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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文 明 是 城 市 之 魂 ，美 德 是 立 身 之 本 ！

河下街道

打造文明城市靓丽名片

通讯员 王蓉蓉

为保障全区机关事业单位参保
人员职业年金能够如期收缴，迅速
投资运营，区机关事业社会保险管
理处组织专人加班加点，集中办公，

严格按照江苏省职业年金基金管理
及投资运营实施办法的通知要求，
以“征缴计划、财务实收、业务到账”
三对照为落脚点，与各参保单位及
财政国库支付中心逐笔进行核对，
做实个人账户，提供基础保证。同时

对 2014 年 10 月至 2019 年 3 月个人
职业年金账实匹配的金额进行核查
比对，确保准确无误。

目前，全区 452 家参保机关事
业单位核查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区
机关事业社会保险管理处对没有正

常缴费的单位下达催缴通知书，跟
踪督促其及时足额补缴到位，为全
区职业年金能够早日投资运营保驾
护航。

我区完成参保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核查工作

萧湖人家三期安置小区位于国际商城经二路东侧袁 商城路南侧遥 该工程建筑面积约
8.6 万平方米袁总计安置户数 642 户袁计划 2021 年 10 月 2 日完工遥 目前工程已完成桩基施
工尧边坡支护袁正在进行砼垫层尧主楼及地库防水卷材施工遥 图为项目施工现场遥

王 丹 摄

日前袁笔者在御景城小区内看
到了这样一幕院骄阳似火袁一位女
孩打着太阳伞拎着一袋垃圾走到
了小区楼下的垃圾桶旁随手丢下袁
任垃圾躺在垃圾桶 野一步之遥冶的
地方遥 笔者又走访了几个小区袁发
现不少垃圾被扔在垃圾桶旁边,引
得苍蝇乱飞遥

垃圾桶近在咫尺袁为何把垃圾
扔在桶外钥 笔者发现袁有的市民是
嫌垃圾桶周围环境脏不愿意靠近袁
有的市民是担心垃圾桶盖掀起来
弄脏自己的手袁有的市民是用未盖
盖子的垃圾桶练习自己的 野投篮冶
准确率袁还有的市民就是懒袁不愿

意多走几步路遥 笔者认为袁环境要
靠大家共同爱护袁只要跨过那野一
步之遥冶的距离袁每个人都把垃圾
扔到垃圾桶内袁就能维护小区环境
的整洁遥

笔者建议各小区进行文明意
识宣传袁提高市民素质遥 开展野告别
乱扔垃圾陋习袁 争做文明市民冶教
育宣传活动袁在小区宣传栏张贴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倡
议书尧 淮安市民文明行为 野十不
准冶袁在垃圾桶上张贴野禁止乱扔废
弃物尧垃圾进垃圾桶冶的温馨提示
语遥利用 LED 电子显示屏滚动播出
禁止乱扔垃圾公益广告袁 在报纸尧

电视尧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加大宣传
力度袁引导市民遵守社会公德遥 通
过野从娃娃抓起 从学生抓起冶加强
对中小学生的教育袁 用小手拉大
手袁让孩子监督家长告别陋习走向
文明遥

加大查处力度袁曝光不文明陋
习遥 希望小区物业尧网格化管理工
作人员等加大对乱扔废弃物尧垃圾
丢在垃圾桶外行为的检查力度袁及
时处理群众乱扔废弃物行为袁促进
市民遵守社会公德袁 共创文明城
市遥

加强垃圾综合利用袁争取野变
废为宝冶遥 社区尧物业等可以鼓励市

民将还能使用的旧家具尧旧衣服或
者旧玩具在线下二手货品市场尧线
上网站进行交易袁让那些仍有价值
的旧物继续发挥价值遥 此外袁还可
以多设旧衣物尧 玩具公益回收箱袁
大件旧家具捐赠处等袁鼓励市民将
旧物捐赠给贫困地区袁让市民献爱
心袁做公益袁在实现物品循环利用
中获得成就感袁 同时提升环保意
识尧节约意识遥

让垃圾与垃圾桶不再有“一步之遥”
韩 峰

通讯员 周 傑 许 星 葛顺彬

日前，台湾红十字组织花莲分
会副总干事陈玉秋一行 10 人，在江
苏省红十字会筹资项目部副部长王
旭明、淮安市红十字会副会长颜陆
成陪同下，来我区进行工作交流访
问。

