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吴 琼

近年来，我区为破解农业农村
领域存在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内
生动力不足、土地产出效益低下、
涉农资金投入分散等问题，在车桥
镇丰年等 6 个行政村探索集成“中
央财政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省扶
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产业扶贫、
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社区股份合
作制”五项省级以上改革试点，不
仅发挥出改革试点叠加集聚效应，
也成功走出富民壮村新路径。2018
年试点村集体经济共增收 210 万
元，入股农户“保底 + 二次分红”收
入 470 万元，带动低收入农户 262
户，增加农民务工薪酬 68 万元，实
现了农民和村集体双增收、基层党
组织战斗力和凝聚力双增强。

我区在改革中突出基层党组
织的主导作用和集体领办性质，推
进工作责任和实施项目落地生根。
在区级层面成立改革领导小组，把
改革试点当作种子一样精心呵护，
定期会办解决改革试点推进中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试点村在党总支
统一领导下，村委会、合作社实行
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管理模式，
最大化发挥党组织“统”的功能，把
党组织建在产业链条上，党员聚在
产业项目上，团结带领群众致富，
推动党建力量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提高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

针对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渠道
狭窄、发展模式粗放等实际，我区
积极推进村集体土地整体流转，着
力盘活自然资源。通过土地集中流
转入股，试点村分别成立村集体领

办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和农机 （耕
作）专业合作社两大平台作为改革
载体，试点村共连片流转入股土地
5110 亩，由各村合作社统一规模经
营，通过土地经营规模化为特色产
业发展创造条件。

我区把推动土地经营规模化、
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为推进农
业农村改革的有效路径。立足改革
项目，6 个试点行政村分别新建粮
食烘干中心，单季单批次烘干能力
在 500 吨以上；新建高标准工厂化
育秧中心，配套育插秧流水线设施
和设备；新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中心，购置履带式收割机、秸秆还
田播种施肥一体机、高地隙植保
机、无人机等一系列农机装备，每
个试点村均能提供 2000 亩左右的
种收服务能力。

为改变涉农资金分散、“撒胡椒
面”的现象，我区通过试点村承担
的五项试点工作系统优化整合各
类涉农资金，发挥资金规模使用效
益。整合中央财政农业生产社会化
项目资金 400 万元、省财政扶持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项目 1200 万元、
省产业扶贫项目资金 507 万元，提
高支农资金使用效能。拓展资金来
源渠道，区财政配套投入 605 万
元，试点村干部入股 131 万元，吸
纳龙头企业资金入股 60 万元，加
上村集体自有资产资源折价等，合
计投入资金 3000 余万元用于试点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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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文 明 是 城 市 之 魂 ，美 德 是 立 身 之 本 ！

我区推进农业农村集成改革试点

融媒体记者 郇玉乔
通 讯 员 程奕翔

河下街道加大力度帮扶 2018 年
度“五维评村”考评中排名倒数的软
弱后进村河北村，全面提升该村基
层党组织建设工作整体水平，充分
发挥村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促进该村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快速发
展。

党建引领提升素质。街道明确
河北村党总支书记郭涛为整改工作

“第一责任人”，同时由社区民警兼
任副书记，定期开展班子成员谈心
谈话，定期组织对村“两委”班子进
行测评打分，对工作中能力不强、责
任心缺乏、人民群众认可度不高的
村“两委”班子成员及时调整。建立

“社区党总支—小区党支部—楼栋

党小组—党员示范户”四级网络组
织体系，落实“三会一课”、民主评议
党员等日常组织生活，利用江苏先
锋网、远程教育、学习强国等平台，
不断提高党员素质；成立党员服务
队，开展党员志愿服务，通过评星定
级等做法，充分发挥党员之家、党员
示范岗的先锋模范作用。

扫黑除恶聚焦基层。街道利用
“幸福河下”APP、扫黑除恶宣传专
栏、文化长廊等媒介，开展形式多
样、丰富多彩的扫黑除恶宣传活动。
在河北村常态化开展宣讲理论政
策、弘扬传统美德、培育文明风尚等
主题的文明实践活动。街道党员干
部深入河北村扎实有效开展“大走
访”活动，聚焦基层最关心、反映最
强烈的问题，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
难。坚持把“党务公开、政务公开、事

