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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人从未觉得离海有这么近大丰人从未觉得离海有这么近。。2020多年前多年前，，大丰港建设开发思路的确定大丰港建设开发思路的确定，，让大丰人开始让大丰人开始““转身识海转身识海”。”。从此从此，，大大
丰的发展战略多了一个丰的发展战略多了一个““海海””字字。。2020多年里多年里，，大丰凭借政策东风大丰凭借政策东风，，在艰难中坚持在艰难中坚持，，在曲折中探索在曲折中探索，，迎来一次又一次挑迎来一次又一次挑
战战，，以独特的资源禀赋以独特的资源禀赋，，走出了一条极具自身特色的建港之路走出了一条极具自身特色的建港之路。。

拥抱大海听潮声拥抱大海听潮声。。如今如今，，在沿海开发的大潮中在沿海开发的大潮中，，大丰港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大丰港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成为了全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成为了全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
极极。。码头建设日新月异码头建设日新月异，，重点园区蓬勃发展重点园区蓬勃发展、、交通大道不断延伸交通大道不断延伸，，新兴产业光芒四射……一切迹象表明新兴产业光芒四射……一切迹象表明，，一条充满生一条充满生
机与活力的产业带机与活力的产业带、、城市带和旅游带正如蛟龙出海一般城市带和旅游带正如蛟龙出海一般，，劈波斩浪劈波斩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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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细雨过后，大丰港经济开发
区万物勃兴，生机盎然。滩涂湿地，
碧水环绕、翔鸥点点；深水大港，吞吐
风云、踏歌而行；项目现场，激情涤
荡、昂扬奋进；新兴产业，崛起发力、
充满生机……一幅幅生动画卷，无疑
是港区高质量发展的最好诠释。

港口建设令人惊羡。从孕育发
芽，到破土而出，再到茁壮成长——
20多年的谋篇布局，20多年的探索实
践，20多年的笃定前行，大丰港码头
建设得风生水起，为大丰人通江达海
的梦想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截至目
前，作为盐城港的主港区，大丰港拥
有生产性泊位19个，是江苏省重点建
设的三大深水海港之一和国家一类
对外开放口岸。开通国际国内集装
箱班轮航线7条，班轮密度达48班/
月，联通1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30 余条散杂货航线遍布各大洲。
2019年完成货物吞吐量8534万吨、
集装箱30万标箱，已成为盐城沿海龙
头港、上海港配套喂给港、中韩贸易
干线港、江苏中部现代物流枢纽港。
箱通世界、货运全球，一艘艘货船、一
声声汽笛，带来了无限商机与活力，
让大丰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项目建设潮起云涌。驱车穿行在

港区，目之所及尽显繁忙：金风科技16
兆瓦传动实验室、悦达（大丰）汽车科
创园、昆仑绿建木结构等项目如雨后
春笋般快速生长……一个个拉弓紧弦
的在建项目、一串串令人兴奋的投资
数据、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厂房，随时随
处都感受到港区重大项目攻坚的“速
度”和“热度”，触摸到港区高质量发展
的“豪情”与“壮志”。近年来，大丰港
紧紧扭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把
重大项目作为发展的“头版头条”，以

“亮剑出鞘”之势掀起重大项目建设
新高潮，一大批知名企业纷至沓来、
深耕大丰、扩大投资：诚康固体片剂、
国投工业废盐综合处理、杰林环保、
中汽中心耐久路等亿元项目已竣工
投产，长三角（盐城）智能网联汽车试
验场、天合光能10吉瓦光伏组件、中
天海缆、海力海上风电装备制造、正
大丰海原料药等项目开工在即，兴农
大宗农产品一期、泰和30万吨储备粮
库、瑞福林新型板材、丰山募投等项
目正在加速推进，这批含金量高的特
色项目，正拉动着港区这艘“巨轮”驶
向新蓝海。

