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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穿过!刚峰林"#去参观!济饥
堂"$

海瑞号刚峰# 这片山岭取名 !刚
峰"#是淳安人一种情感的寄托$刚峰岭
上千竿耸翠#万枝攒绿$ !宁可食无肉#

不可居无竹"#这是苏东坡的生活情趣$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
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是
郑板桥的品格追求$!劲节有高致#清声
无俗喧"#刚峰岭上的竹子#不是情趣的
演绎#也非个性的峥嵘#而是淳安人心
中一个美好的文化意象%%%刚正不阿&

为民请命&犯颜死谏的海瑞#早已化作
刚峰岭上这一片朗朗清气$

我们来到了!济饥堂"$

!济饥堂"主要展示海瑞为了帮助
百姓克服饥荒而开发的农特产品$根据
海瑞'淳安政事录(中!草木济饥赋"记
载#海瑞在淳安任职期间#曾发生大面
积自然灾害#洪水淹没了农田#百姓流
离失所#若不及时解决温饱问题#百姓
大量外流将严重影响生产恢复$海瑞心
急如焚#深入民间调查&问询&探寻#发
现黄荆叶&葛根&松花粉&麻栎果等大量
山货可以加工成食物#于是发动乡民上
山采集#经加工#制作出神仙豆腐&葛粉
饼&孝母饼&松花粉饼&状元菜等#成功

帮助百姓度过了灾年$ 如今# 海瑞当年开发的食品通过改
良#加工成有机&绿色的!名湖"系列土特产#成为人们喜爱
的健康食品$

走出!济饥堂"#我们眼前是一座仿古凉亭%%%三不亭$

!三不"就是!不偷&不抢&不讨"#这是海瑞在淳安极力倡导
的社会道德基本准则#是海瑞治理社会所追求的朴素理想$

四百五十年以后的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有了更高的目标#但
淳化民风仍然是基础工程$亭中匆匆过#!三不"留心中$!三
不"很朴素#就像这座石亭$哲学家说#朴素是酝酿力量的源
泉#是和谐社会的外晕与光芒$

!龙山牌坊"

抬头看#!龙山牌坊"赫然矗立在石阶尽头$据说这座牌
坊#原系南宋年间淳安人方逢辰高中状元后皇帝赐建$

众所周知#龙是中华民族崇拜的图腾#是喜庆吉祥的象
征$ 旧时龙山的石峡书院#曾是全国著名学府$ 龙柱和龙门
立于龙山#就有了如此内涵)龙绕大柱#象征石峡书院的学
子经过寒窗苦读#终将成为栋梁之材*状元及第日#便是身
登龙门时$

现在的牌坊是
!"""

年改建的$ 皇帝赐建的牌坊#建于
龙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龙门"$ 大家看

#

六根粗大的龙柱#

分列石阶左右#预示攀登者!好事成双#六六大顺"$ 此时此
刻#大家一定是脚底生风#跃跃欲试吧+

那么#请拾级而上#一步一步#跨上!龙门"前的三级平
台#穿过龙门#去体验古代学子!解元&会元&状元"三元及第
的艰辛和喜悦吧

$

!石峡书院
!

正门
!

概况
!

书院正厅
!

书院学堂
!

先贤祠
与三县魁

!

居仁斋"

现在我们来到了石峡书院正门$

始于淳安大山里的负薪苦读#最终走向北京的'人民日
报(社原社长&著名书法家邵华泽中将#为!石峡书院"题写
了新的匾额$ 两侧的楹联#说的是这样一段佳话)

南宋淳佑七年,

%!&'

年-#淳安人黄蜕中了!榜眼"$ 事
隔三年#淳安人方梦魁&方逢振兄弟俩同登进士榜#方梦魁
继而中了头名状元#被宋理宗赐名方逢辰$ 咸淳元年,

%!()

年-淳安人何梦桂考上了!探花"$当宋度宗得知何梦桂和黄
蜕&方逢辰同出石峡书院#龙颜大悦#立即题匾并御赐一联)

!一门登两第#百里足三元$ "石峡书院从此声名远播#成为
全国著名书院$

石峡书院悠久的历史#始于南宋淳熙元年,公元
%%'&

年-$原址在龙山北麓#因!其地俯临石峡"而得名$书院创建
伊始#内设知行&颜乐两堂#配设居仁&由义&复礼&近知四
斋#以及周&程&张&朱四先生祠#自宋代创建#历经元&明&清
和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八百多年历史#其间虽有废时#但又
数次重建&重修#直到

%*)*

年新安江水库形成#石峡书院沦
入水域$

眼前古朴典雅的石峡书院# 是
!"""