务公开、村务公开”作为河北村党风
廉政建设的主要抓手，通过规范公
开制度、载体和内容，让权力在阳光
下运行。

推动平安村居建设。为实现社
区服务“零距离”、社区管理“全覆
盖”、居民诉求“全响应”，兼任村党
总支副书记的社区民警带领更多社
区民警加入网格管理中，探索实施

“一格一警”警务模式，每个网格都
把综治力量和警务力量组织起来，
实现多重防控，全力做到治安防控

“零死角”，进一步推动平安村居建
设和民生警务常态化、精细化、效能
化，充分借助“幸福河下”APP 平台
和“千里眼”系统，让网格民警随时
随地掌握网格内的社情民意和辖区
治安动态，全面编织平安防护网。结
合“大走访、大宣传、大排查”活动全

面开展深度调研走访，在线索摸排
上再深挖、再扩线。

抓招商促农民就业。街道积极
帮助河北村充分利用处于城市发展
前沿阵地的区位优势，坚持“内优环
境、搭建招商平台，外聚人脉、拓宽
引资渠道”的招商思路，进一步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持续增强发展后劲。
帮助河北村依靠文化产品、健康养
老、生态旅游等新业态不断发展，充
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和政策的引
导作用，因地制宜，全力推动产业发
展升级。街道坚持“走出去”和“请进
来”相结合，不断提升河北村农民就
业质量，激发农民创业致富积极性，
拓展农民多元增收渠道，抓好农民
就业服务与技能培训，努力开创“活
力十足、创新驱动、带动就业”的良
好局面。

河下街道加大软弱后进村帮扶力度

电商专供”不能成为劣质商品代名词
苑广阔

一箱同品牌的纸巾袁网店售价便
宜一二十元曰 一件同品牌同款的服
装袁网店售价是实体店的一半曰一款
看似一样的电视机袁 线上线下价格
相差千元噎噎眼下正值野618冶电商
大促袁不少消费者反映袁网上搜到同
品牌同款商品的价格虽然便宜不
少袁但收到货后却与实体店有差距遥
据新华社报道袁业内人士介绍袁不少
商品实为品牌的野电商专供冶款遥

野618冶电商大促袁各大电商平
台尧商家下足了功夫袁做足了声势遥
很多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也被充分调
动起来袁 网络购物车已经被逐渐填

满袁只等出手下单遥 但一些有经验的
消费者却对电商尧 网购多了一份警
惕心理袁因为他们担心买到野电商专
供冶商品遥 所谓的野电商专供冶袁就是
专门供给电商袁 通过网络销售的各
种商品袁 这类商品在实体店是见不
到尧买不到的遥

为避免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的利
润互搏袁 不少厂家生产专供电商渠
道销售的野专供款冶袁早已成为惯例遥
按理说袁作为一种销售策略袁这样做
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袁但问题在于袁
在电商领域袁各大电商平台尧各路网
络商家之间更容易掀起价格战袁消

费者也更喜欢在各个平台和商家之
间进行比价遥 为了在价格上取得竞
争优势袁 厂家就只能想方设法压低
产品的生产成本袁 于是袁野电商专供
款冶 往往就成了价低质劣商品的代
名词遥

一些鞋服尧箱包尧家电尧卫浴尧纸
品更成了野电商专供冶的重灾区袁简
直让消费者防不胜防遥 更值得注意
的是袁野电商专供款冶 产品只要符合
国家相关的生产标准袁 并不属于假
冒伪劣产品袁 所以难以通过相关法
律法规予以监管遥 换言之袁野电商专
供冶商品的出现袁只是厂商的一种营

销策略袁 即便可能对消费者的利益
带来损害袁但并不违法违规遥

目前务实可行的做法袁 一是引
导和督促生产厂家尧 商家通过各种
方式对野电商专供冶商品做出明确的
标识袁充分满足消费者的知情权袁以
供消费者自己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
择遥 二是需要消费者秉持必要的消
费理性袁 既不要被电商产品的低价
眯了眼袁 也不要被各路电商频频掀
起的价格战裹挟进去
无法自拔袁 买回一大
堆价低质劣袁 价值不
大的商品遥

