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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轻盈脚步在柔软的
雨丝中穿行。盈盈春意中，嫩
绿的柳枝随风摇曳，粉红的桃
花张开了笑脸，整个垎岸的油
菜头顶黄花，宛如窈窕淑女，
摆弄着娇柔曼妙的舞姿，让人
陶醉其中。

在这如痴如醉的春光里，
泰州北郊的上溪村把彩旗挂
起来了，把圆门搭起来了，大
家尽显身手，纷纷出钱出力，
期盼一年一度的“二·二八”盛
会如期举行。

上溪村分为溪东和溪西，
溪东和溪西交界处有座楚沟
河，河上建有一座桥，桥系白矾
石反拱结构，十分别致。桥面
上建有一阁，阁为两层，前后有
六尺宽的走道，这样行人不要
从阁内通过。因为阁内供奉着
海岛观音，故名观音阁，也叫龙
溪阁。这里世代流传“河上架
桥，桥上砌阁，阁上有庙，庙顶

有天”的民谣。观音阁是苏北
标志性的古典建筑之一，早被
列为市级保护文物。

上溪观音阁也是港口暴动
的指挥部。1940 年 6 月 29 日
深夜12时，上溪观音阁的小楼
上，泰州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
击总指挥部驻港口的第二纵
队第五支队第四大队中共地
下党员王澄、姚力等人，秘密
策划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港
口暴动”。暴动胜利后，王澄、
姚力带领的四大队集体加入
新四军，随后参加了著名的

“郭村保卫战”和“黄桥决战”。
俯瞰上溪村，龙溪桥恰似

龙头，那被水隔断的村庄似九
龙朝阙，曲折而幽深，灵动而
窈窕，整个村庄又好似凤城泰
州的尾冀，美艳而妖娆。上溪
腾龙栖凤，实属吉祥之地。

上溪村颇具江南水乡风
味，从龙溪桥进庄，要沿着纵

横交错的宽窄巷子七绕八拐，
让你觉得既神秘又神奇。

整座庄台屋室俨然，巷巷通
连，充满生机。徜徉其间，仿佛
置身于“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
花明又一村”的美妙境界。

由庄台抬眼向南或向北望
去，田地无有一处不黄花。慢
步而行，闻一闻菜花的清香，
看一看铺天盖地的金黄，追寻
童年时代的回忆，重温那次美
丽浪漫的邂逅，拍几张照片，
摄几段视频，自得其乐。

春天是韭菜上市的季节。
上溪韭菜已有1000多年历史，
叶子如同昌蒲，又名蒲韭，梗
粗叶肥，青翠欲滴。

夏天，这里盛产的垎岸香
瓜，甜蜜如糖，香飘万里。上
溪出产的西瓜、菜瓜、水瓜、香
瓜、番瓜、黄瓜、冬瓜、腌瓜、丝
瓜、奶奶哼瓜个个如样。眼下
虽然不曾上市，但是当你念完

这一串带“瓜”的名字就会口
齿生津，味蕾被完全激活。

芋头软糯而营养。上溪垎
岸貌似迷宫，岸高坡陡，很适
合芋头生长。这里的芋头既
大又圆，既粉又溏，去皮煮熟
后呈粉红色，中秋时节，小贩
们纷纷叫卖“桂花糖芋头。”

“垎田一亩十缸水，大小
高低似阵图。零产瓜茄葱蒜
韭，高粱菜子历年多。”今天，
勤劳聪慧的上溪人再不满足
民国邑人“陈二指”所述的“零
产瓜茄葱蒜韭”，而是借助紧
邻泰州的得天独厚的地理条
件，巧打“优势牌”，大面积种
植大棚蔬菜。

番茄、紫茄、甘蓝、花菜、
西兰花、刀豆、豇豆、扁豆、药
芹、莴苣、茼蒿、大白菜、大蒜、
大葱，还有新培育的韭菜黄，
应有尽有。这些时令蔬菜无
不展现出上溪人的睿智，上溪
已经成为都市泰州的品质极
其丰富的“菜蓝子”。

趁着喜庆的庙会来上溪村
吧，择一缕春光入诗，剪一块
光阴入画,让心灵在诗和画里
恣意飞翔。

上溪的春光正好
◆杨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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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后悼英烈
◆周国权

