灶膛里长大，一
会儿工夫就舔着锅底了。大

灶正式运转，一家老小齐上场
的表演开幕了。

奶奶掀开锅盖，感受一下
温度，就拿起油壶，顺锅壁浇
上半圈，滋啦滋啦声中，一股
油香腾起，然后是肉菜下锅，
在铲动、闷煮间，家的温馨弥
漫起来。就像收到信号一般，
一家女眷都围着灶台忙起
来。姑姑和伯母负责清洗，她
们熟练地将一种一种食材洗
净、控水、分装，一下子就摆出
一溜搭配有序的菜盆子队列；
妈妈则占据那个切菜的木墩，
以勤劳又贤惠的姿势上阵，在
一串“夺夺夺”的刀刃与木墩
交响乐中，瓜菜薯椒肉块都化
成了美味佳肴的雏形；灶台前

的奶奶，一手举着偌
大的锅盖，一手操着
闪亮的锅铲，淡定从
容，在烟雾里依稀缥
缈 着 几 分 大 将 风
度。表姐和堂妹则
与我扎堆，一起挤在

“伙伕”的专属小板
凳上，三双亮晶晶的
眼睛盯着火焰，脸颊
烤得通红，你一支我
一支争先恐后地添
柴火，不懈地维持着
灶膛里的辉煌。听
着锅中食材烹煮的
声响，看着一缕缕夹
带着香味的蒸气升
起，我们心里涌动着
满满的成就感。灶

台上下，一家三代，和谐有序，
农家的年节味如此浓郁。我
不禁失神地陶醉于这样一幅
有温度、有气息的图景里。

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单
元房里小家庭的我来说，大灶
台虽然简陋质朴，但是却具有
整洁有序的现代化厨房所没
有的温度和意境。一山村、一
农户、一厨房、一灶台、一大家
子，在时代的节奏里越来越
out,慢慢的成为了老物件，但

“大灶台炒出来的菜，就是
香！”，却是它独有并悠久的魅
力。

老

灶

台

○

池
思
雨

学生习作学生习作

梦幻黄楮林 王大铿 摄

岁唤清新又一年，春风化雨润心田。

碧溪嫩柳开颜笑，野岸红桃伴醉眠。

日晓云霞相逗趣，天和草木共争妍。

忘归紫燕忙飞筑，似锦前程圆梦先。

七 律

新春寄望
○ 陈孝贤

小弟的儿子满月，母亲说要回
老家办酒席，家里老人还健在但没
办法坐车过来喝酒，而且我们家下
一次办喜事要等小孩结婚了，谁还
等得起呢？我们姐弟四人听后自然
欣喜。

从确定日期起，我就寝食无心，
并不是近乡情怯，而是由于一种梦
幻成真的恍惚和惶惶不安。老家最
后一次办酒席是在什么时候？是奶
奶八十大寿的时候，如今奶奶已离
去十六年了。我们姐弟四人的婚事
也都没在老家办过。

回老家的路，总是那么漫长。
车外的一山一水，吸引着儿子的目
光。旋转的车轮，夹杂着我复杂的
心跳。闭上眼，故乡仿佛就在眼前，
童年仿佛就在昨天……

临 近 中 午 ，我 们 到 达 老 家 门
口。刚下车，一群乡邻便热情地围
了上来，伯母迭声唤着我的小名，喜
滋滋地把我儿子拢在怀里。我牵着
儿子让他认识一下老家的亲人，本
想好好聊聊，可儿子已经迫不及待
地拉着我的手说：“妈妈，妈妈！快
带我去看看你小时候住的房间。”奶
奶过世后，我们把老家卖了一半给
同姓人。我带着儿子到我曾经住的
房间，儿子趴在窗户看，屋里除了地
砖不变，陈设与过去已全然不同。
我抬头看看窗户两边贴着的对联，
那是从街上买来的，纸质很好，快一
年了看上去还很新。我不由地想起
了爷爷……爷爷的毛笔
字写得好。每逢春节他
都要铺开红纸，研墨书
写。有一年，他鼓励已
上小学的我自己写，我
欣然从命。练了一个多
星期后歪歪扭扭地写了
一幅对联贴在自己的房
门上，沾沾自喜！那是
我最早的作品，观者仅
限于家人和左邻右舍。
如今虽说也练字，但再
也没有勇气往墙上贴
了！和大多数人家一
样，每逢春节，例行公事
般地到街上购买春联。

儿子对家里的木楼
梯很感兴趣，爬上侧房
二楼，楼梯没有护栏，我不放心，只
好紧跟着他。楼下是一片菜地，记
得奶奶在时，菜地里都是绿色，一块
小葱，两垄小白菜，三垄茄子，辣椒
点缀其间，歪歪扭扭的木栅栏底下
种上了丝瓜和豆角，藤蔓茎须顺着
栅栏攀爬而上……如今，菜园通往
祠堂的小路上拴着两条脏兮兮的哈
巴狗，抬头冲着我们汪汪大叫，丝毫
不觉得是自己侵占了我记忆中的领
土，倒像是我们冒犯了它们的区
域。另一边的楼梯是通往厨房天坪
的，儿时我们姐弟几个经常拿着叉
子站在上面叉梨吃，如今梨树也没
了，新东家说梨树太高了，梨子掉落
把瓦片都砸碎了。天坪右侧的砖头
是乌黑的，因为那边墙上有烟囱。
我多久没见过暮色苍茫时房屋飘出
的炊烟？尽管有，却再也见不到最
美的那一缕了。奶奶走了，把老家
也带走了……