临港产业风生水起。港口建设龙
头高昂，项目建设突飞猛进，牵动着一
条条产业链“飞舞”起来。近年来，港

区抢抓“一带一路”、江苏沿海开发和
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叠加机遇，
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提档升级林产、
特钢、石化新材料等传统产业，大力发
展新能源装备、数字汽车城、进口食品
精深加工等新兴产业，形成了竞相发
展的产业格局。今年1-9月份，港区
完成全口径工业开票销售330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72亿元。值得一提的
是，在传统产业加速转型的同时，新兴
产业后发先至，成为了发展的新“风
口”。仅在汽车产业上，我区就依托长
三角（盐城）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这一
国家级平台，突出新能源汽车和智能
网联汽车两大方向，规划建设汽车产
业集中区，布局研发测试、整车集成、
零部件等产业链项目，打造盐城汽车

“大丰板块”，现已有汽车产业链规上
企业29家。据悉，长三角（盐城）智能
网联汽车试验场全部建成后，将实现5
个世界第一：全世界最大的智能网多
功能柔性测试广场、全世界唯一封闭
试验场内全尺寸蝶型立交桥和高架
桥、全世界唯一具有500米以上真实
隧道的智能网联试验场、全世界最宽
的智能网联多车道性能路、全世界网
联功能最齐全的试验场。

回望历史，船笛声声悠远回荡；展
望未来，拥抱深蓝逐梦远航。放眼大江
大海，历经大干苦干实干的大丰港人
更坚定、更自信，满载远大的志向，推
动巨轮扬帆驶向更加广阔的远方……

黄海明珠 行稳致远

虽然寒意袭人，但走进港区
昆仑绿建项目施工场地，建设的
热度却丝毫没有减弱：工人们紧
张作业，钢管架密如织网、轰鸣
声震耳欲聋、运输车来回穿梭，8
栋现代化的厂房拔地而起、全面
开花……这个将为大丰港孕育
无限能量的项目，正徐徐拉开建
设施工的大幕，有力地释放出港
区上项目、抓产业、促发展的强
烈信号。

昆仑绿建木结构建筑及构
件项目是由盐城国投集团和苏
州昆仑绿建两家企业强强联合，
在港区投资布局的重大产业项
目。该项目总投资14亿元，业务
囊括木结构建筑设计、研发、制
造、配送、施工、维护等环节，技
术和服务在现代木结构低碳节
能建筑行业中领先。该项目填
补了我区木结构建筑产业的空
白，延伸了木材加工贸易产业链
条，将进一步助推大丰临港产业
深度发展，对大丰打造全省沿海
开发新高地、全市绿色发展新标

杆具有积极意义。
重点项目建设，必须“跑步”

前行。“目前项目正在进行土建
施工，预计年底土建封顶、设备
进场安装，力争明年5月竣工投
产。”正在现场察看的昆仑绿建
项目经理范升才告诉记者，该公
司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
术企业，始终处于行业领军地
位。项目一期投资5.04亿元，建
设用地180亩，可实现年产30万
平方米木结构建筑构件，年产值
约为15亿元。二期投资8.96亿
元，建设用地320亩，将作为昆仑
绿建上市募投项目，可实现年产
70万平方米木结构建筑构件，年
产值约为35亿元。“作为沿海城
市，大丰港拥有良好的区位条
件、独特的港口优势、雄厚的产
业基础，发展木结构建筑产业

‘近水楼台’。”范升才信心满怀
地说，大丰港的发展正面临着新
一轮的巨变，他们要在这个项目
建设的主战场上跑出加速度，努
力将昆仑绿建打造成行业标杆。

“大港起兮云飞扬”系列策划二

实力 乘风破浪正当时 现场 项目主战场干出加速度

融媒记者 顾晶晶 通讯员 季唯平 李 锋

大丰港，是大丰人出海扬帆梦想、
开花并将结果的地方，是经济巨头群
雄逐鹿、产业大咖建功立业的地方，也
是加速沿海腾飞、扛起时代重任的地
方。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江苏沿海开
发、长江经济带、淮河生态经济带等国
家战略叠加聚集，这样的“宝藏”大港
以其得天独厚和无可比拟的区位优
势，正被寄望并打造成盐城真正意义
上当仁不让的“龙头”港口。