1969 年 3 月，我们随援越
抗美部队回国，至今已经整整
50年了。

忆往昔，金戈铁马、峥嵘
岁月。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
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调集高
炮 部 队 入 越 轮 战的指示，先
后派出 8 个批次、32 万余人入
越参战，其中高炮部队 15 万
人，包括 16 个高炮师、63 个高
炮团、50 个军属高炮营。在越

南东线凉山、中线太原、西线
安 沛 三 道 防 线 负 责 要 地 防
空 ，先 后 作 战 2153 次 ，击 落
敌 机 1707 架 ，击 伤 1608 架 ，
缴 获 美 制 无 人 机 1 架 ，抓 俘
美军少校飞行员 1 名。我部
阵 亡 1100 余 人 ，负 伤 4200 余
人，给了美帝国主义极其沉重
的打击。

而今我们这批安享天伦之
乐的老战友已经全部步入古

稀之年，最年轻的也有 73 岁
了，年长的则达到 80 岁，面对
有子有孙娱晚景、丰衣足食乐
淘淘的太平盛世，我们特别怀
念在援越抗美、保家卫国战斗
中光荣牺牲的战友，他们壮士
一去不复返，葬身异国他乡，
既可悲可泣又可歌可敬。

猪年伊始，清明前夕，我
们 60 多名同乡和战友一起悼
念秦文元、高桂瑾两位烈士。
50 周年前，他们怀着援越抗
美、保家卫国之志投身越南战
场，不幸英勇捐躯、血染沙场、
壮怀激烈、感天动地。他们用
生命和热血为伟大祖国谱写

了壮丽的篇章。1996 年 2 月 3
日，时任国防部长秦基伟上将
亲笔为血染沙场的烈士题词：

“援越抗美的丰功伟绩永載史
册”，现在我们这些同乡和战
友在他们的遗像前肃立，敬献
花圈，祭奠英灵，寄托无尽的
哀思，。

值得欣慰的是，中华民族
正在崛起，故乡面貌已经发生
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民族复
兴之日为时不远，愿他们的在
天之灵跟祖国山河同在，与日
月同辉。

烈士们，安息吧！我们将
永远怀念和敬仰你们。

录韩愈早春诗
（篆书）

徐宏友

建国前后，饱受贫穷蹂躏
的亿万农民继续传承沿袭了上
千年的耕种传家的理念，以种
田为业，产粮为主，蹒跚而行。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
家”，为了多产粮，农民使出浑
身解数，千方百计积肥造肥。
拾屎就是其中的一种老少咸宜
的积肥方式。

拾屎又称屎笿儿。那时
人和畜牲随地大便不足为奇，加
之人的饮食以粗粮和副食品为
主，“一斤山芋三斤屎，称称刮刮
还不止”虽有夸大之嫌，但也活
生生地道出了可拾之屎较多。

“拾屎”的用具就是屎勺儿
和屎笿儿两样：“铁匠打屎勺
儿——不搭钢”讲的屎勺儿就
是把小锹儿敐在一根长柄上，
屎笿儿则是一只小畚箕配上小
树杈绑扎而成的提柄。使用
时，用屎勺有锹的那一头伸入
提柄将屎笿儿撬起来，放在一
只膀子的臂弯处，用另一只手

和膀子压住勺柄的另一头，以
求保持平衡。也有的人将屎勺
儿柄扛在肩上，屎笿儿背在身
后，这叫做屎笿儿。

当年屎笿儿的人既有形
式和实质之分，又有专业和业
余之别。那些有头有脸的人出
门都会煞有介事地上屎笿
儿，意在起个“耕种为上，劳动
为荣”风范作用，其实他们并不
刻意寻找粪便，沿途如有所获
则两全齐美，若无所得也心安
理得。专业人群都是些身残体
弱的人或是因故辍学的半大孩
子，这帮人是拾屎的主力军，再
就是那些在校学生和“吃了玩，
没心谈”的闲和尚，天寒地冻伸
不出手来挑猪草，闲在家中“猫
儿爪子抓心”，就约上几个狐朋
狗党以拾屎为名，出门玩“打六
砖”“打钱墩子”“格房子”“打
鸡”“跑冻”的游戏。家长“眼不
见，肚不恼”，只要不惹事生非，
拾屎多少也不计较。