年
(

月破土动工#

!""%

年
(

月建成的$ 书院占地
%%"""

平方米$ 一厅一堂,书
院学堂-一祠,先贤祠-两斋,复礼斋&居仁斋-组成的这座徽
派建筑#秉承!修旧如旧#保持原貌"的宗旨#它的砖瓦&梁柱
等材料全部来自淳安乡间的古祠堂$重建的石峡书院#过去
那份影子还在#在青砖黛瓦的颜色中*过去那份韵味还在#

在榫卯斗拱的细节里$

水下的狮城和岸上的姜家
"

詹黎平

那已经是一页翻过去的历史$ 狮城沉睡湖底#平静安详$ 直
到几年前的某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播出了一条轰动的
爆炸性新闻#说是在千岛湖底#发现了一座千年古城#电视画面
上还出现了在水下拍摄的保存较完整的古城墙$

一
水下的狮城#是老遂安县城$

所谓的水下#当然是实在的&物质的水底下$

城#是座古城*水#则是!千岛湖"的湖水$ 如今的地图上已
经找不到这个被简称为!狮城"的老遂安县城了#它被淹没在千
岛湖的碧波下已经整整五十载$ 即便是作为行政区划的遂安县
也已经不复存在#新安江水库形成后#遂安与淳安两县合并#沿
用县名为淳安$ 从此#在官方正式的文件报刊等文本资料上#有
关浙江省遂安县这样的字词就基本绝迹#除非是极少的回忆性
文字#如县志&文史资料等还有一些关于遂安县的文字记述$ 但
也仅此而已$ 遗忘是人类的天性#为生存而奔波劳顿的人#谁还
记得五十年前#世上还有一个名叫遂安的县呢.

在风景秀丽名声日盛的千岛湖底发现水下古城#可是件非
同寻常的大事件$ 许多人为此激动亢奋#千岛湖则有可能再增
添一个新的旅游热点$ 而这一切均来源于这个我们素昧平生的
古狮城#千岛湖水下的千年古城+

与此相对应的是)土生土长的淳安人倒是比较冷静#特别
是那些年纪较长的#因为他们知道所谓的水下古城#不就是沉
睡湖底多年的狮城嘛#大致方位就在毗邻现在的姜家镇一个叫
茅头尖林场的那块水域吧$ 这是老淳安人和老遂安人都知晓的
事#说!发现"水下古城#好像有点那个$ 虽然过不多久#官方与
媒体对千岛湖水下古城的热情就有所退潮#但#狮城却就此被
惊醒了#仍然沉睡湖底的水下狮城勾起了人们对它的深情回忆
和热烈向往$ 因为#这确实是一个怀旧的好载体#同时迎合了人
们探险&猎奇的欲望$

二
关于狮城#笔者囿于年龄&经历和学识#所见所知所闻并不

多$

笔者出生于文革前夜#那时狮城早已沉入湖底$ 我从襁褓
中乍一睁开瞅世的眼睛# 看见的就是千岛湖那碧绿幽深的湖
水#而我生平所到的第一个县城则是新淳安县城排岭镇%%%现
今已改名叫千岛湖镇$ 真实的狮城#从未见过它的模样$

务虚的狮城也很少见到$ 即使在今天#有关狮城的纪实&图
片等文史资料也是出奇的少$ 兴许是因为狮城被淹正值三年困
难时期#人们饭都吃不饱#哪有闲情逸志和实力去为狮城留影
啊
$

再说#时间又过去了这么久#真正在老狮城长久生活过#对狮
城很熟悉的人已经不多#大多属于国宝级人物#再则#即使是生
活过的#能拍会写的就更少了$ 一直以来#有关狮城的信息我听
到看到的都十分稀罕$ 我的父母亲虽是地道的遂安人#可他们
对狮城也很陌生#这么多年来#双亲说起狮城的事也是颇为难
得$ 我母亲则好像从未到过狮城#说到狮城总是沉默再三无话
可说的样子# 而父亲对狮城的印象仅限于对狮城城墙的记忆#