区红十字会副会长张立松对台
湾红十字组织花莲分会代表团一行
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介绍了区红十
字会的基本情况，以及人道救助、应

急救援、救护培训、志愿服务、造血
干细胞捐献等事业发展情况。

代表团一行参观了区红十字会
应急救护培训基地、急救应急物资
仓储中心、志愿者之家，并现场观摩
了应急救护培训活动。代表团对区
红十字会培训工作开展有了直观体
会，两岸的红十字工作得到切实交
流互动，代表团对区红十字应急救
护培训基地建设工作给予高度赞
许。

通讯员 建 堂 寿 林 天 俊

日前，区交通运输部门通过“细
化定责，约谈明责，带题查责，述职
评责，倒查追责”五责并举，综合运
用监管执纪“四种形态”，全面落实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扎实加强和规
范交通运输系统党组织建设和党内
政治生活。

细化定责。该部门制定党政主
要负责人抓党风廉政和党建工作考
评细则，把落实“两个责任”牢牢抓
在手上，层层传导压力，充分发挥问
责稳压器作用，推动“两个责任”落
地生根，确保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
重担越压越实。

约谈明责。该部门结合问题线
索，结合执纪、巡查、监察，针对发现
问题开展“约谈”。对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和行政执法人员侵害服务
对象利益等人和事进行通报曝光并
追责，努力深化交通运输事业发展
的政治生态。

带题查责。该部门实时对所属
各单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落实情况
督查指导，对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落
实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对存在一般
问题的单位，责令整改；对问题突出
的单位，约谈主要责任人，确保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地生根。

述职评责。该部门定期开展党
员干部述职述评，查摆问题，接受评
议，整改落实。所属各单位党政主要
负责人在年度述职和抓基层党建工
作述职中，都要加入履行主体责任
的内容，查找存在问题和不足，并限
期整改。

倒查追责。该部门通过制定实
施《交通运输系统党风廉政责任追
究办法》，对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单
位，严肃追究领导干部责任。对问题
的人和事一查到底，一追到头，一抓
到边，努力打造一支“能干事、干成
事、不出事”的交通运输系统党员干
部队伍。

区交通运输部门

“五责并举”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融媒体记者 顾睿卿 沈 佳

6 月 20 日下午 4 点，关天培小
学为 68 名毕业生举行了一场与众
不同的毕业典礼。说这场毕业典礼
与众不同，是因为毕业典礼上有个
特殊的活动，就是让毕业生们最后
再为学校航天育种种植基地的植物
浇一次水，然后采下果实，一起分
享。

记者在学校的航天育种基地看
到，航天植物共有 10 棵，品种有猕
猴桃味番茄、黄瓜—航瓜绿龙、航茄
105 等，每棵植物上都挂满了大大小
小的果实。

“5 月 18 日，学校学生参与了国
内首次有小学生参与的航天育种种
植试验。”副校长朱一珠说，当时，在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神舟航天软件

（济南） 有限公司专家张雷的指导
下，学生们分别在淮安市青少年综
合实践基地和学校种植了近千株航

天育种苗。“这 10 棵苗主要由六年
级学生养护。”

学生们参与的热情非常高，小
苗拿回来之后，他们把种植园里的
瓦砾都挑拣了出去。植物种下去之
后，更是每天浇水，悉心呵护。

六一班的蒋馨告诉记者，她和
同学们每天都会去看看它们。“刚种
下去就每天都有新叶子长出来，更
神奇的是，刚长出两片叶子就开始
结果了。”首先结出果实的是航瓜绿
龙，孩子们每天都用自己的手掌去
量一量航瓜的生长速度。最后一次
给这些植物浇水时，他们发现猕猴
桃味番茄也结出了很多果实。

“这些航天育种苗是神舟四号
返回舱及其他一些中国返回式卫星
带回的种子，由农业科技公司优选
定型后提供的。”学校所属教育集团
副总校长咸高军介绍，学生们通过
自己的亲手种植，开启了一次科普
和植物生命探索之旅，收获很多。

关天培小学

首届毕业典礼与众不同

博里镇马桥村工厂化育秧基地采用硬盘育秧技术袁通过集约化管理袁3.8
亩面积可育约 700 亩机插秧秧苗遥 图为工作人员查看硬盘中秧苗催芽情
况遥 郇玉乔 摄

通讯员 周 璀

山阳街道即日起全面排查放
贷活动，重拳出击、坚决打击“套
路贷”，维护社会秩序稳定。

该街道要求各单位、各村居高
度重视此次排查整治活动，明确
专人负责，认真做好本单位及辖
区内是否存在非法高利放贷活动
和“套路贷”暴力讨债等犯罪行
为，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排查整治
任务。