通讯员 郭翔宇

车桥镇按照“标本兼治、疏堵
并举”的原则，明确责任主体，加大
舆论宣传，强化执法巡查，全力做
好夏季秸秆禁烧禁抛和综合利用
工作。

该镇严格执行属地管理、属地
负责原则，各村（居）对本辖区内秸
秆禁烧禁抛、离田离圩和综合利用
工作承担主要责任。制定详细工作
方案，采取三套班子包片，各村结
合干部、支部书记、村干部包组户，
农户包田块的方式，强化班子成
员、机关干部、各村（居）、村民小组
和农户的责任，做到层层落实，责
任到人。

该镇发动各村（居）、各有关单
位通过多种形式，加大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省人
大常委会《关于促进农作物秸秆综
合利用的决定》、市政府《关于加强
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的通告》
等法律法规政策和区有关文件精
神宣传，阐明秸秆露天焚烧和抛入
水体造成的危害，明确对秸秆露天
焚烧和抛入水体行为的处罚措施，
切实提高广大干群的法律意识和
责任意识，努力使秸秆禁烧禁抛和
综合利用工作转化为村民的自觉
行动。

该镇要求派出所、水利站、交
管所等部门加强执法巡查，加大查处力度，针对公路沿
线等重点线路以及镇区周边重点区域组织开展不间断
执法巡查，从严、从重、从快查处秸秆露天焚烧行为，确
保道路交通安全和大气质量。组织包村工作组对各村

（居）的禁烧禁抛、秸秆离田离圩和综合利用工作进行
全面督查，对工作不力的村（居）及时通报，并视情节轻
重，依据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处理。

流均镇 25610 亩小麦日前已收割结束遥 为确保秸秆禁烧零火点袁该镇重点在综合利用上做
文章遥 据悉袁麦收期间袁流均草场收购打包了 4000 吨秸秆遥 图为秸秆中转站工作现场遥

王 丹 张 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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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林 锋

近日，席桥中心小学充
分发挥学校教育主渠道作
用，积极开展“抵制秸秆焚
烧，共创文明城市”主题教育
活动，加大秸秆禁烧宣传力
度，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该校利用国旗下讲话，
教育学生从小养成保护环
境、充分利用资源的良好习
惯，以“小手拉大手”的形式，
让学生来影响家长，把秸秆
禁烧和综合利用变成群众的
自觉行动。

该校发放“两禁一用”告

家长书，利用广播站、黑板
报、宣传橱窗、主题班队会等
大力宣传秸秆焚烧的严重危
害以及综合利用的重大意
义。一系列活动的开展，让同
学们和家长认识到了焚烧秸
秆的严重危害性，增强了法
律意识和环保意识。

席桥中心小学

开展秸秆禁烧主题教育活动

通讯员 黄 雪 季 武 曹启永

为切实做好今年防汛防旱工
作，淮城街道早准备、早动员、早部
署、早落实，狠抓组织宣传落实、任
务责任落实、预案措施落实、防汛值
班落实，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该街道 4 月恢复防汛防旱办公
制度，充实调整了街道防汛防旱领
导小组，落实了流域性堤防及骨干
排涝河道工作责任制，明确了行政
技术责任人。结合实际制定完善了
防汛抢险预案，形成了道路、沟渠、
泵站责任网络。对防洪排涝抢险预
案进行修改完善，增强预案的针对
性和操作性，提高对洪涝灾害的应
急反应能力。制定城区小型排涝泵
站应急度汛方案，确保城区涝水及
时快速排出。

该街道严格按照上级要求，抓
好物资储备，对现有的防汛物资进
行清理，分类堆放，落实管理人员，
强化管理责任。目前街道已库存防

汛编织袋 3 万只，树桩 1100 根，铁
丝 120 公斤。对有流域性堤防防守
任务的村、居，街道要求成立抢险突
击队，各队人数不得少于 50 人，无
堆堤防守任务的村居也组织不少于
50 人的抢险突击队；街道还成立
150 人的青壮年防汛应急抢险分队，
以备紧急调用，为防汛防旱保驾护
航。