都是些一鳞半爪&片瓦块砖的印象#其他就再也说不出什么更
生动的细节了$ 这也难怪他们#父亲一九四九年外出当兵#军旅
中度过十三年#期间回乡探亲的次数屈指可数#狮城仅仅路过
一次#当然印象不深$ 母亲则是农村妇女#后到部队当随军家
属#再回老家时#狮城已淹没在新安江水库里了$

对于我们这辈人#水下的狮城更是一个不可望也不可及的
遥远去处#它更像一个梦#一个真实的然而又是不可触摸的梦#

沉淀在集体无意识的深处#任千岛湖水静静冲涮着一千八百年
历史的古城墙$

倘说没到过狮城#其实也不确切$ 事实上#我们经常路过狮
城的上空$ 但不是坐飞机#而是乘船$ 到姜家去#或者从姜家到
县城来#都得经过狮城头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一般乘
的是那种百余座的小火轮#到姜家要三个多小时$ 后来有了高

速客轮#四十四座#单程所需时间一般为一小时十分钟左右$ 那
时#从县城到姜家#快捷的千汾公路尚未开通#千岛湖镇到姜家
镇距离最近的就是走这条水上航道了$

当客轮行至狮城所在的那片极为空旷的湖区#我们并没有
意识到自己正路过狮城#也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轮船轰鸣的
马达声并不会惊忧那些游弋在狮城古城墙垣角落里的鳙鱼鱼
群们$ 狮城在湖底就像著名作家海明威笔下的'乞力马扎罗的
雪(山上的那头沉睡的狮子#冷静#寂寞#与世无争$

三
而姜家镇的兴旺与繁荣则是一件类似于!种瓜得豆"般的

传奇故事$ 毫无疑问#它的兴旺发达得益于狮城的没落$

当年#狮城沉陷湖底并不像庞贝古城被火山毁灭那样让人
措手不及$ 狮城淹没于湖底是一件可预见的&计划内的事$ 新安
江电站建成#形成新安江水库#蓄水高度至坝前可达

%"+

米$ 地
处遂安武强溪冲积小盆地的狮城# 因地势低洼整个已在库内
了$ 因此#狮城大撤退是有序展开的#虽然不能说十分从容$ 不
能十分从容的原因是想不到新安江水库蓄水回流的速度会那
么快#以致狮城的许多建筑物都来不及拆除#这就为五十多年
后的今天在千岛湖底!发现"水下古城埋下了一个始料不及的
漂亮伏笔$

那时的狮城人尽管无比留恋家园#可是此家园已经不可能
再容人生存了$ 有消息传来#狮城即将被快速倒流的回水淹没#

据说如潮水般汹涌的水头已经抵达淳安老县城%%%贺城#形势
紧迫得实在不能容人再作思考&再行拖延之事了#狮城的居民
们只能匆匆地带走一些轻便家具和珍贵的口粮#从狮城乘坐当
时最常见的!小嘎斯"货车后撤搬迁到地势较高距狮城最近的
姜家镇$ 根据政府的事先安排#大约有

*",

的狮城人#迁移到了
姜家#从而造就了姜家镇的繁华一时$

有关姜家镇当年的繁华世道#多年以后仍有许多人津津乐
道#那的确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奇迹$ 姜家镇拥有着几家在
县内属于大型企业的钢铁厂&机床厂&造纸厂等等#产业工人估
计总有数千人吧#总之姜家镇的几条主要街道从早到晚都是人
来人往熙熙攘攘一派繁忙景象$ 人多的地方就有商机#副食品
商店&供销社&百货店&杂货铺&菜场&饮食店&小吃店还有烧饼
铺#应有尽有$ 有些是从狮城搬迁过来的特产&小吃等百年遗
传$ 像今天在全县比较有名气的姜家烧饼&豆腐干#如要追溯其
源头应是来自于水下的狮城$ 那烧饼金黄松脆#又酥又香#味道
正宗$ 我每到姜家#如果时间还比较宽裕的话#总要到街面上转
转#买些烧饼和豆腐干带回去给家人尝鲜$

四
在淳安的几个建制镇里#我比较喜欢姜家$

我的喜欢和偏好其实有许多理由是放不到桌面上去的#比
较另类$ 比如#姜家镇三面环水#上船快捷#不用走很多路#照顾
了笔者比较懒散的心性$ 比如#姜家镇的地势较为平坦&开阔#

令人心情爽朗&愉快$ 比如姜家镇的居民不是很多#镇上比较冷
清#而我则正好喜欢这种安静若素$ 另外#还有一个隐秘也是最
重要的原因#我喜欢!姜家"这个带点女性化的名字$