该街道重点排查辖区内未取
得金融牌照而从事金融贷款业务
的机构，特别是宣称无抵押、放款
快、轻松贷款的贷款中介，以及长
期从事民间借贷业务或者以放贷
业务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自然人。
各单位、各村居充分利用基层网
格化社会治理优势，组织开展扫
楼、扫街行动，排查各类涉及贷款
活动的小广告、门店门头，密切关
注放贷活动信息。

该街道对于排查出的各类放
贷线索，按照“依法分类处置”原
则和具体措施进行处置。同时呼
吁广大群众抵制高利诱惑，积极
举报身边非法放贷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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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记者 胡子妍

“每次回到河下都觉得这里
有新变化。城市更绿了、街道更干
净了、小巷子更有序了、游客更多
了。”谈及自己的家乡，在南京工
作的王智勇自豪地说。

近年来，河下街道多措并举，
紧抓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谋
求突破、勇争先进、攻坚重点，着
力打造文明城市的靓丽名片。

合力共治
齐奏文明创建野交响曲冶

在亿源国际花园小区一隅，
居民黄延忠正在使用幸福河下
APP 的民情直通车板块，反映小
区内一处垃圾乱堆乱放情况。他
告诉记者，通过 APP 的定位功能，
精准定位垃圾位置，并上传相关
图片，社区里的网格员很快就前
来解决。

河下街道围绕创建工作职
责，深度细化创城任务，充分利用
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结合网格
化社会治理服务平台———幸福河
下 APP，以 13 个大网格、99 个小
网格为基本单元，层层分解创建
工作清单，实现街、村（社区）、网
格区三级网格协调互动、常态管
理，并且在幸福河下 APP 中开辟

“长效管理”“民情直通车”“文明

创建”等板块,统筹社会资源，提高
创建工作成效，做到事事有人管、
人人有任务。

“我们通过建机制，明分工，
在街道内凝聚创城的强大合力。”
河下街道办事处主任张国风告诉
记者，街道通过建立完善创建责
任制，制定创建考核奖惩办法，规
范化、精细化、常态化地开展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每月组织进
行自查自纠，多个部门联合制作

“创城简报”，查找问题，落实整
改，对于重视不够、整改不及时点
位的相关责任人，由街道纪工委
进行提醒谈话，进一步激发街、村

（社区）、网格区三级网格协调互
动、常态管理，发动全社会力量投
入到创城攻坚决胜战中。

加大投入
提升基础设施野硬实力冶

“现在我们业余时间有了好
去处，能够在那里读书看报运动，
别提多方便了。”家住河下街道城
郊社区的陈洁指着综合文化站欣
喜地说。

在河下街道文化站内，志愿
者服务站点、多功能图书馆、老年
活动中心、未成年人活动中心
……各类文化活动场所设备齐
全、功能完善。富有特色的廊道融
合了“仁义礼智信”五坝文化、恩

来精神以及韩信等本地名人事
迹。特色文化展示馆加入了河下
诗词文化，充满河下地方特色的
文化设施成为了德文化基因的

“孕育地”“储存库”，丰富了文明
城市创建的精神内涵。

河下街道抓好硬件设施完
善，投入 100 多万元对街道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31 个小区内文化
长廊进行重点打造，让居民一进
入小区就感受到浓烈的文明氛
围，解决创建中宣传版面分散、档
次不高问题。针对创建文明城薄
弱环节，对背街小巷、农贸市场等
进行专项整治，各个击破。投入
300 余万元，新改造铺设了康乐
路、新民街等 8 条街巷，投入 96
万余元新建了河西片区便民疏导
点。除此之外，还加大联合整治改
造力度，对老旧小区开展专项整
治行动，对河下小区、古运小区、
一品华庭等 6 个老旧小区集中整
治改造，共拆除各类违法建设 128
处，清除楼道小广告 1.2 万余处，
清理楼道杂物 1200 多车，疏通下
水管道 1600 余米，增设小区机动
车停放位 310 个，安装集中充电
系统 4 套。