实力担当，不可小觑。承载着沿海
开放赋予的生机与责任，大丰港实现了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长蜕变，在引
领区域经济发展中交出了一份份满分
成绩单，制造出一个又一个惊喜：港口
能级持续提升，联运体系越织越密，载
体配套日臻完善，项目建设如日中天，
新兴业态光芒四射……移步皆风景，发
展正当时。在发展的康庄大道上，大丰
港早已“摘”到了高质量的果子，在沿海
经济带中绽放出璀璨光芒。

怀抱历史，继往开来。如今，实力

不凡的“大丰港”，正迎来更多的机
遇。随着盐通高铁、大丰港铁路支线、
盐丰快速通道等重大交通工程加快推
进，大丰东向出海、联通日韩欧美，南
向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西向进入
淮河长江、辐射鲁豫皖，北向盐城大市
区的“四向发力”开放格局正加速成
型，“宽怀大肚”的大丰港将广纳“八方
巨轮”，发展空间十分广阔、潜力无限
可期。而在盐城向海图强的战略支点
中已经拔得头筹的大丰港，将在全市
港口“握指成拳”发展的动力加码下，
凭借着优越的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
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继续
成为时代的“宠儿”。

向海而生，卓越发展。因水而生、
因港而兴的大丰人，对港口的感情和
热情从未因岁月而减弱。眼下，在这
风云即起之际，充满魅力与生机的大
丰港，将紧跟着时代潮流而奋勇前进，
在岁月的更迭中逐渐擘画出一张现代
化物流枢纽港的宏伟蓝图。

“宝藏”大港 ，实力与机遇并存

▲

大丰港大宗农产品仓
储物流项目现场

▲
大丰港国家级进口木

材检疫处理区项目现场

▲

货轮停靠在大丰港粮
食码头进行卸货作业

本报讯 11月25日，市妇儿工委来
我区开展妇女儿童发展重难点问题督
查及“十三五”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终期
评估工作，副区长张德凯陪同。

在丰期间，督查组走访了城东实验
小学、丰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幼规范
化门诊等现场，通过听取工作汇报、座
谈交流、查阅台账资料等方式，详细了
解我区妇女儿童工作开展情况。

督查组对我区妇女儿童发展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希望我区坚持问题导向和
目标导向，针对薄弱环节和存在问题精
准发力，全面提升妇女儿童工作服务水
平。坚持部门自查、组织抽查和重点检
查相结合，及时发现问题、分析原因、总
结经验、以点带面，推动妇女儿童发展规
划终期目标如期实现。进一步健全工作
机制，完善台账资料，为推动全市妇女儿
童各项工作作出新的贡献。

（李馨）

市妇女儿童发展
重难点问题督查组来丰

本报讯 近日，大桥镇13个村的240
位粮食、蔬菜种植经营大户来到区农业
广播电视学校，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近年来，该镇农技推广服务部门把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作为工作的重中之
重，利用农民培训优质平台和优惠政
策，拟定出每个村20名左右新型农民的
培训计划。区农广校结合该镇农业发
展特色，邀请专家为学员们讲授“测土
配方施肥”“农产品质量安全”“稻麦、棚
菜优质高产栽培技术”“农产品网上营
销”等主题内容，并组织大家到南阳地
膜大蒜生产基地，听取职业农民现身说
法，感受高效农业的丰收场景。通过培
训，学员们坚定了发展的信心，纷纷表
示将运用所学技术，把自己锤炼成合格
的新型职业农民。

（朱明贵）

大桥镇和区农广校
共育新型职业农民

本报讯 11 月 25 日，区政协开展
“推进外向型经济发展”界别协商活动，
区政协副主席汤小山参加。

区领导一行先后来到新韩汽车配
件有限公司、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
公司、丰东热技术有限公司等现场，详
细了解各企业经营情况。在随后召开
的协商交流会上，委员们针对性地提出
建立快速反应政策、降低企业成本、加
大政策扶持等建议。