拆字看!姜家"#!姜"是美女姜的!姜"#与!家"连在一起#就
是美女之家的意思#这多么富有联想和韵味$ 所以#用风情万种
形容姜家#是最贴切不过的$ 我不知道是谁#想出用!风情小镇
山水姜家"作为姜家的形象宣传语#那真是出彩和传神#无端地
就有些钦佩此人# 揣摸他一定是个很有些文化内涵的智者吧$

而这个!姜"字的寓意当然还不只这些*姜#同时也是孟姜女哭
倒长城的姜#情深深意朦朦$ 画家黄永玉说过)!历史一般都由
两种人写成$ 譬如秦始皇写一部#孟姜女写一部$ "这孟姜女写
的是一部至情的历史$ 还有#姜#又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
姜#是智慧的象征#开启了一个历史纪元$ 姜#也是老的辣的姜#

俗称生姜#味鲜美#作调料#去腥气#作民间土方药#感冒了#熬
一碗姜汤#趁热喝下去#往被子里一钻#效果奇好$ 我有两个同

事和朋友#男性#姓姜#就是姜家人$ 刚认识时人家第一次自我
介绍#总先说#我叫姜某某#再强调是美女姜$ 一个粗蛮汉子姓
美女姜#感觉怪异却可爱$ 因而#姜家的确是一个可爱的地名$

遥想当年# 百分之九十的狮城人最后都搬到了姜家去定居#会
不会也是冲着姜家这么个好字儿去的呢. 当然#这纯属笔者的
妄猜#十分不靠谱$ 狮城被淹家园不再#必须移民迁徙背井离乡
的狮城人忧伤尚且不及#哪有时间和兴致去考察姜家镇名字好
听与否$

对于姜家#我还珍藏着一些封存已久的记忆#像一坛酽醇
可口的窖藏老酒$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青春年少的我和一位同
样青春年少的同事春游到姜家$ 那同事是姜家人#是姜家的老
居民#春游到姜家#也就是春游到他家了$ 那位同事姓沈#年龄
长我两岁$ 现在想来#他的长辈应该就是从狮城迁徙到姜家的
那拨吧$ 据沈同事自称#他们家是老居民户#解放前就是$ 春游
那天到他家去过#在姜家镇上的老居民区#一排简陋的平房#屋
子里黑乎乎的#屋子里的老家具也是黑乎乎的看不出年代$

到姜家春游那年我是十八岁#见不多识不广的我#虽然已
在新县城%%%排岭镇学习&工作&生活了好几年#可是第一次到
姜家仍然惊叹于姜家那时的热闹与繁华#无端地就喜欢上了这
个风情万种之地$ 好听的姜家口音,不知是不是也是来源于狮
城. -好吃的姜家烧饼#好看的姜家风情#好友的姜家老家#令人
印象深刻#记忆犹新$

虽然#今日的姜家镇已不能称之为繁华之地了$ 毕竟它是经
济欠发达县的一个西部小镇# 交通也是近一二年才真正得到改
观$ 尽管山水迷离#可随着那几家支撑着姜家镇经济的国营企业
的式微和解散#数千工人作鸟兽散后#姜家镇的住镇居民已越来
越少$ 换个更直接一点的说法是#人气不够旺#尤其是夜幕中的
姜家#有点过于冷清$ 因为人太少#镇子上也没有什么娱乐场所#

不能容纳和满足人们洪水般泛滥的欲望# 是一个朴实的未经任
何修饰和梳妆的小镇$ 我想#后来搬到姜家镇的百分之九十的狮
城人#又有许多人为了谋生而再次迁居异地他乡去了吧.

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五
如今的姜家镇#从拥有的行政区划版图上来说#是个大姜

家$ !撤扩并"后#它甚至合并了在原遂安县拥有!四大名镇"之
称的郭村乡#一个朱熹讲过学#并留下了那首著名的!半亩方塘
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

诗的地方$ 这就使得原本就拥有比较厚实文化渊源的姜家更是
如虎添翼$

而那个已经属于姜家镇范围的郭村乡#比起姜家来#我显
然要更为熟悉一些$ 二〇〇四年春至二〇〇五年夏#我曾在郭
村乡的银峰村当了一年多农村工作指导员#那一年里#我成为
郭村的一分子也就是姜家的一分子$ 我钻进了郭村的心脏#工
作然后生活$ 我就是在那时候#背着一台入门级的单反相机几
乎跑遍了郭村乡的每一个村#用镜头记录我的农村生活$ 我拍
下了郭村的老石桥#拍下了大名鼎鼎的古瀛山书院#还拍下了
章村的老房子老巷道$ 我的这几幅摄影作品被选入了西泠印社
出版的'我与国税这十年(大型书画册$ 也算是为宣传淳安#宣
传姜家作了点小贡献吧$