后来合作化、公社化，所有
制改变了，农村里的生产生活
形式的脱胎换骨。在集体经济
条件下，私养牲畜减少堵塞了
野屎的源头，好在路人行走、集
体出工的人在野外“吃喝拉撒”
并无大的改变，加之缺肥问题
仍然存在，所以拾屎这一特殊
工种依然保留。每个生产队都
会安排几个专职拾屎积肥的
人。这时拾屎的行式也与时俱
进了，从传统的屎笿儿变成
了用担子挑，从原有的拾猫狗
人粪便演变成拾田间劳作的人
和户上散养的鸡鸭粪便，如果
碰到耕牛在途中拉屎，半天的
工分就到手，但是这种好运气
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为拾屎
可以挣工分，有的投机分子竟
然不择手段地干起夜里摸到集
体的猪场、牛圈和学校里的厕
所偷粪的勾当。

随着化学肥料的普及和耕
作方法的改进，种植业对家积
肥的依赖越来越小，再者，改革
开放后，务工与务农的收入差
距拉大，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
镇集聚，拾屎这种沿袭多年的
传统农事也就销声匿迹了。

拾 屎
◆戴永久

四月的天空
阳光和煦，光芒四射
微风轻轻拂过田野
麦苗儿掂了掂脚尖
挨个儿挺了挺腰杆
油菜花羞涩地落下片片金黄
纷纷露出油亮的籽粒
田头的老头点亮了嘴角的

烟头
抿嘴翘望着这丰收的前兆

洁白的水泥路面上
两孩童相互追逐着，欢呼着

那银铃般的童音
伴随着那上下翻舞的风筝
久久回荡云霄

河堤岸边的杨柳儿
随风任意点头摇摆
一群垂钓者
提竿的神速
惊飞了正戏水的野鸭
——
我不慎跌落这醇厚的乡村

美景怀里
并且久久缠绵

邂逅四月
◆刘网

几寸黑土覆笋根，
春怀暖阳日显嫩，
纤纤枝条闻风舞，
黝黝繁叶把月枕。

狂风暴雨朗朗日，
霜去雪来更坚韧。
不随云天观沧海，
寒来暑往虚自身。

咏 竹
◆杨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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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组织收看全省 大会
本报讯（记者 颜禹铭）昨日上

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 2018 年度
高质量发展总结表彰大会，全面总
结 2018 年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通
报考核结果，表彰先进，交流经验
做法，部署 2019 年高质量发展综合
考核工作，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打下坚实基础。会议采用电
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区委书记李
文飙在主会场参加会议，方针、钱
娟等在姜区领导在我区分会场收
听收看。

会议充分肯定了全省高质量发
展取得的丰硕成果。过去一年，全
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以综合考核引领和推动高质量
发展，形成了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的广泛共识和自觉行动，破解了一
批长期积累的难题和发展中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在宏观环境趋紧的
情况下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稳中
有进”。

就深入推进高质量发展，会议
要求，深化以综合考核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认识。要进一步提高站位、
统一思想、增强自觉，深刻认识到，
这是贯彻新思想新理念、把高质量
发展落到实处的全局性战略性制度
安排，是系统谋划推进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环节，是确保走在前列的激
励手段，是力戒形式主义、减轻基层
负担的有力举措；以科学完善的综
合考核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
台阶。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高
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目标定位，体
现时代性，彰显引领性，突出经常
性，注重实效性，充分激发自觉，广
泛凝聚力量，展现使命担当。要持

续优化完善综合考核体系，在内容
设置上更加突出发展的质量要求，
在方式方法上注重把握规律，在结
果运用上更充分地调动积极性，更
好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党建高
质量来保障和推动发展高质量。各
级党委要从树牢“四个意识”、做到

“两个维护”的高度，切实强化“抓好
党建就是最大政绩”的认识，增强党
建“主业”意识，不断改进党建考核
工作，确保考出全面从严治党的好
成效。要通过综合考核引导好的作
风，激励全省上下同心同德、砥砺奋
进，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加快
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

会议通报了全省 2018 年度综合
考核结果，表彰了考核优秀的单位
和地区。无锡市、苏州张家港市、南
京鼓楼区、宿迁泗阳县和省交通运
输厅负责同志作了大会交流发言。

本报讯（通讯员 马中林）4 月
20 日，两岸知识精英代表团一行来
姜考察，详细了解我区经济建设、社
会发展、生态旅游等情况，对我区持
续深化产业强区、科技兴区、环境立
区“三大战略”表示赞扬。国台办处
长龙虎、省台办副主任王鲁宁，副区
长范琦陪同考察。

