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叶东升 许翰文

2月7日，东台富腾微创医院的
办公室挂上了一面锦旗。送旗人紧
紧拉着医院领导的手说：“感谢贵院
绿色快捷通道直达省城鼓楼医院，
多亏两地医院的医生们合力抢救，
让我家刘卫明重获新生！”

1月 24日，对于市民刘卫明来
说，是一个黑色的日子。41 岁的
他，身强力壮，是建筑工地上的一名
吊车工。那天上午，在工地忙碌的
他不料被另一个吊车上滑落的钢板
砸倒，顿时浑身鲜血，不能动弹。由
于骨折伤势十分严重，必须转往大

城市医院治疗。
去南京，还是去上海？正当病

员家属为此犯愁时，一位亲友介绍，
听说南京鼓楼医院今年在富腾成立
了远程疑难杂症会诊中心，并建立
绿色快捷通道，及时为患者提供全
程优质服务。此时病人神志还算清
醒，家属便立刻向富腾医院求救。
富腾远程中心主管顾海燕接到电话
后，立即启动紧急抢救预案。

一场紧急抢救伤员的战斗打响
了。首先要确保伤员途中安全到
达。伤员系盆骨粉碎性骨折，出血
量大，急救科医师做了止血处理后，
随即安排 120 专车和两名护士护

送。顾海燕则保持与鼓楼医院医师
联络，及时通报伤员情况。与此同
时，鼓楼医院做好一切准备，急救科
抽调两位医生，随时投入抢救；血管
科主任接到通知后，放弃休假赶去
加班；骨科主任不时通过电话了解
伤员病情。

这是一场生死时速的较量。救
护车中午 12点 10分出发，一路顺
畅，下午 2点 40分到达鼓楼医院。
早已等候的专家医师们立即会诊，
制订出详细的紧急抢救和分段手术
的治疗方案。此时伤者处于昏迷，
腿部严重水肿，血管里发现有10多
处血栓，如再拖延时间，血栓堵塞，

腿部将坏死，就有截肢的可能。对
此，抢救室快速清除血管血栓，疏通
血管，促进病人血液循环，然后采用
高压氧舱治疗，伤者渐渐苏醒，水肿
也逐渐消除。紧接着便进行分段手
术治疗，伤者病情稳定。

在富腾医院绿色快捷通道中，
伤者从东台送往鼓楼医院抢救，只
用了4个小时，不仅维持了生命，还
保住了右腿。从死神边缘拉回的刘
卫明感激万分，让家属三次送红包
给医生，均被婉拒退回。无奈之中，
他们想到了送锦旗，一面送给鼓楼医
院，一面送给富腾医院。锦旗上书：
生死时速4小时，两地医院一样情。

生死时速 4小时 两院联手救伤患

朱兆龙

东台历史上的许多地名，状物
取相，有形有神，入乡随市，有雅有
俗，不但浸润着灶氤盐氲，而且合着
五行相生，染着五颜六色，雅有梅兰
竹菊，俗有“风花雪月”，更兼文武
齐备，凸现着龙马精神。浏览地名
中的这些关键字眼，飞英缤纷，咂味
莞尔。本文将一些零散的地名，试
作某种文化范儿的组合，产生的文
化味儿，既增观赏之趣，也便于记忆
传承。

五行相生组。五行，就是水木
火土金五种物质，《易经》论述为水
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的相
互促进、相生相胜。本文将地名中
冠名的第一字遴选出来，形成组合
（括弧中是该地名所在的老乡镇、老
地区，下同）。

水：水团（海堰），大水洼（范
公），水巷、东水巷、水龙巷、水龙局
巷、东水龙局巷、西水龙局巷（台
城）；

木：木港（五烈），犁木街（西
溪），横桥木（广山）；不用木字而直
接以树以林入名的：三里树（台
南），杨树头（四灶、五烈、唐洋），杨
树墩（新农），林舍（范公），野林舍
（后港），桑家园、榆弯（富安），练树
头（富东），唐柳灶、南柳家灶、西柳
家灶（梁垛），北柳家灶（范公），夏
柳庄（五烈），杏林巷、柿轩巷、宁树
路（台城）；

火：火星庙（台城），火烧木头
（五烈）；

土：土山（梁垛），土地堂巷（台
城）；

金：金星、金坝、金石庄、金福庄
（富安），金家垛（六灶），金家舍（广
山），金鸡垛（富东），金家墩（台城、
范公、梁垛）。

五颜六色组。伟人曾有诗云，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
舞”，这入诗的七彩，大致是现当代
的色彩。东台地名的五颜六色，则
是古代的五色或曰五彩，即青红皂
白黄，或青黄赤白黑。古代以此为
正色，所谓古色，即指此也。