区领导要求，各相关部门要立足“十
四五”规划，明确工作职责，细化目标任
务，确保外资外贸工作有序推进；开发
区等经济主体部门要突出平台优势，提
高投资吸引力，扩大引资规模；广大政协
委员要立足本职工作，认真履职尽责，积
极投身经济工作一线。

（张月颖）

区政协开展“推进外向型
经济发展”界别协商活动

根据招标投标的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该项目招标文件的规定，盐城
市大丰区财政局负责实施的江苏大丰
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服务
项目的评标（定标）工作已经结束，中
标人已经确定，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

法的评标办法，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
如下：

中标候选人：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
团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495000.00元
项目负责人：高鑫
招标人：盐城市大丰区财政局
招标代理：江苏双清工程造价咨询

有限公司

中标结果公示
根据工程招标投

标的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该工程招标文
件的规定，盐城市大
丰区三圩粮库钢结构大棚工程的评标工作已经结
束。现将中标结果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江苏盛昂建设工程科技有
限公司

中标价：35.626723万元
中标工期：15日历天

质量标准：合格
自本中标结果公示

起三日内，对中标结果没
有异议，招标人将签发中

标通知书。如对中标结果持有异议，请于有效时
间内向招标人或向招标代理机构提出。

招标人：盐城市大丰区三圩粮库
招标代理机构：江苏明润资产房地产评估造

价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6日

盐城市大丰区三圩粮库钢结构大棚工程

中标结果公示

根据工程招标投
标的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该工程招标文
件的规定，盐城市大
丰区育红路、金丰路美食街提升工程监理服务的
评标工作已经结束。现将中标结果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江苏淦渠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中标费率：1.32%
自本中标结果公示起三日内，对中标结果没

有异议，招标人将签
发中标通知书。如
对中标结果持有异
议，请于有效时间内

向招标人或向招标代理机构提出。
招标人：盐城市大丰区海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江苏明润资产房地产评估造

价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6日

盐城市大丰区育红路、金丰路美食街提升工程监理服务

中标结果公示 1、现就江苏大丰和顺电子有限公司库存
电视进行公开竞拍，欢迎有意者报名参加竞拍。

2、投标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及要求：（1）
具有订立合同能力企事业单位；（2）企业未处于
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
冻结和破产状态；。

3、请申请人于2020年11月26日至2020

年11月30日，每天上午8：30时至11：30时，下
午2：30时至6：00时到江苏建友兴业工程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大丰区黄海东路28号，恒达世
纪新城18幢楼四楼）报名，报名需提供以下资
料：授权委托书（如有授权）、营业执照副本、经
办人身份证。

4、联 系 人 ：单 钰 锋 ；联 系 电 话 ：
051583515689。

江苏大丰和顺电子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6日

公开竞拍公告

现对大丰中医院锅
炉房蒸汽压力管道整改
项目（二次）进行公开招
标，择优选定承包人。

资质要求：投标申
请人须应具备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核发的机电工
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
上资质且具有特种设备
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
GB2类及以上资质，具
有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独
立法人企业。

被授权委托人须为
本单位的正式职工，携
带授权委托书原件（授
权委托书中须包含有效

的电子信箱信息、被授
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营业执照（副本）复
印件、资质证书复印件
（装订成册并加盖单位
公章）。联系人：杭永
鹏 ，联 系 电 话 ：
15295697317，联系地
址：盐城市大丰高新区
五一路希望小镇5#301
室，报名时间：2020年
11月30日17时前。

招标人：盐城市大
丰中医院

招标代理公司：盐
城天成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招标公告（二次）

（上接第一版）特别是“家、站、点”建设
得到全国人大推广和异地代表之家成
效被人民网、学习强国点赞感叹不已，
表示将学习我区先进经验和做法，让人
大工作更好地服务中心大局。