志愿服务
搭建党群野连心桥冶

佳和名苑小区一名 73 岁的

失独老人李大爷，生活虽能自理，
但常郁郁寡欢。螺蛳街社区“小螺
号党员志愿服务队”———“爱心帮
扶”小分队的 2 名党员每周二、周
五轮流上门陪老人聊天，无论刮
风下雨，从不间断。志愿者沈慧娟
告诉记者，这个由 22 名党员干部
组成的志愿者服务队，今年以来
已累计开展助学济困捐赠、蔬菜
种植技术培训以及 60 岁以上老
人免费健康体检等志愿活动 30
余次。

除了日常开展爱心帮扶、科
普服务、健康医疗等志愿服务活
动，河下街道还充分运用传统节
日，开展各类形式多样的志愿服
务活动。春节开展送对联活动，元
宵节到华亭敬老院开展包饺子送
元宵活动，六一儿童节开展亲子
夏令营与慰问留守儿童活动，端
午节开展为低保户送粽子活动，
八一建军节联合社区前往区消防
大队开展拥军慰问活动，敬老节
开展金婚庆典活动，在金地广场
开展“移风易俗”文艺演出，组织
专业文艺团体赴 13 个村居和小
区开展“河下街道文明巡演基层
行”活动 20 多场次……

台湾红十字组织花莲分会代表团

来我区交流访问

管家湖是淮安运河绕不开的
水域，也是当年里运河航运用水的
补给水源。

管家湖位于淮安城西，北临淮
河，古称山阳浦，或称山阳津。是古
代自淮河进入邗沟的必经之水域，
北宋乔维岳开沙河、明永乐陈瑄开
清江浦都起自此湖，也因遭黄河泛
滥，在明代后期即被黄泛泥沙淤为
平陆。原湖中有岛，直到 1946 年岛
上还有座很大的佛教名刹湖心寺。
据说与扬州市南郊的高旻寺，同为
淮扬运河边上两座佛教胜地，今淮
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坐落于
此。

当年，管家湖是连结清江浦河
与邗沟的转轴，是清江浦等里运河
航运用水的源头。据乾隆《淮安府
志》：“管家湖，在城西望云门外，又
谓西湖。”南宋嘉定九年（1216），楚

州太守应纯之，为设防御金，认为：
“东南皆坦夷之地，难于设险。向北
一隅，有地不广，而淮河限之。惟向
西一带湖荡相连，回还甚广，而汇
水处止有数里，作一斗门为减水之
所，则一望弥漫……”

明朝弘治初，黄河决开封荆隆
口，冲击山东张秋段运河，漕运受
阻。都御史刘大夏受命治河，堵塞
黄河所有北流决口，逼黄水全流经
泗水南下会淮入海，黄河为害转向
清口等下游地区。这里，黄、淮、运
河经常泛滥成灾，加快了射阳、管
家等湖泊的淤垫，管家湖逐渐被淤
为平陆，到清朝，地方志书中极少
见到“管家湖”的踪影。

《明史》及与运河有关的著作，
涉及淮安的运河多论及管家湖。可
见，在湖漕之中，管家湖的重要地
位，它是淮安市区运河绕不开的水

域，也是当年里运河航运用水的补
给水源。

管家湖形成及其演变的历程，
史籍中记载既少且较零乱，只能依
不同时代的不同历史事件，理出一
点线索。姚汉源先生在《京杭运河
史》一书中论述，北宋雍熙元年

（984），乔维岳利用故沙湖开沙河，
即“在淮安西北，淮河从向东折向
西南，形成约 30 里长的山阳湾。水
势湍悍，运船过湾容易失事。淮南
转运使乔维岳利用故沙湖开渠，自
淮安北的末口至磨盘口，长 40 里，
避开山阳湾险段，沿用到明代。”

《京杭运河史》分析，“故沙湖似为
一狭长的湖，开河后就叫沙河。又
名乌沙河……”乔维岳开挖的沙
河，起自淮安城西，由此可见在北
宋时期，这里并不称管家湖，而称
之谓“故沙湖”。在明朝的《淮安府

志》中，多称“故沙河”，说明管家湖
系一相对较狭长的湖泊。山阳城西
的管家湖、徐家湖在当年都应是山
阳浦的一部分。

三国时期，魏吴争锋，魏文帝
领数百艘战舰，兵伐东吴，不克而
还，因航道水浅战舰被阻精湖。精
湖，即津湖。《淮南水利考》有“山阳
县津湖，即西湖，在淮城西。”西湖
就是管家湖。同书曾记述：“魏与吴
战不克而还，帝到精湖水稍退……
戴延之《西征记》曰：‘山阳津名，在
郡城之西，即山阳湖也。又名精湖，
又名津湖。盖魏时船行于郡城之
西，其时水浅，故（蒋）济于湖中为
土豚聚水以行舟，虽一时之法，而
后人堰湖以通运舟殆其意也。’”