青：青柴港（唐洋），青蒲角（溱
东）；

红：赤荻垛（西溪），红金墩（梁
垛），红花灶（弶港农场）；

皂：皂角树（五烈、台东、南沈
灶）；

黑：黑苴（新街）；
白：白滩头（头灶），白云庄（梁

垛），白家灶、白家团、白马垛（南沈
灶），白果树（富安），白龙池（安
丰）；

黄：黄家墩（四灶、新街），黄家
舍（梁垛），黄金坝、黄家坝（四灶），
黄泥墩（富安），黄泥渡（台东）。

风花雪月组。这里的风花雪
月，只用其字，不用其指代之意。因
为旧时风花雪月的场所，专有其名，
如台城“童儿巷”即是。

风：风洼（八里），随风庄（梁

垛），天风旗（滩涂）；
花：花家灶（南沈灶、富东、唐

洋），花家尖（六灶），花家墩（唐
洋），花家舍（台东），野花灶（南沈
灶），花舍（新曹），花园头（东台镇
二处、富安、南沈灶），花串（富安），
东花园、西花园（时堰）；

雪：东台地名中，直接冠雪字的
地名尚未见到。古人吟咏东台场的
八景诗中，有《千峰白雪》诗，将无
数堆积如山的海盐比喻千峰白雪，
庶可代替雪了；

月：月塘湾（安丰），大月塘、小
月塘、海月庵（台城）。

梅兰竹菊组。
梅：梅家灶（四灶），西梅家灶

（安丰），梅家舍（范公），梅家墩（范
公、曹），梅家河、梅家套（三仓），
梅家池（后港），南梅尖（六灶）；

兰：兰址（三仓），兰港坝（南沈
灶），兰香巷（台城）；

竹：竹园（安丰），竹林、竹园头
（富安），竹行街、竹排巷（台城）；

菊：东台地名中尚未见到以菊
为名的地方，然而郑板桥在安丰品
过菊花茶，写过菊花对，不可说东台
无菊。

清乾隆年间《一柱楼诗》案中蒙
冤的徐述夔（东台人），生前写过一
组《菊花诗》，用尽全部三十个诗
韵，赋成三十首菊花诗，民国十年由

“东台栟茶启秀石印社”出书，成为
不可多得的盐文化书名。

就地名而言，虽然未见直接用

菊字冠名，但有与水仙兰菊同为“花
草四雅”的蒲，如青蒲（溱东），蒲塘
巷、蒲塘边（台城），也就不那么缺
憾了。

文武兼备、龙马精神。
文：文庙、文昌阁、文庙巷、文林

郎巷（台城）；
武：武家舍（廉贻），操兵舍、营

房墩（唐洋），武庙、武庙巷（台城），
丰盈关（四灶），东广营、西广营（台
东）；

龙：龙塘（三仓、新农、弶港），龙
王地（六灶），龙门灶（头灶），龙门
井（富安）；

马：马家灶、马家桥（曹），马
家墩（安丰、梁垛、唐洋），马家湾、
马家庄（富安），马家圩子（台南），
马林、马港、马桥洼（台东），马桥、
马洋（新街），马家巷、马公桥（台
城）。

马公桥名中的马公，是驻东台
的泰州盐运分司运判（主官）、四川人
马会。明隆庆三年（1569），他组织民
众修筑了东台土城。为纪念他抗倭
爱民的壮举，将土城西门的桥，命名
为马公桥。建国后更名为新东桥。

上述文化组合的地名，只列其
名，未述其故事，下一步将陆续道
来，以飨读者诸君。戊戌春节将至，
笔者再选几个地名，献给大家：吉家
墩（安丰），祥提庵、如意灶、福星灶
（范公），高家灶（梁垛），照壁墙巷
（台城）。祝大家吉祥如意，福星高
照！

东台地名的趣味组合

健 康 幸 福 过 大 年健 康 幸 福 过 大 年健 康 幸 福 过 大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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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盐文化地名系列谈⑥

记 者 张一峰
实习生 张雯琇 唐慕尧

2 月 12 日，农历腊月二
十七。上午，初春的阳光把
南沈灶镇大桥村 5组孙福年
全身照得暖暖的。要过年
了，他门前忙到屋里，拾掇不
歇。“这么多年来，今年这个
年最安逸！”他感慨道。

但一个月前，孙福年潜伏
十多年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突
然复发，一时间一家人都慌
了神。孙福年儿子大学毕业
后在苏州工作，娶妻生子。
近两年孙福年老两口跟着到
苏州找了份工作。一家团
圆 ，小日子 别 提 过 得 多 美
了！那天上班时，孙福年突
然觉得腰痛得很，接下来的
几日越痛越厉害。就近到苏
州医院治疗，病情不见好转，
腰弯得越来越低，班也上不
成了。听说家乡的中医适宜
技术开展得很好，安丰中心
卫生院的电针炙就很不错。
他想，还不如回家治疗呢。