考察组还考察了荷兰花海和中华
麋鹿园等现场，对我区生态文明建设、
农旅文旅融合给予高度评价，一致认为
我区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大，产业
发展特色鲜明，效果显著，希望加强两
地互动，共同学习借鉴，推进两地人大
代表工作和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再上新
台阶。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实业参加。
（薛思思）

王国华，今年66岁，家住新丰镇和平街42-2
号，老伴徐兰香，今年65岁，家里共5口人。儿子
在荷兰花海工作，儿媳在花海郁金香会所上班，孙
子在上大学。王国华一家是豆制品生产专业户，
有20多年生产历史，主要产品有老式手工小磨豆
腐、卜页、茶干。

“我家的住房是从浦家买来的百年老宅，杉木
梁柱结构，堂屋顶南北两侧有镂空雕刻，古色古
香。屋面原是小瓦、望砖，后修建盖琉璃瓦。住宅
与豆腐作坊分开，作坊和仓库在路两侧，路北是仓

库，路南是作坊。老伴每天清晨5点上街卖豆腐，
中午12点左右回家。”徐兰香老人说道。

“30多年前，我在盐城便仓学做小磨豆腐。
俗话说，世上有三苦，行船、打铁、做豆腐。长年累
月做豆腐，苦啊！要知豆腐香，块块皆辛苦。你
看，我的背都驼了。每天，中午12点左右我从市
场卖完豆腐回家，吃过中饭睡一会儿，就起床忙碌
起来，拣黄豆，清洗用具，打扫卫生；晚上6点泡黄
豆，每晚泡100多斤，晚上7点多钟睡觉，深夜12
点起床做豆腐、卜页、茶干，老伴做‘下手把子’。”
王国华老人笑着说道。

做传统小磨豆腐工序较为复杂，先把黄豆洗
净，放入水中，浸泡7个小时左右，捞出再加一定
比例的水，磨成生豆浆。接着用特制的布袋将磨
出的浆液装好，收好袋口，用力挤压，将豆浆榨出
布袋。一般榨浆可以榨两次，在榨完第一次后将
袋口打开，放入清水，收好袋口后再榨一次。

生豆浆榨好后，放入锅内煮沸，边煮边撇去上
面浮着的泡沫。煮的温度保持在90～110℃之
间，并且需要注意煮的时间。煮好的豆浆需要进
行点卤以凝固，盐卤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镁。先将
焙烧好的适量盐卤，倒入刚从锅内舀出的豆浆里，
并用勺子轻轻搅匀。不久之后，豆浆就会凝结成
豆腐花，在豆腐花凝结后约15分钟内，用勺子轻
轻舀进已铺好包布的木制方格容器里。盛满后，
用包布将豆腐花包起，盖上木板，压10～20分钟，
即成小磨豆腐。

若要制豆腐干，则须将豆腐花舀进木托盆里，
用布包好，盖上木板，在板上堆上石头。压尽水
分，即成豆腐干。做成的小磨豆腐、茶干、卜页香
嫩可口、营养丰富，每逢节假日，供不应求。

3特别报道■责任编辑：王忠美 李文浩 ■组版：朱承君 ■电 话：8203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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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街拆迁、重建之际，新丰镇文化中心
的工作人员，细心地把乡亲们托付的老物件收
纳起来，希望今后能够将这些浸透着每一个日
子的情感记忆展陈出来。宋养富老人打铁的
家伙什，也将与我们在未来的时光里相遇。

生活是一种锤炼，也是一种锻打。对于
2.5 华里的和平街来说，无论是傍晚时分铁匠
铺飞溅的火花，还是拂晓之前豆腐坊飘飞的

豆香，坚硬的滋味以及柔软的感觉就这样真实
地交织在一起。平常里人们都说“世上三样
苦，行船打铁磨豆腐”，而在乡亲们那里，纵然
是万般苦，也是生活的一种滋养，磨苦为甜，顽
强生长。