渊作者系已故淮安市政协特邀
文史委员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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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淮安，常听到淮安人这么评价
周恩来：

周恩来做官绝对是一位好官、清
官，但他就是没有为他的家乡淮安做
任何实事。

其实这是绝大多数人不了解周恩
来的误解。

1965 年 7 月 5 日，周恩来出访埃
及回到新疆石河子看望内地支边青年
时巧遇淮安钦工镇建华村的姑娘李正
兰。他深情地对李正兰说：“一个热爱
祖国的人是没有不爱他的家乡的。”周
恩来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怎么
会不爱他的家乡故土，不为故乡亲人
办实事呢？对自己家乡淮安，最典型的
两件事就是由于周恩来的关心，开挖
了衡河和苏北灌溉总渠。这两条河的
挖成告竣都很好地造福淮安的百万人
民。这完全是周恩来的功德。

抗战一胜利袁争来资金挖衡河

还是从明代起，由于黄河一再夺
淮，地处淮河下游一带的淮河河床（即
废黄河，也有人称淮河故道，淤黄河、
黄河影等等）被滚滚黄河水带来的大
量泥沙淤填，不住升高，迫使“治淮”

“导淮”的官吏们不得不一再申奏朝廷
或中央政府，以不断加高、加固淮河的
大堤来确保两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
全。但是每遇大涝、大汛的夏季，总有
河水冲垮堤岸、酿成特大水灾的局面。
当时民谣就有“倒了高家堰（今洪泽
区），淮（安）扬（州）二府不见面；倒了
汤程工（今淮安南马厂西北侧的一段
废黄河大堤），钦工马厂影无踪”。

为了较好地排涝，明代中期，淮安
府和山阳县就在今淮安区开挖了一条
渔滨河。这条河从淮安城西北的五汊
河起，流向东北，经今河下、徐杨、南马
厂到席桥，然后折了一个 90 度的大弯
向东和东南经顺河、复兴、博里、流均
入荡。这条河不仅排涝，也兼航运和抗
旱的作用。如果抗旱需要，就将下游某

段河道填土拦实，就可
使河床水位升高而利
用。

日本侵略我国的时
候，由于天灾人祸，河道
疏于治理，淮安北乡便
水患连连，常常造成当
地颗粒无收，饥民成群。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
后，由于周恩来争取到
了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官
员来我们边区勘灾。当
那些联合国官员们见到
因水灾造成的墙倒屋塌
的淮安北乡惨状时，他
们的心灵震撼了，便同
意援助一部分“洋干面”
给淮安县人民政府，由
县政府组织灾民，以工
代赈，在淮北乡挖一条
河以排水防涝。

这条河经专家勘
察，南起席桥渔滨河折
弯向东处（原席桥镇政
府所在地），向北经钦
工、茭陵到苏嘴入咸汊
河（今流入入海道）。我至今清楚地记
得，因为全家人没饭吃，我父亲秦步阳
也去挑衡河，每挑 1 立方土可以给 1
斤 8 两洋干面。因为当时我们国家还
很落后，干面都是用石磨磨出来的，而
西方国家当时已较发达，他们是用机
器磨出来的面粉，我们中国人就称它
为“洋干面”。

挑河工虽然是重体力劳动，但我
父亲舍不得将他挣来的洋干面全部吃
光，每天总要省下一点面粉或一碗洋
干面粥，让我和我二哥到工地上去拿
回家充饥。尽管当时我只 4 周岁多点，
但是吃洋干面粥那种美滋滋的感觉至
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河挖成后，人们
便酝酿给它取个名字。这时，许多人向
淮安县人民政府进言：

这条河是淮安的共产党人周恩来

争取来的、县长也是我们共产党人赵
秉衡，是赵县长带领我们淮安老百姓
挖成的，所以，我们应该以当时的淮安
县民主政府县长赵秉衡的名字命名为

“衡河”。
县政府采纳了民众意见，衡河就

是这么来的。
年深日久之后，衡河河床淤塞严

重，排水不畅。至“文革”后期的 1975
年，淮安县革委“挤出”一部分资金，疏
浚了衡河从钦工的五里庄以下的这一
段，当时叫渔衡河工程（实际施工的并
没有渔滨河的河段）。1977 年县委又
争取到省治淮工程团 1000 多万资金，
兴建了茭陵抽水站和疏浚、新开了茭
陵抽水站引河。这条河基本是沿着原
渔衡河的走向，即从五汊河到席桥是
原渔滨河河床，席桥以下是原衡河河
床。因为当时刚开过全国第二次农业