老家的门前有一大片齐整的菜
田，菜田前有一条河。小家伙对这
里的一切都感到很新奇，不顾我的
吆喝，便和表哥表姐们欢快地奔向
桥边。站在桥上，看河里有没有小
鱼，不时捡起石子扔进河里。小家
伙当然不知道这里充满了我青涩的
记忆。年少的我，就是沿着这条流
梦的河，从故乡的田间大道到尘土
飞扬的砂石路，再到宽阔的城市大
道。我的灵魂在喧嚣的尘世间游荡
着，在繁琐的工作中飘泊着，当梦想
一次次遭遇现实，饱受千般委屈万

般无奈之后，乡愁便扑面而来！
开席时间到了，我领着孩子们

回到了厅堂，和母亲一起请乡人们
入了座。阿钗哥的厨艺很棒。这些
年，他买了一辆货车，领着自己的小
团队，东奔西走为人承办酒席。今
天的菜色很好，花样很多，味道也
美，一点也不输给城里酒店做的。
可我还是觉得少了点什么？记忆
中，老家风俗淳厚，生活俭朴。但在
喜事上，仪式是很隆重，排场是很讲
究的。无论穷家富户，平时省吃俭
用，遇到办喜事，那就有多少花多
少，一点也不心疼的。村里有个传
统，一家有事百家喜。一到办酒席，
一些走动比较近的邻居和亲戚就成
了免费的帮工，择菜、洗碗、端盘子、
砌灶、生火等，分工明确。帮忙的人
越多，东家就越有面子。乡下酒席
不像城里那样，一股脑儿把所点的
菜品全都上齐。乡下酒席是慢慢
上，厨师瞅准时机，及时把刚出锅的
热菜端上餐桌。几道热菜上锅，乡
亲们便开始轮番敬酒，通关下来，倘
若余兴不减，还可找对手划拳行令，
最后相互搀扶，跌跌撞撞蹒跚而
去。真是“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
得醉人归。”记忆中，爷爷奶奶的寿
宴即是如此！

宴席结束，我们和叔伯们在院
子里聊天。突然听到有人在背后喊
我的小名，熟悉的声音，是阿花婆，
我转过身，她抓住我的手，说我好久

没回来了。我看见阿花
婆的脸上都是伤疤，眼
角周围的伤口还渗着黄
色的液体。我连忙问她
是怎么回事。阿花婆说
公公晚上用摩托车载她
的时候，看不清路，摔
的。我听后顿觉心酸，
两位老人年纪大了，唯
一的女儿又远嫁外地。
阿花婆摸着我儿子的头
说：“孩子这么大了，乖，
叫老外婆。”儿子乖巧地
叫了一声。我突然记起
她的孙子一直都是她在
带 ，连 忙 问 她 孙 子 在
哪？阿花婆小声地说过
继给孩子姨婆了。我很

震惊。阿花婆说她们夫妇年纪大
了，照顾不好也教育不好孩子。她
姐姐夫妇都是当老师的，没有孙子，
会好好待孩子的。我不知道该说什
么。阿花婆一生无子，好不容易有
个愿意随这边姓的孙子，又过继给
了别人。我不知道这其中的具体情
况，也不知道孩子父母是如何想的，
我已是百感交集。阿花婆絮絮叨叨
又说了很多，她说孙子很聪明，跟她
说永远不会忘了省璜的奶奶……

隔壁的阿畴婶也过来了，穿着
红色的呢大衣，留着时尚的短发，一
手牵着小孙女。这么多年没见，她
是越活越精致了。婶婶生了三个儿
子，都挺本事的。我问婶婶这个小
孙女是哪个儿子的，婶婶说是大儿
子的，他生了3个女儿，这是老大，还
有一对双胞胎，可惜没有儿子。我
笑着说，这是风水好啊，我们苏家都
是女儿比儿子本事，日后有福呢！
婶婶也笑着说男女都一样。其实想
想，人生哪能都如意呢？太过圆满
了，就不是人生；太过缺憾，又会让
人对生命无所留恋。万事求得半称
心就足够了！

夕阳西下，离别的时刻到了。
阿花婆拉着我的手，千叮咛万嘱咐
要常回来看看，这个家我们有份！
我站在门口，回头看了看老家，眼泪
成诗……佛家强调轮回，从哪里来，
回哪里去，我这样一个从乡野中走
来的人，必然也会回到乡野中去吧！