该街道现有主要涵闸 2 座，已
落实专人值守。城区共有小型排涝
泵站 15 座，共 18 台机组，排涝流量
为 13.12 立方米 / 秒，是城区防汛排
涝的重要机电设施，已经维修保养
到位，随时能够执行防汛排涝任务；
街道积极落实河渠清障工作，对区
域排水河道进行清淤疏浚，确保汛
期排水顺畅。

该街道将防汛值班名单公布上
墙，安排带班领导。保证雨时 24 小
时不脱人，同时做好雨情记录，及时
上报反馈防汛情况信息。

淮城街道

扎实做好防汛防旱工作

通讯员 董晓波 赵晓燕

6 月 14 日，由区文广旅游局主
办、区图书馆承办的“大运河与淮安
城市发展”文化大讲堂活动圆满结
束。

文化大讲堂活动邀请“大运河
文化讲述人”祁宏给全系统人员授
课。祁宏认为，淮安是一座漂浮在水
上的城市，与大运河存在着深厚的
历史渊源。作为“运河之都”，淮安城
市的萌芽要从青莲岗文化的孕育开
始，到邗沟的开凿，才真正标志着淮
安这座城市的诞生。隋唐和两宋时

期，大运河的开凿标志着淮安发展
进入鼎盛时期。祁宏在其著作《7000
年淮安简史》中写到，一部淮安古代
城市史就是一部运河与黄河此消彼
长的斗争史。

祁宏的精彩演讲，让与会人员
的思绪仿佛游走在古老的大运河之
上，感受着淮安城市的发展与变迁，
让所有人都更加了解到大运河与淮
安城市的发展。

区文广旅游局

举办文化大讲堂活动

近期袁区人社部门组织业务骨干开展进企业尧进社区尧进校园野三进冶送
政策活动袁针对群众需求袁重点讲解就业创业政策袁切实提高群众就业技能袁
争取创新创业政策扶持遥 图为业务人员在复兴镇进行政策宣讲遥

张 焕 摄

通讯员 秦柊萱

6 月 14 日，钦工中学组织全体
教师进行“做新时代‘四有’好教师”
主题培训活动，邀请区“百业能人宣
讲团”成员、淮安外国语学校党支部
副书记吴寿健主讲。

吴寿健从“苦练本领，努力成为

独一无二的自己”“坚守底线，努力
成为学生喜爱的老师”“目中有人，
努力办有灵魂的教育”三个方面，运
用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和鲜活的教
育案例，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作为一
名新时代人民教师应该具备的师德
品质和业务素养。

钦工中学

组织“四有”好教师主题培训

6 月 17 日袁楚州实小幼教集团紫荆花幼儿园举行了 野惜别 感恩 起航冶
毕业典礼暨汇报演出活动遥丰富多彩尧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袁给孩子们留下了
甜蜜的回忆遥 咸高军 宋文静 摄

3文 史
2019年6月19日 星期三 责编：赵日超 版式：刘 武文 明 连 着 你 我 他 ，新 风 吹 拂 千 万 家 ！

2012 年的一天，我在下班的路上，看见从
一辆满载黑色生活土的渣土车上掉下一块青
花瓷片。好奇心促使我进入渣土车驶入过的工
地一看究竟。只见从深达 18 米左右的地基里，
挖出了许多条石、宽砖，坑墙有黑土、黄土、沙
土等土层。我以为是古代的某个墓葬被发掘，
随即打电话与博物馆联系。

经考证，该处为宋代的闸口遗址，是宋代
遗址。那么，为什么当时的闸口在土层下 18 米
左右？为什么土层分层分色？为什么有沙土、黑
土等？

实际上，这一连串的为什么，正是淮安与
水的那些陈年往事的真实写照，这里也有许多
理不清、道不明的故事！

而这，也是一部淮水由咆哮走向安宁的历
史……

淮安位于江淮平原东部，东近黄海之滨。
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境内水网密布，水域纵
横。发源于河南桐柏山的淮河（淮安古黄河），
蜿蜒曲折上千公里，从淮安穿境而过，奔腾至
涟水下海。淮安的城市名称，也与淮河息息相
关。据史料记载，南齐永明七年（489），“割直
渎、破釜以东，淮阴镇下流杂 100 户置淮安”，
以祈盼淮水安澜为寓意，取名淮安。雄踞淮安
古城中心的镇淮楼，通常的说法也是为镇压淮
水，祈免水灾所建。