和平街口述历史项目沉下来触摸生活的
根部，记录的是往日的记忆，品味的是人生的
滋味。

和平街 160 号，90岁老铁匠宋养富的家。
在请教尊姓时，老人很风趣地回答：姓“宝木
子”。见我们一脸的疑惑，坐在厨房门口摘菜
的老奶奶偷着乐。“宝木子，一个宝盖头加个木
子的木。”老人的声音大了起来，我们终于明白
老人姓宋。

民国二十年（1931 年），生于江苏泰州兴
化的宋养富，跟随父母渡船来到大丰，过着飘
摇不定的生活。碰到发大水，一家人就回到船
上，最后落户于新丰镇和平街。

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宋家开始打造
农具，还曾经在大中、新丰、龙堤等乡镇开油
坊。宋养富依稀记得，鬼子来扫荡的时候，附
近的村民央求到铁匠铺，帮他们做小木船以逃
战祸。

1949 年，19 岁的宋养富经人介绍认识了
新团人、现在的宋卢氏奶奶。头一年宋卢氏就
给宋家增添了一男丁，20年间，两人有了两儿
五女。那时是吃上一顿就愁下一顿。现如今，
七个儿女都已退休，大儿子今年也奔七旬，小
幺（最小的女儿）也有五十多岁。

宋养富说，我二十几岁做铁匠，后来就到
了一家农具厂上班。工作没多久，就是合作
社，一张炉上四个镐，全靠他一人做，拿点生活
费。这样一干就是32年，退休之后拿大集体职
工退休的工资待遇。一旁的宋卢氏奶奶感慨
地说：宋养富这辈子苦啊，从夜里就起来忙活
这，忙活那，为了能多赚一分钱，为了能给七个
孩子吃饱肚子。返聘一年后，宋养富回到家。
没想到，还是闲不下来。有位客户急需一些农
具，千方百计上门来。这一做又是近30年。

谈起往昔，宋养富说：和平街比镇上的十
字路还热闹，有粮行、花行、开店铺的，还有拔
火罐、摆地摊的，人来人往。不少启海人过来，
他们要把棒头（玉米）籽到和平街上换成大
米。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小伙子，常到龙堤
等地收菜籽，好回来榨油。谈起和平街的往
事，老人特地提到：刚解放那阵，新丰镇好多人
家吃不上米，还是政府联系到江西的大米运过
来救急，只收取一角一分的成本价，连运输费
都不够。

宋家后院有一个小二楼，是老人退休时盖
起来的。上下靠梯子，老人爬起来，腿脚很是
利索。前些年，子女们想弄个楼梯，方便老人
上楼就寝，宋养富老人坚决不需要。访问中，
我们在宋养富家里看到他二三十年前做的汤
壶（暖壶）、菜刀、大勺、锄子、镰刀、大锹等生
活用品与农具。老人拿起一个汤壶（暖壶）比
划着说：要把这个做得精细、漂亮，工序很复
杂，还要一锤一锤地敲打，消耗体力和时间非
常的长。像这个壶把子，还有碗勺上把柄的地
方是要焊的。但原来不曾有氧气，那怎么办？
完全要靠心去揣摩，然后一点点地敲打，最后
安装上去。

宋养富老人曾带过几个徒弟，但后来没几
个能够留下来继续打铁这个行当。望着搬家
前的屋子和一些杂七八拉的打铁工具，老人有
点伤感：“农业机械化了，农具用得少了。像暖
壶（汤壶）也被电热毯代替了，这些打铁的工
具，搬家时就慢慢地处理，不想带走了。”

宋养富老人面慈目善，耳聪目明，满头黑
色的头发里夹杂着些许银发，根本不像是九旬
老人。老人祖籍盐城，后搬迁至兴化中堡，民
国二十年发洪水逃荒落户到新丰。

虽然不再像从前那样依靠铁匠手艺维持
生计、养家糊口，但常年打铁，习惯难改，老人
还经常帮助邻居修补一些铁器。老人心灵手
巧，镰刀、锄头、大锹、小锹等都会做，还会打
制菜刀等多种多样的铁质物件。