学大寨会议不久，所以取名为“大寨
河”。从此，衡河在茭陵以上段便从淮
安地图上消失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寨
河”仍恢复为茭陵抽水站引河。

淮安知道衡河的人很多，但是知
道衡河与伟人周恩来有关的人不多。

新中国一建立袁力主家乡挖总渠

1949 年和 1950 年，夏季淮河都
发大水。尤其是 1950 年的大水，皖北
区党委和苏北区（当时安徽、江苏还未
建省）党委都向中央和华东局拍发了
灾情报告。报告说，这场大水淹没了
7000 多万亩庄稼地，受灾人口达 2000
多万，两区共有 600 多万人逃离家园。
特别是毛泽东在看到报告上“不少是
全村沉没”“大水下来之后，人蛇争树，

毒蛇咬人又致人落水”
等悲惨状况时，难过得
落了泪。他当即挥毫将
此件批给周恩来，并亲
笔题写了“一定要把淮
河修好”八个大字，要周
恩来抓紧制定治淮计划
和落实治淮措施。

1950 年 8 月 25 日
至 9 月 12 日，在周恩来
亲自指导和参与下，水
利部专题召开治淮会
议。周恩来根据淮河流
域的古往今昔，亲自制
定了“蓄泄兼筹，以达根
治之目的”的治淮总方
针。

在一次讨论治淮方
案的会议上，国务院有
的领导对开挖苏北灌溉
总渠有不同意见，认为
我们国家刚从废墟上建
起来，百废待举；朝鲜战
争又打起来了，也要花
大笔经费，根本拿不出
那么多钱来挖这样一条

大河。周恩来当即板起面孔说：“苏北
人民在两次战争（指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中，出了那么多烈士。为了支援
革命，他们还出了那么多民工。民工们
用小车推着粮草，跟在我们部队后边，
让我们打赢了淮海战役。他们又用小
车把我们推过长江，一直‘推’到上海
南京路。现在革命胜利了，难道我们就
不应该支援他们吗？”就这样，他用事
实和真情说服了那些不愿花钱治淮的
同志，坚持开挖了苏北灌溉总渠。

1951 年，周恩来的八婶母杨氏偕
孙子周尔辉赴京见到了她多年想念的
侄儿周恩来。其实，周恩来也在想念着
这位对他有过养育之恩的婶娘。周恩
来关切地问：“八婶，家乡人现在生活
好吗？”

“比原来好多了。”八婶回答他。

“北乡人也能吃到大米饭吗？”
“现在还不能。”

听到婶娘的回答后，周恩来高兴
地说：“八婶，家乡还要挖一条大河哪，
从洪泽湖一直挖到海，到那时就更好
了。我们淮安北乡人也就能长水稻吃
大米了。”

周恩来说要开挖的这条大河就是
现在的苏北灌溉总渠。它西起洪泽湖
边的高良涧，东到黄海边的扁担港，全
长 168 公里。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调
动下，苏皖豫三省（区）共出动了 130
多万民工，用铁锹挖土，用石硪打夯，
仅用 83 个晴天就全部挖成告竣，创造
了人间奇迹。当时前来参观的一些国
际友人赞誉说：“中国人的手真是铁打
的！”

淮河，这条为害千百年的“害河”
终于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治服
了。如今，水到淮安后，已经是“东西南
北任调遣”的一番景象。周恩来的“蓄
泄兼筹”的治淮方略得到了彻底的贯
彻。淮安区，已由当年南乡只能长一季
小麦，秋天的水稻要看老天的“脸色”
才能确定有无收成而变成现在的旱涝
保收了；北乡则由原来只能长些低产
的旱谷作物变成如今的水旱轮作，年
年高产无忧的景象。当然，治淮的巨大
成果是惠及豫皖苏三省的大型水利工
程，但也是周恩来关心家乡、为故乡人
民办的一件最最具体的实事。笔者清
楚地记得，就在苏北灌溉总渠开挖的
同时，淮安来了 4 位高个子、大鼻子的
苏联专家。专家们帮助设计建造了淮
安运东分水闸、运南节制闸和运南水
产养殖场等一系列现代化的水利工程
和科学化的经济企业，使昔日名气不
大的淮安成为苏北排洪、抗旱、航运和
灌溉的枢纽、一个管水的中心。试想，
一个穷乡僻壤的苏北小县，何以一下
能来 4 位苏联援华专家？如果不是周
恩来，当时又有谁能派动苏联专家呢？