指导员工作期满后#我离开了郭村#回到单位上班#但我与
住村的房东仍保持着亲戚般的关系$ 可以说#是那种鱼儿离不开
水&瓜儿离不开秧般的关系$ 春天#他们会送我一些从叶祀村的
歙岭顶采摘下来的无污染绿茶*夏天#我如走亲戚一样去村里探
望他们#房东男主人会在门前的小溪里捞起一碗新鲜的小鱼#烧
给我吃*秋天#他们还会给我送来门前屋后种的葛粉$ 虽然都是
些不起眼的土货#但是盛着浓浓的乡情#永远也化不开$ 我得承
认#在郭村工作的一年多时间#是我人生中的一段少有的幸福快
乐的日子#这不仅因为工作的顺利轻松#还因为结识了像房东一
家这样朴实厚道重情重义的朋友$ 我对郭村有感情#爱屋及乌#

从此#我也爱上了与郭村合并的姜家#爱上了这个美女之家$

徐贯尚书一品冠群僚
"

徐树林

明代#淳安有!淳之南文毅公,即商
辂-以三元魁天下*淳之西康懿公,即徐
贯-以一品冠群僚"之称$ 徐贯也是位工
部尚书#和胡拱辰称之为同朝尚书$

徐贯,

%&--!%)"!

-#字原一#蜀阜人$

先祖徐宣于宋宣和年间自龙游沙溪迁至
蜀阜#以打铁为生#俗称!打铁徐"$ 徐贯
乃十二世孙#生而明敏#幼从姚文敏公授
春秋#又从贤师吴福#方汉之学$ 景泰癸
酉,

%&)-

-中举人#登天顺丁丑,

%&)'

-进
士#授兵部主事#因委查军伍有功#升兵
部郎中#表现出!才猷茂著#练达事体"#

寻擢福建右参政$奉敕巡视海道#分守延
平#邵武四府#时值灾荒民饥#贯多方设
法#开官府仓库#减价拯恤灾民$ 擢迨本
省右布政使#又逢闽中大疫#死者连相枕
籍# 贯致力出公帑筹棺以葬之# 病者治
之#民感恩载德$ 继而擢山东左布政使#

又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目睹
纲纪不振# 则首弹劾参将佟昱不职而罢
黜之*镇守总兵又多占军丁为佃户者#徐
贯坚决取缔#政悉革之$ 处置严宽并用#

边方绰有条绪#兵将畏服#夷虏贴然$ 政
绩卓著而升工部左侍郎# 时值江苏松江
一带#连遭水患#朝廷议推徐贯奉敕前往
治之#贯至#简有条理#选能任贤#授以方
略#并身先士卒#与民共苦#民工归心#将
士用命#疏浚苏杭运河#联通港汊河道#

不久平息三吴水患#功盖当朝$时著名诗
人李东阳赞曰)!老我东吴治水来# 逢人
开口羡奇才$腾腾剑气冲牛斗#凛凛霜威
肃宪台#文思骏奔三峡水#声名轰赫九霄
雷#应知不待吹嘘力#自有殊恩出圣载$ "

徐贯后晋升为工部尚书#累加太子少保#

宠赍优渥而急流勇退#以疾恳疏乞归#敕
加太子太博#令驰驿还乡$有司月给米三
石#岁拔夫四名#优其老考$

徐贯居官#不畏豪强#心系百姓#每
至一地#实心实德办实事#离任时#百姓
均涕泣挽留$苏松治水#三吴人民勒石纪
念$ 有的村就叫!贯村"#杭州的!贯桥"#

就是当年百姓为纪念徐贯疏浚运河而命
名的$ 徐贯为官清廉# 蜀阜曾有众多官
厅#惟徐贯的!玉麟堂"朴素无华$蜀阜因

而有!官最大#厅最小"之说$相传徐贯告
老还乡时#有大船十二艘#满戴行李沿运
河南下#每船吃水都很深#有人怀疑船内
所载为金银财宝贵重物品# 遂向皇上参
奏)!徐贯貌似清廉$ 实则贪婪# 脏船运
乡#欺世盗名#速截留查办$ "皇上即派员
追上徐贯船只#逐艘查验#见十二艘满截
数百钉桶#撬开桶盖#竟是卵石#未见任
何贵重物品$ 徐贯返回朝廷# 皇上问其
故#贯回奏)!臣为官多年空手回乡#有失
皇家体面$且臣工部之职#于人#是美差#