淮安的历史就是一部与水斗争的历史，这
就不得不说起我们的母亲河———黄河。

黄河发源于遥远的巴颜喀拉山脉，流经 9

个省（自治区），由于经过黄土高原，所以
河水里夹杂了大量的泥沙，正因如此，黄
河被称为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因
为这些泥沙会堵塞河道，所以黄河很难
稳定地在一条河道中流淌。历史上的黄
河经常泛滥，几乎每 10 年下游就会淤塞
一次。黄河自古就有两条入海的水道，一
条是今天济南市北面的黄河，另一条是
从安徽北部至今淮安市淮阴区的废黄河
故道入海。两条水道交替淤塞，河水交替
改道入海。加之历代政府清淤不力，所以
在历史上，黄河经常泛滥成灾，民不聊
生。为了躲避灾害，维持生计，黄淮海地
区人口不断向周围扩散、迁移，山东就出
现了闯关东，安徽及苏北就出现了讨饭
的“丐帮”。而这些位置，便是历史上所说

的“黄泛区”。
从宋代开始，黄河下游极其不稳定，经常

出现改道的现象。南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
河南阳武决口东流，黄河水分为两道，一部分
经山东入海，一部分由泗水向东南至清口（今
淮阴区）夺淮水入海。宋金对峙，金人大举入侵
时期，东京府汴梁守将杜充为阻止金兵南下，
在滑州（今河南滑县）人为挖开黄河堤，造成决
口。此次黄河决口造成的后果是把黄河从北向
彻底导向了南侧。北宋南迁后，宋金两国以淮
水为界，楚州（今淮安区）即在淮河以南的边境
线上，战争频发，而河道维护松弛，不断淤积，
更是水患不断。

今天淮安尚存的废黄河，即是从草湾（今
徐杨乡老坝）向东至钦工、宋集西部至涟水大
桥，再入海的那条淮河。明万历三年（1575）前，
淮河从盱眙向东北至清河县（今清江浦区与淮
阴区）向东，过王家营（今淮阴区）到草湾，拐弯
向南，经钵池山（今板闸西北）东侧南下到达河
下，转弯向东（翔宇大道下面是河道），经下关
向东北，过范家口、刘伶台、季桥大湾、小湾，到
涟水大桥下海，史称“山阳湾”。

明代黄河全面夺淮，淮河一河承两河水，
灾害不断，特别是山阳湾大水季节，水由草湾
向南，直灌淮安三城。最为严重的是，大水冲破
南堤横冲直撞，淹没整个里下河地区，造成无
数次运河淤塞、漕运中断的严重情况，令人闻
之色变。

据淮安地方志书中记载：

万历元年（1573），淮水暴涨，弥漫千里；
万历二年（1574），黄河和淮河又泛滥，淮

安受灾；
万历三年（1575），总河都御史傅希挚治河

工程未成，黄河在崔镇决口，淮河在高家堰决
口，高邮湖清水潭、丁志等处也决口，洪水冲灌
淹没淮安、高邮、宝应三城。

明万历四年（1576）四月，漕运侍郎吴桂芳
言：淮安新城外河深不过五七尺，惟清江浦（运
河）相对草湾地方地形低下，黄河屡向冲决，欲
夺安东县（今涟水县）后下海。以县治悠关，屡
决屡塞，致近年淮黄交溢。去岁草湾以东，自决
一口，宜于决口之西，王家山之东，开挑新河，
以迎扫湾之溜。

此工程历时 9 月完工，当时称为草湾河。
在向南的淮河主道口筑了一道堤坝封堵，为今
天的老坝。后向南故道仅作为普通人货物往来
使用，以运盐为主，又称盐河。不过至明万历十
七年（1589），河道变窄，基本不通航。至清代早
期，河道便已经淤塞。

到了清代初期，三藩、河务、漕运成为了治
国安邦的 3 件大事。虽国库充盈，资源丰沛，治
理河道措施有力，但黄河不时还是有点小性
子，但还可以控制。而到了咸丰元年（1851）在
徐州丰县北岸溃决，同治期间黄河连续 3 年大
决口。加上捻军起义，清政府四面出击，中央国
库空虚，治理水患的经费紧张，下游河道不断
淤阻，决口便年年都有，尤以淮安至河口段河
患最为频繁。