老

家

○

苏
莉
雯

岁月匆匆。屈指算来，我离开故乡
不知不觉都快 70 年了，而我的故乡情
结，不但没有淡漠，反倒越加浓郁。“举
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暮年闲居，偶
有所感，便会触动乡思这根弦。有好几
回，我甚至在梦里回到了故乡。

梦回故乡，就回到了南方的那个秀
美的山村。一个不大的橄榄形盆地，在
连绵起伏的群山环抱之中。盆地中间
有一条小溪穿流而过。小溪两旁，阡陌
纵横，稻田片片，向外伸展，直到与山脚
边的梯田相连。一个个农家小院就错
落其间。小溪上的一座木桥把村庄连
在了一起。不知多少次，我曾跨过这座
木桥，离开故乡；又不知多少次，再走过
它时，就找回了到家的感觉。村里那些
斑驳的院墙，剥蚀的廊柱，仿佛都在向
我们诉说着山村的古老与沧桑。我至
今还记得大人们给我们讲述的“下南洋
（今马来西亚）”的故事。我儿时见过的
一位堂叔就去过南洋。据说，他走时空
空两手，孤身一人，不知去了多少年，回
来时依旧是两手空空，孑然一身。这些
听不完的辛酸故事，让我从小就触摸到
苦难，也培育了同情。

梦回故乡，就回到了农家的田园生
活。没有城市的拥挤，也没有都会的喧
嚣。清晨，太阳还没从山后爬上来，牛
群已在牧童的驱赶下出栏上路，田间也
响起了犁田的农夫们吆喝牲口的悠扬
长调。菜园里、山坡上，随处可见戴着
斗笠的人们，三三两两。村子里鸡鸣狗
吠，一天的辛劳又开始了。有时，我也
跟随大人们下田耕作，在炎炎的烈日
下，汗流浃背。夕阳终于西下，袅袅的
炊烟四起，鸭群在长长的竹竿的驱赶下
拍打着翅膀，开始奔回鸭舍。我们也跟
着收工了。晚饭后，一家人在院子里乘
凉聊天，来消解一天的劳累。每当这种
时候，母亲的手里总是捎带着纳鞋底、
搓蔴线之类的活，从不闲着。从小在农
村长大，使我对农家的艰辛有深切的感

受，也就懂得了珍惜。
故乡总是与童年联系在一起。梦

回故乡，也就回到了童年。我的童年没
有儿歌，也没有童话，只有真实世界的
小溪、田野和山林。和小伙伴们上山采
蘑菇、下河捞鱼虾、田间拾稻穗，广阔的
大自然就是我的幼儿园。那时，也学着
种南瓜，每天浇水施肥，看着它开花结
果、一天天长大，心中充满了喜悦。没
有“大白兔”（奶糖），更没听说过冰激
凌，最好吃的就是母亲过年时才做的糖
豆。日子虽然清贫，但没有烦恼，不知
忧愁。童年留下的记忆，是乡间孩子所
特有的快乐。

梦回故乡，也就回到了乡亲们中
间。那一张张面孔，都那么熟悉，只是
增添了许多岁月的皱痕。又听到了儿

时的呼唤，听起来是那么亲切。一次，
竟围来了一大帮大叔大伯们。他们知
道我在京城工作，还坐过飞机，于是都
想问问：金銮殿是什么样子，见到毛主
席没有，在天上飞着有什么感觉。与新
一代农民不同，他们一辈子都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默默奉献，从未见过外面
的世界。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淳朴和
善良，勤劳与坚韧。他们这种看似普通
实则高贵的品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也深深地影响了我。

在梦里 ，故乡是那么清晰，醒来时，
反倒有些朦胧。也许是因为多年不曾
回去的缘故吧。随着年岁的增加，回乡
也变得越来越不容易。一想到关山阻
隔万千重，不免会引发“日暮乡关何处
是”的感叹。看来，故乡真的是渐行渐
远了。但是，无论如何远隔，在我的心
里，山是故乡美，水是故乡秀；月是故乡
明，人是故乡亲的情怀，是永远也抹不
掉的。

啊，故乡! 思悠悠，情悠悠，绵绵乡
思何时休？恰似那村中的溪水涓涓流。

梦 回 故 乡
○ 傅济熙





























号角又吹新岁曲，鹏程更谱锦春诗。

新年福运兴门第，盛世春光暖宇寰。

国逢盛世，城乡臻富丽；
岁贺新春，日月兆康宁。

初心不忘富民志，使命长怀强国情。

中华世盛河山秀，大地春和日月新。

脱困同奔圆梦路，扶贫欣启暖心春。

玉兔飞天欣探月，蛟龙潜海巧寻春。

乡村共筑振兴梦，华夏齐迎得意春。

美丽乾坤春景瑞，和谐玉宇福天清。

今日新苗滋玉露，他时良栋舞春风。

庚子年新春联
○ 陈孝贤

枫叶飘红辞旧岁，梅花吐艳纳新年。

国家昌盛凯歌奏，百姓殷饶乐业连。

今绘蓝图已归整，心藏愿景可期圆。

坦然迈步从头越，漫漫征途勇向前。

新 年
○ 林洪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