宋养富说，他一辈子都没穿过好衣服。身
上的衣服都会被火星烫成一个一个小洞，那个
时候他们是四人一组。宋养富是司炉长，属技
术活，通宵达旦的干活就是为了多拿点酬劳，
因为打制一件只有一毛钱的酬劳，还得四个人
分，司炉长比其他三人多分一点。

宋养富 37 岁时，碰到了一起锅炉爆炸事
故，老人和其他三位工友都被炸伤，至今老人
额头上缝针的疤痕清晰可见，当年去上海看病
的病历和来回车票、挂号费单据依然保存完
好。为了减轻单位的负担，老人虽是工伤但是
看病的钱并没有到单位报销。老人笑着说因
为他忠厚老实老天开了眼，让他躲过此劫，健
康活到现在。

韦晓东，资深媒体人，创意策划《家乡书》。
1983 年，从新丰中学考上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用 30 多年的时间浸泡文字，以不变的诗情待人
接物。1990 年，所作《奥林匹克的符号系统与世
界文化的新格局》一文入选北京亚运会科学大
会。2010 年，创办《上海世博会特刊》。多次参
与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诗行天下》、2015 年
和2016年世界艾滋病日特别节目、2017年“我们
的节日——端午”节目策划和撰稿。由贺敬之先生题词的 50 万字专著《以笔为枪：重读抗战诗篇》
2015年出版后，被各大媒体推荐为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优秀读物，被江苏省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
评为2015苏版好书。

宋养富老人近照

豆腐坊 用来给豆腐定型的工具

王国华老人近照

“平凡”：
铁和豆腐，一硬一软。可以说是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物质存在！而打铁和磨豆腐则同样
是耗精力、费脑神的功夫活计。

小时候我们挑猪草、挖田时只是本能地拿
起精巧的钩刀小锹等工具，但根本不晓得去思
索着这工具的来处；小时候我们拿着黄豆去兑
换豆腐卜页，也不晓得去寻思这豆腐卜页是如
何制作出来的，只晓得吃得香、高兴。

宋养富和王国华是我们农村手艺中的典
型代表，他们不仅是以手艺养活自家人，更是
为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提高生活质量起到
推动作用！

今天读了这篇手记，才晓我们小时候用的
那些铁制工具是怎么经过千锤百炼打造出来
的；才晓得我们吃的豆腐是怎么经过熬夜辛苦
制作岀来的。

向老一辈手艺人致敬！

编辑的话：该文经微信平台等推送后，引起受众广泛关注。现摘登网友“平凡”
的留言，以飨读者。

凭着一手好手艺，宋养富不仅养活一家九
口人，还把七个子女都送进学校接受教育。说
话间，老人从房间里找出自己年轻时做的不锈
钢汤婆子（冬天捂手取暖），那情景就像捧着自

己的孩子一样。老人慢慢打开汤婆子上面包
裹的一层层布罩，激动地说：冬天孩子们给他
买的电热毯都不用，还是自己做的小物件用着
顺手。

慢功出细活 老铁匠今年 90岁
访谈、整理人：朱明贵 郁剑晨 王晋芳 王 艳

要知豆腐香 块块皆辛苦
访谈、整理人：戴文华

联合采集单位

江苏省口述历史研究会
南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

大丰区融媒体中心
新丰镇人民政府

史料采集

李晓娟 赵志芳 朱明贵 戴文华
陈小钧 方贵平 郁剑晨 王晋芳
俞红军 王 艳 陈庆珠

影像拍摄

解楼霞 李亚芳 陈蔡明
许 昕 杨国萍 刘 逊
徐 萍 李文峰 史永丽

和平街口述历史与影像记录参与人员名单

总策划 韦晓东 总协调 郭治中

宋养富和家人搬起风箱，老铁匠毫不费力

全党动员 全民参与 打一场扫黑除恶的人民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