黄河泛滥的最严重后果，就是城池的淹
没。在盱眙县境内，就有一座淹没在水下的古
城———泗州城。泗州城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北
周大象二年（580），历史上曾是淮河下游一座
重要都市，扼守淮河两岸及南北大运河由淮河
入汴的南端口岸，具有突出的战略、交通和经
济地位。明代黄河全面入淮，黄河水由开封、徐
州一线入泗水，在清口汇入淮河，致使淮河河
床抬高，淮河排水之路渐失。加之万历六年

（1578）年高家堰加高并抬高水位强引淮河水
入清口后，洪泽湖面积随之增大。至清康熙十
九年（1680）黄河夺汴入淮，再至康熙三十五年

（1696），泗州城彻底被淹没在河水泥沙之中。
说到了水，不能不提“闸”。而提到板闸，很

多人都会想到淮安钞关。淮关居两淮之咽喉，
贯淮扬之通衢，中穿运河，环卫淮城，是我国明

清时期负责全国运河税收的一大税务机构。
2014 年，原板闸镇进行拆迁改造，在作业过程
中发现了大量条石，后经淮安市博物馆对其进
行调查勘探，确定地下埋藏着一座石砌明代水
闸遗址。由于水闸底部铺筑为木板，故名板闸，
板闸镇也因此得名，沿用至今。板闸始建于明
代永乐年间，至清康乾期黄河（淮河）夺淮，泥
沙不断淤积，最终掩埋于地下。

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水利工程不断建成，
这才彻底结束了淮安地区水灾不断的状况，拯
救百姓于水患之中。历史上，从 1855 年始，黄
河虽走北道，淮河、运河仍然处于不稳定状态，
1911 年、1921 年、1931 年均发生了大洪水，淮
安城内外生灵涂炭。1950 年，淮安又发洪水，老
百姓拖家带口逃荒。有人乞讨到了安徽，发现
安徽比淮安还穷，便有了顺口溜：“上安徽，吃
大亏，睡草堆，淌眼尿。”洪水来时，有人带上干
粮爬上树梢等高处，蛇也向树上爬，便有了蛇
咬人、人落水之事，且常有发生。

时淮安县王汝祥县长前去北京，向周恩来

总理汇报了“人蛇争树”的情况，希望修一条水
道。周总理向毛主席进行了汇报，主席亲自批
示：“一定要把淮河治理好”。随后，周总理亲自
选址，将总渠放在了淮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的苏北灌溉总渠就这样诞生了。它西起洪泽
湖，东至扁担港口，横贯淮安、盐城两市，渠道
全长 168 千米，兼有排涝、引水、航运、发电、泄
洪等多项功能。该项工程由江苏省治淮工程指
挥部组织施工，工程于 1951 年 10 月开工，
1952 年 5 月完成。与此同时，在苏北灌溉总渠
北堤外平行开挖排水渠一条，用于排除总渠北
部地区的内涝。总渠设计引水流量 500 立方米
/ 秒，计划灌溉里下河和渠北地区 360 余万亩
农田。

从此淮水真的到此安息了，淮安人民过上
了好日子。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淮安就在与
水的爱恨交织中，一次次经受磨难，又一次次
地重振旗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水文化元素。

渊作者系淮安区纪委监委派驻第九组组长冤

淮安已故文史专家丁志安先生在《淮
安方志漫谈》中讲到，民国《勺湖志》为近
代文人毛乃庸撰，未见传本。然笔者无意
中发现由淮安毛乃庸所撰的《勺湖志》今
藏于北京图书馆。

现存民国《勺湖志》共 16 卷，其中卷 1
为总叙；卷 2 至卷 8 为书院；卷 9 为园林；
卷 10 至卷 12 为祠庙；卷 13 为寓贤；卷 14
至卷 15 为艺文；卷 16 为丛记（并附 1 卷）。
全志记载详实、严谨，收备较详。卷首有引
论题其要，文字简核、去取得当，是研究淮
安勺湖园林史的重要文献。