渊作者系周恩来纪念馆研究员冤

周 恩 来 与 家 乡 的 两 条 大 河
秦九凤

水关即水门，指旧时穿城壁以
通城内外水的闸门。它的作用是控
制城市的进水和出水，以防水患，
便利舟楫通行，保持渠水清洁。古
城淮安的母亲河文渠贯通淮安三
城，滋养了古城一代代的人民。文
渠共有水关 9 处，乾隆《淮安府志》
载：“水关在旧城者三，在新城者
二，在联城者四。”

旧城（老城）有 3 座水关，即西
水关、巽关、北水关。西水关位于城
西门之南，又名矶心闸、鸡心闸、响
水闸，引西湖水入城，是文渠的水
源地之一，最初建造之时可行船入
西湖。明永乐十三年（1415），由“城
西管家湖凿渠二十里，运道改由城
西，直达于淮”，西水关水关减小，
入城水量减小，不复如旧。巽关在
旧城的东南隅，明天启三年（1623）

知府宋祖舜、知县孙肇兴采纳了
“士民公议，凿宝带河水”由巽关入
城，补充文渠渠水，“会西水关所来
水，同赴北水关”，于是“民家之饮
啜，园蔬之灌溉，舴艋之来往，一切
称便”，明末时曾堵闭。清雍正四年

（1726），漕院张大有始行开放。巽
关旧有栅栏门和闸门各一，以防水
患并盗贼。巽关现在仍为淮城的排
水通道之一。北水关在旧城北门稍
西，“两边石槽，内外五层，可以下
板，所以防水患并寇盗也。康熙九
年，三城坝决溃入联城，涨倒北水
关，半城皆水，则以闸板久无，壅遏
无力故也。及水退，始议设板，久
之，又归乌有，今并水关亦岌岌欲
圮，幸旧制尚在，急宜修复。”

新城有 2 座水关，即新城南、
北二水关。北水关在新城大北门

（拱极）小北门（戴辰）之间，在未筑
城前为石闸，古邗沟由射阳至末口
入淮，石闸即古末口。自北辰堰筑
而末口变为石闸，自新城筑而石闸
变为北水关矣。南水关在新城南门

（迎熏）西边。明天启以后，宝带河
水由巽关入城，一支由真武桥汇于
府学泮池，曲折入文渠，绕中察院
后，至八字桥向北；一支由白虎桥

穿漕抚谯楼前桥，过县大门下桥，
与真武桥水会于八字桥，总过县学
前，由大圣桥、高公桥，至北门章马
桥；一支由小教场经东岳庙小桥，
穿东门大街砖桥，环绕府署后，出
北门大街章马桥，会八字桥南来之
水，总出北水关，至联城会城外之
水，由南水关入新城，下涧河。

联城（夹城）有四座水关，即天
衢门水关、平成门水关、阜城门水
关、巽关。联城所在“本运道所经”，

“粮船屯集之地”。联城内地古无联
城，陆家池、马路池、纸房头等处，
皆粮艘屯集处，既筑城，乃悬空水
门，以便船桅出入。所以，建城之

时，联城便有“东西水门四”。天衢
门水关、平成门水关位于联城西城
墙的天衢门、平成门，阜城门水关、
巽关位于东城墙的阜城门以及东
南角。明嘉靖五年（1526），“自故沙
河（乌沙河）开渠三百丈，以达罗柳
河水道”，“经河下各地，汇同城内
文渠出夹城注入涧、市两河，以成
首尾策应之势”，故“盐邑漕粮”“通
泰诸州米盐萑苇商贾之舶”均可由
涧河经联城阜城门水关停泊于联
城屯船坞。到光绪年间，“今惟三门
通舟，其东南水关亦曰巽关，今
塞”。