据了解，此次来姜的两岸知识
精英代表团成员主要来自台湾岛内
商业、文化、教育等领域有影响力人
物或高尖端人才。此次考察将有助
于进一步加强姜台在经济、文化、教
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两岸知识精英
代表团来姜考察

本报讯（通讯员 马中林）4 月
17 日，省台办来姜调研台商服务工
作，走访力野精工、柏纬铁工等台
企，参观姜堰区台商之家。

作为泰州市第一个也是唯一获
得省级台商服务示范点的县区，近年
来，区台办开展“新时代，心服务”活
动，通过设立一个服务窗口、公开一
条服务热线、开通一辆服务直通车、
创立一个综合服务平台、制定一套服
务保障制度等“非常6+1”活动，从台
资注册、企业办理、用工矛盾到台商
就医、子女入学入托等方面实行“点
对点”服务、“手把手”帮扶，努力为台
商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今年来，
区台办帮助解决台商反映的工伤纠
纷与就医、子女入学等问题 20 多件，
受到在姜台商广泛好评。

省台办来姜
调研台商服务工作

今年 4 月 22 日是第 50 个世界地球日，区国土分局在坝口广
场开展主题为“珍爱美丽地球 守护自然资源”的宣传活动，引
导社会公众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理念，激发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增强亲近自然、了解自然、保
护自然的生态意识。 陈燕华 高路 摄

⑤⑤

“大中小微”水系治理久久为功
本报记者 潘俊 通讯员 陈立俊

河岸边垃圾没有了，河流重现昔日
波光粼粼的景象，人们心中的周山河重

新亮丽起来……春和景明，碧波荡漾，行
走在周山河罗塘街道段，无时无刻不感

受推行河长制的丰硕成果。
周山河是我区按照“六无”“四有”标

准要求打造的 2 条区级样板生态河之
一。去年，我区结合样板生态河道建设，
拆除厂房、民房、棚披、码头等违章乱建
68 处，清除乱堆乱放 130 多处、扒翻种植
4 万多平方米，同时实施水土保持工程，
在河坡及河口外侧各 15 米的范围内栽
植垂柳、栾树、红榉等苗木。

我区现有市级河道 10 条 201 公里、
区级河道11条179 公里、 （下转3版）

图为治理后的周山河图为治理后的周山河。。 潘俊潘俊 摄摄

实行区镇村三级河长制
下活水生态治理一盘棋

本报讯（通讯员 王宝富 夏敏）4 月 20 日，
我区举办科创板专题培训，特邀东吴证券专家邓
文渊、蒋辉作科创板上市专题培训。近 20 家科技
型企业负责人参加培训。

为了帮助企业家全面了解科创板上市的政策
和规则，引导企业把握机遇、及时掌握资本市场
的发展趋势和政策动向，利用资本运作助力企业
做大做强，专家以路演的授课方式，解读科创板
政策、审核细则等内容。参会人员和专家作了互
动交流。

20家企业负责人
参加科创板专题培训

2018年度高质量
发 展 总 结 表 彰

本报讯（记者 顾冬梅 通讯员 刁优优）昨
日，区水利局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对中干河顾高段
3 处违章建设依法强制拆除，拆除面积近 400 平方
米。这是我区“两违”专项整治的一个缩影。

连日来，全区各地积极推动“两违”专项整治，
掀起“两违”专项整治热潮，严厉打击涉水违法行
为，有力推动河湖管理保护工作高质高效开展。

“两违”专项整治是今年河长制工作的重要
内容。我区根据省市河长办相关工作要求，2
月中旬前完成《江苏省骨干河道名录》中的境内
14 条骨干河道及 3 处省管湖泊的“两违”情况专
项排查。区河长办根据各地排查情况，细化责
任单位、整治标准、具体措施和进度安排，落实
责任单位和具体责任人，认真梳理形成了违法
主体明确、整治任务明确的工作清单，编制了专
项整治方案，确保“两违”专项整治可实施、可
闭环。

下一步，我区将以河湖“两违”专项整治为抓
手，立足于“两年任务一年完成”，精心组织，周密
谋划，以点带面，点面结合，面上推开，全力以赴
打好“两违”整治歼灭战、攻坚战，确保“两违”整
治全面出击形成声势、短期内取得突破性进展，
力争年底前完成“两违”整治主体工作量。

我区快速推进
“两违”专项整治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