勺湖又名郭家池、郭池、郭家荡、郭家
湖、王家池、王家湖、放生池、女儿湖，在淮
安城内西北隅，西及北均抵城垣，东限万
寿桥，与城河通。面积占城十一而不足，其
始无可考。邑人阮葵生《茶余客话》谓唐时
即极盛。赵嘏诗云“城碍十洲三岛路，寺临
千顷夕阳川”者仿佛指此，然无确证。宋时
始见著录，称王家池。元为菱田。明季淮安
推官袁彭年四面筑堤，禁捕鱼，号为放生
池。久之禁地，堤亦圮。顺治中，漕运营督
蔡士英复修堤，顺治庚子，总漕蔡士英就
墩建大悲阁，联以板桥，俗名蜈蚣桥，象形
也。光绪中何俊卿舍人锐意重修，劝募经
年始复旧观。颜其桥曰：如虹。夏时有人觞
客于此。不三五年渐就零落，桥板为邻近
所盗，盈盈一水又可望而不可及。

当年湖面清净，菰蒲飘香，被文人雅
士辟为寄情怀、避尘嚣的好去处，更被佛
家、道家视为建立清净之所的首选之地。
勺湖即为名湖，令历代达官贵人、文人墨
客流连忘返，或歌或赋，赞美勺湖风景绝
胜。

淮安曹钟昌曾有诗：
淮扬烟景比钱塘袁挂眼青山是女墙遥

南北高城峰势远袁水云片片数西方遥
书院西邻太乙宫袁湖心亭子纳南风遥
长桥记卧沧波上袁安得如虹比跨虹遥
宦游不知几春秋袁爱住杭州抵楚州遥
一样六桥分内外袁皇经阁比望湖楼遥
拳山勺水艇如瓜袁西望湖滨塔影遮遥
欲比雷峰看夕照袁赏心美景属荷花遥
绿杨几树正当门袁苏小春情孰比伦遥
多少荒坟松柏下袁不知何处月香魂遥
西北高楼近钓台袁韩侯更比岳王衰遥
渔钩直肖精忠柏袁欲折雄心百不回遥
清芬自古有涟漪袁循吏声名百世知遥
为问淮安贤制府袁风流远比白苏祠遥
前朝寺观复余几袁不见残僧空叹欷遥
若把三城比三竺袁圆明灵隐略依稀遥
昔贤曾著叶西湖志曳袁今代西河善属辞遥
从此江南与江北袁山公都作习家池遥
蔡公祠，在勺湖如虹桥南，龙兴寺北，

旧本寺中地。水陆寺，在万寿桥侧。老君殿，
一名太上行宫，旧为龙兴寺郭家地。

龙兴寺，在勺湖南岸，为淮安最古迹。
晋泰始三年（267），沙门竺昙至洛阳，世号
敦煌菩萨。后于江左译经。永嘉二年（308）
自广陵郡之山阳。时庾希方镇淮阴，有山阳
人夏宽施地 400 余亩。筑坛建刹，是为建寺
之始。有陈文烛《重修龙兴寺碑》、阮葵生

《龙兴寺》《总漕杨锡绂重修万寿宫》、沈柿
《宿龙兴寺》、邱象升《过龙兴寺访白孟新承
示新德》、范以煦《龙兴寺歌》等赞美龙兴寺
优美风光诗文存世。

斗姆宫在龙兴寺东南。文通寺，在龙兴
寺西。毗连奎文书院，左倚城垣，后浸勺湖，
风景绝胜，其创始无可考。旧名崇恩千佛
寺，俗呼千佛寺。门外有桥，榜曰“文通”。文
通塔，魏黄初元年（220）建，高 5 丈，顶高 5
尺。关帝庙，在龙兴寺东侧。环碧堂，在水陆

寺后，万寿桥东。即心
庵，在龙兴寺后池岸
北，老君殿左。火神庙，
在陆家荷叶坊东。

由于历史原因，淮
安勺湖周边寺院、名胜
荡然无存。新中国成立
以后，特别是 1981 年
前后，时淮安县人民政府据文献记载和勺
湖自然条件，对勺湖加以大规模修缮，使得
勺湖又重放异彩。