在安丰中心卫生院中医
馆，一个疗程电针炙下来，孙

福年腰也直 了，路 也 能 走
了。为他施针的中医师常永
胜告诉他：“病情缓解了，保
养很重要。”孙福年与医生商
量：“要么，再做一个疗程。”
他怕到苏州去万一再发作起
来，难以找到像常永胜这样
的好中医师。常医生算了
算，再做一个疗程，正好可以
赶在春节前结束。

第二个疗程做完，孙福年
的腰一点异样都没有了。他
扭扭腰，伸伸胳膊，让记者
看：“瞧，全好了。”

记者问：“家前屋后怎么
不见年货？”

孙福年答：“儿子是搞食
品检测的，他说了，腌制品少
吃些好。腊月二十九老伴回
来，买新鲜的。”

“ 儿 子 儿 媳 回 家 过 年
不？”

“我身体好了，他们也安
心了，小 两 口 到 福 建 去 过
年。”

“家里就老两口？”
“走走亲戚、与乡邻聚

聚，别提多好了。”孙福年高
声答道。

健康的感觉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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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计委联合市卫生协会、市疾控中心、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市二院、市四院、市计生指导站、市红十
字会人道关爱志愿服务队，走进汽车站、火车站，在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的第一落点，送政策、送关怀、送服务、
送温暖。同时为返乡人员送上了“健康包”，让他们春节回家的时候将“健康身体、健康知识、健康用品”带回
家。 张一峰 丁秀芹 摄

本 报 讯（记
者 张佳 通讯员
陆继军） 2 月 7

日，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深入结对
共建的新街镇建
洋村，开展党组织
结对送学、座谈交
流和走访慰问困
难农户、留守儿
童、老党员等活
动。

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主要负
责同志就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市委
十四届四次全会
及全市农村工作
会议精神进行辅
导。同时，开展

“乡村振兴”座谈
会，倾听党员群众
的心声，了解农村
建设、农业发展、

农民增收的实际情况，探讨乡村振兴
发展路径和具体举措，明晰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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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莉琳
通讯员 顾俊生）日前，建行
东台支行党委在全行员工中
开展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触
动最深的一段话”大家谈主
题活动。

此次活动得到了全行员
工的积极响应，纷纷在认真
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报告的
基础上，以书面、座谈、图片
等多种方式参加活动，结合
科室、网点和社区的身边人、
身边事，回顾、对比党的十八
大以来，在生活、工作、学习、
家庭、教育、医疗、城市及乡
村建设等各个方面所取得的

成就与变革，对比五年来的
发展变化和时代进步，展望
十九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和美
好明天，用通俗、质朴和真切
的话语，表达个人对总书记
讲话切实、切身的感想体会，
真情实感抒发对党的热爱和
忠诚。

通过活动，广大党员纷纷
对我国未来，特别是金融银
行业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和期
待，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把十九
大精神转化为工作的强大动
力，不忘初心，脚踏实地，积
极推动支行转型发展，迈上
新台阶。

建行东台支行开展“学习贯彻
十九大报告大家谈”活动

本报讯（记者 陈美林）
传统佳节春节即将到来，很
多市民比较关心春节期间的
天气情况。记者从市气象部
门了解到，从现在至除夕前，
我市将持续晴好模式，不过
遗憾的是，除夕开始，这样的
晴朗模式将“踩一脚刹车”，
小雨将款步而至，陪你过大
年。

本周前期 12 日至 13 日
天气晴好，早晨气温偏低，保
持在-5至-6℃，白天气温开
始回升，14日白天最高气温
将回升至15至16℃。2月14
日是情人节，也恰逢七九的
第一天，最高温度将达16℃。

遗憾的是，这样的晴暖天
气并不能持续到春节期间。
记者了解到，除夕开始，我市
就进入雨水模式，春节假期
预计也多阴雨。市气象部门

表示，因大气环流调整，冷暖
气流交汇频繁，我市14日夜
间至15日夜间，以及17日夜
间至 18日夜间，有两次小雨
过程，受降水的影响，14日至
18日最低气温基本在 0℃以
上，最高气温因冷空气间歇
影响，波动较大，其中14日至
15 日最高气温下降 10℃以
上。

此外，本周我市地面多处
于北方冷空气和西南低涡倒
槽之间气压梯度较大的区
域，风力居高不下，13 日至
15日以及17日风力较大。

不过，大风也带来了一定
好处，本周我市大气污染扩
散条件总体较好，12日至 14
日空气质量 良，为 轻 度污
染。15 日至 18 日多降水和
冷空气影响，空气质量优，基
本无霾。

这个春节，小雨陪你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