于我#是苦差$ 我苦#人未知我苦*我清#

人未知我清$臣料有参奏查验之举#正可
明我心迹#示我清白#况且卵石运回乡正
好为乡亲铺路之用$ "徐贯返乡后#果然
修桥铺路#造福梓里$ 当时五&六&七&八
都往返必经蜀溪#他主持修建木板虹桥#

并写下'虹桥记()!道经于此#皆病涉焉#

间亦有沉溺者//士君子之心在济人#

得志者则兼其天下# 不得志则随其力之
所及# 济于一隅一乡//视世人不拔一
毛以利天下者何如耶. "

徐贯身为高官# 但胞兄徐廷杰虽满
腹经纶仍在家事农# 贯归里后也劳作田
园#有诗曰)!野有田园架有书#归来何必
叹穷途. "他家事并不顺利#由于当时医
疗条件所限#两个儿子不幸患天花夭折#

两任妻室也前后病故#他的'思泰儿(诗#

情恸意绵)!念尔情偏切#吞声泪满裳$五
年为父子#千载痛断肠#来生缘尚在#骨
肉莫相忘*"他的悼妻诗如诉如泣)!归来
最是伤心处#尘满空房月满梁*"#徐贯虽
高官显位# 但他骨子里的本质仍是农家
平民本性$他为官公#为父慈#为夫诚#为
文真#情操高尚$他曾著有'余力稿(十二
卷#收入'四库全书(行于世$ 还有'龙邱
徐氏族谱(#为蜀阜深厚的文化渊流作出
良好开端# 他的诗文格调清迥# 意境高
远#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其名至今仍
收入'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为纪念徐贯# 塑像入县城乡贤祠#

并在县治中街立有同朝尚书坊#蜀阜有
其进士坊&勋阶极品坊&青宫少保坊#以
昭青史$

!

名人荟萃
!

瑶山乡何家村的#三吹三打$%秋千&%竹马&等传统民间文艺项目现在已经名气不小' 在老艺
人(我县非物质文化项目传承人何掌斌以及余江财等人的传授和组织下)#三吹三打&#秋千&等一
度失传的传统文艺项目不但恢复了起来)如今还走向了杭州西博会(千岛湖秀水节等广阔舞台)

展示了我县民间文艺的不凡魅力' 图为何掌斌(余江财等人在演出前准备行头道具'

,记者 程贤高 摄-

民 间 文 艺 !天 地 "宽

创建一流冷链 引领新鲜生活

中集物流大型冷库
“宝鲜冷链”正在招租中……

服务特色：可对板栗"茶叶"蔬菜"水果"水产品"肉食

品"乳制品等进行冷藏保鲜"低温冷冻的储存"配送及制冰

等服务#并配有普通常温仓库$

地 址#千岛湖镇永兴路
"#$

号$鼓山工业园区%

咨询电话#

%&'#&&&&

近年来)我县良好的地域(人文环境吸引了大批外
地文化艺术人才)他们纷纷到千岛湖兴业发展' 中国书
画学会副主席管振新去年从江苏来到千岛湖) 在秀水
街成立了一个书法艺术工作室' 他从艺

-"

余年)广采
博取)集百家之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 在这
里他用游客的姓名现场题诗) 并用精湛的书法艺术表
现诗词的意境)在博得游客认可的同时)也实现着自己
的艺术追求和人生价值' ,记者 杨波 摄-

吸引文艺人才 彰显文化底蕴

房屋所有权证遗失公告
王爱莲所有的坐落于园林村

(

号
!"&

室#建筑面积
)'.**

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
号)淳房权证千移字第

!%"')

号$ 该房屋所
有权证已遗失#声明作废$如有异议#请于登
报之日起三个月内持有效证件向淳安县房
地产管理处房产信息科提出# 逾期无异议#

即可申请重新办理房产登记手续$

王爱莲

!"%%

年
%"

月
!+

日

联系人#汪先生 张女士

''

咨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