随着时代发展和城市交通的
变化，文渠上的水关已成为历史遗
迹，但是古城的水关在历史上发挥
的作用，以及因水关而成就的风景
将永远铭记在古城人民的心中。

渊作者系淮安市尧淮安区政协
特邀文史委员冤

萧湖在河下东南，淮城西北，与勺湖、
月湖相连，并称淮安三湖胜景。

旧时的萧湖湖面宽阔，不但三湖相
通，还与文渠相通，是淮城到河下的水上
通道。湖中长满了菰蒲，风光秀丽，舟辑往
来频繁，鸦鹜争逐嬉闹。小坝茶楼、晚风笛
韵，普光禅院、落日钟声，游舫弦歌、遥相
应和。一年四季风景如画，“或当暑雨初
霁，或逢寒雪乍晴，或春风柳绿之时，或秋
水葭苍之候，茫茫洲渚，渺渺烟波”，令人
心旷神怡。一代名将韩信曾垂钓萧湖，漂
母曾浣衣萧湖，他们之间在此发生的一饭
之恩故事，被天下人传颂。汉代词赋家枚
乘、枚皋父子的家就在萧湖边，他们经常
到萧湖来观赏荷花。唐代诗人赵嘏也常常
在萧湖中怀古作诗。据传巾帼英雄梁红玉
还曾在萧湖中对过歌。

萧湖有名园。明清两代，河下达官贵
人、富商巨贾云集，他们看中了萧湖得天
独厚的自然环境，纷纷在萧湖周围修建园
林。较为有名气的园林有明代夏曰瑚的恢
台园和清代盐商程镜斋的荻庄。恢台园的
主人夏曰瑚，他同河下的状元沈坤及榜眼
汪廷珍，被家乡人称为“河下三鼎甲”。他
不仅是河下绝无仅有的探花郎，又是翰林
院的太史官，有“夏探花”和“夏太史”之
称。后来他因为身体原因，弃官还乡，在萧
湖边建了恢台园颐养天年。园中“溪亭曲
折，高树映天”，夏常与“故人宾客饮酒赋
诗其间”。荻庄在萧湖中三面环水，门临莲
花街，设有“补烟听事”“平安馆舍”“带湖
草堂”“绿云红雨山居”“绘声阁”“虚游”等
亭台楼阁。园中还有紫藤环绕，假山怪石
林立。依山有房屋数间，分别称为“华溪渔
隐”“松下清斋”“小山丛桂留人”“岫窗”

“香草庵”“春草闲房”等。就从这些亭台楼
阁的名字来看，主人就是一位很有势力的
不俗之人。除这两个园子外，还有清代张
新标、张鸿烈父子的曲江园，黄兰岩的止
园，程莼江的晚甘园，吴揖堂的带柳园等。

萧湖有名作。唐代大诗人李白，曾来
到萧湖，写下了“暝投淮阴宿，欣得漂母

迎”的诗句。明清时期，多有文人雅士来此
游览，留下了许多描写赞叹萧湖秀丽景色
的诗章。其中有顺治年间河下人杜首昌所
作的《东湖泛舟》：

晴湖如镜画船开袁琥珀香浮白玉杯遥
鸥引牙樯寻胜去袁山分眉黛隔城来遥
云卿祠改空留碣袁孺子亭高独枕台遥
怀古情深丝管急袁绿波不放酒人回遥

有释灯岱所作的《同人夜泛萧湖》：
萧家湖上散晴烟袁最好凉秋薄暮天遥
绿酒喜看名士宴袁青衫闲坐野人船遥
桂轮似镜亏犹半袁玉露如珠滴已圆遥
夜色此时真入画袁水光遥与白云连遥

萧湖有渔歌。据说梁红玉曾喜欢到萧
湖游玩，还与人对过渔歌。她把萧湖的景
点和河下的名人编成了歌谜，难倒了前来
与她对歌的浪荡公子。其中有三首颇为经
典，其一是：

萧湖有个什么台钥 壮士垂纶情满怀遥
菖蒲为剑斩石人袁掏出什么宝书来钥

这里的“台”指的是萧湖中的韩信钓
鱼台，掏出的宝书则指的是兵书。还有一
首是这样唱道：

河下有个什么人钥 满腹经纶善诗文遥
才华横溢无人比袁佳作叶七发曳天下闻遥

这里的河下什么“人”指的是文学巨
擘、汉代词赋家枚乘。其三是：

河下有个什么楼钥 家住枚皋宅前头遥
长笛一声成佳句袁缠绵悱恻惹人愁遥

这里的“楼”，是唐代河下诗人赵嘏诗
句“长笛一声人倚楼”里的倚楼，他因这首
诗得到了大诗人杜牧的赏识而出名，人们
称他为“赵倚楼”，他还有诗句，自称自己

“家住枚皋宅前头”。这三首渔歌巧妙地将
萧湖的景、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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