渊作者系淮安区政协特邀文史委员冤

由 咆 哮 向 安 宁 从 毁 灭 到 重 生
———淮水的前世今生

顾沛然

淮安生态文旅区以北不
远就是钵池山。钵池山是一
座曾经存在过的山。如果说
盐河曾经是一条大川的话，
钵池山则是一座名山。

现在人都未见过钵池山，它是个什么样子？
这只能从书本上去查寻了。同治《山阳县志》、金
铣《敕封景会禅寺兴造记》、王琛《淮郡典故》、朱
涵《钵池山炼丹台仙迹记》、黄树森《钵池山赋》等
诗文，都有记载。综合起来，钵池山大致是这样子
的：此山仅是土阜，“高约略丈许”，并无石头。周
环绵延 10 里左右，高高矮矮，起起伏伏，四周高，
中间低，形如钵盂，故名钵池山。虽然没有高山峻
岭，但有树木阴翳，山径环叠，半山有亭。其位置
北边是淮河，南边是湖泊，环境清幽。田毓璠说，
湖水环山，山在“烟波浩荡”之中，“若岛屿浮立海
上”，让人感到这确是一个“仙乡”。

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钵池山成为
名山，光凭这点美景是不行的，而是因为它与仙
人王子乔挂上了钩。唐代杜光庭将此山列为道家

“七十二福地”之一，所以名气大了起来。据记载，
明清时代山上还有王子乔的祠、炼丹的台、灶和
井。“天下名山僧占多。”和尚也不甘落后，在山中
也修起了一些庙宇，最有名的是景慧禅寺。明代
和尚们化缘修寺，请大文学家吴承恩为他们写一
篇文章，吴承恩立即“闻之欣喜，乃复赞叹。赞叹
不已，而说偈曰”，作了一篇《劝缘偈》。

钵池山下的湖，叫做山子湖。但异名颇多，天
启《淮安府志》称它为山字湖，何希范诗“河路成

山子”，意思是湖中水道呈山字形，因而得名；李
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说，山子湖一名君子湖，
因为其中多隐士，因人得名；杜首昌诗作“山紫
湖”，还说山里还有个“山紫庵”，尚不知所云。淮
关上的人则称之为后湖，因其在钞关的背后。实
际上这湖很类似一个堰塞湖，东边的淮河、西边
的运河两大堤左右拦着，水不得出，积瀦而成
的。

山子湖主要在钵池山的南边，水向南便流入
邱家湖，再向南有一道三城坝拦住，中有一伏龙
洞与南边相通，即与河下接近了。

过去从南边来游览的人，多从水路乘船前
来。当年笙歌画舫，游人骈集。黄达《游钵池山记》
云：

时当暑月，两三人坐一小艇，置竹几，茶瓯酒
碗具列，刺篙声在芦苇间。月气生凉，手持蒲葵扇
不动，已而香风拂拂袭衫袖，指点所为爱莲亭者，
若远若近，掩映于烟光幂历之外。

船到了钵池山边，即可从景慧寺边系缆登岸
了。

从水上看钵池山，风景真不一般。邱谨《钵池
泛舟》诗云：

天光湖影镜涵空袁菱汊蒲湾面面通遥
鸟带残霞飞别浦袁云横深树断晴虹遥
千株柳亚山塘雨袁百顷荷翻水溆风遥
向晚维舟岩际宿袁上方楼阁夕阳红遥
诗中“菱汊蒲湾”“鸟带残霞”“云横深树”“千

株柳亚”“百顷荷翻”，颇饶野趣，确实很美。
乾隆三十九年（1774）淮河老坝决堤，洪水淹

没了这一带，带来的泥沙，将沟壑淤成了平陆，山
邱二湖从此消失了。

因钵池山是沙土地，所种植的萝卜青皮红
心，清脆多汁，人们拿它当水果吃，称它为“心里
美”。商贩挎篮或设摊叫卖，不管是哪儿产的，都
说是钵池山萝卜，是地方的名牌。后来，人们开始
使用沙子作建筑材料，便挖坑取沙，本来就不高
的土丘，就逐渐被挖平了。挖山不止，挖到深处，
钵池山有的地方就变成了“钵池塘”了。“钵池塘”
里长出了白茅黄苇，显示了愚公移山的威力，和
陵谷变迁的沧桑。

渊作者系淮安区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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