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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去丁家厨房是星
期六的早晨。星期五丁大哥
打电话让我星期六过去吃早
茶，这一次无论如何不能再
爽约了。上上周的星期天说
好到丁家厨房吃晚饭的，因
为小昀宝突然发高热，我这个
外婆肯定不能等闲视之了，全程
陪同门诊、化验、挂水。

我第二天七点多来到
丁家厨房附近，丁大哥很快
下楼来接，迎接我的还有丁
大哥收养的黑色流浪狗盼
盼。盼盼是一条土狗，在狗
中算是长得丑的，四条腿很
短，滚圆的肚子恨不得要贴
到地面了，好在皮毛油光发
亮。因有主人带路，盼盼显
得很友好，尾巴摇个不停，
始终没有对我大声叫唤。

丁家厨房在三楼。丁
大嫂听见上楼的脚步声提
前开门迎接。大嫂待人真
诚热情，我要换拖鞋，她怎
么也不让。这是第三次见

大嫂，大嫂有一只耳朵听力
不好，我们说话时大嫂听得
很专心，生怕漏了一句。

丁 家 厨 房 简 朴 干 净 。
客厅里引人注目的是胜天
先生的一幅“道法自然”和
一个不倒翁拳击沙袋。丁
大哥说沙袋是天气不好时
消磨时间的。阳台上的花
草没有多少名贵的，但养得
特别好，虽已进秋，十几盆
没有一根叶子显黄，棵棵都
很精神。

三四分钟后有脚步声
上楼，丁大哥说是郁馆长，
果不其然。再一会儿曾老板
来了。曾老板也是第一次到
丁家厨房，本来我一个人下
楼接她，大嫂让丁大哥到楼
下车棚拿生抽，所以我们俩
一块儿去了。曾老板是做玉
器的，因为丁大哥抽烟，一下
车就送给丁大哥一个玛瑙的
烟嘴。我怎么跟曾老板想到
一块去了呢？我买的烟嘴在

玛瑙烟嘴面前显得有点寒
酸，没好意思拿出来。

大嫂继续在厨房忙活，
丁大哥招呼郁馆长泡茶，因
为郁馆长的茶道最好。水已
烧开，壶已烫好。壶是透明
的玻璃茶壶，里面有不锈钢
过滤壶的那种。郁馆长先倒
了大半壶开水，然后把放了
茶叶的过滤壶放进去，大约
半分钟的工夫就把过滤壶提
出来了，说是时间久了会把
茶叶烫熟，下面的二开、三开
口感就不好了，茶汤色泽也
会发黄，不再是那种醉人的
浅绿了。郁馆长给我们倒了
茶，含一口在嘴里转转，清幽
的茶香像山涧的雾气，缥缥
缈缈、恍恍惚惚的，像一缕
月光，又像是一缕琴音……

八点已经过了，老刘怎
么还没到呢？大嫂的早茶
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要不
要打个电话催催？丁大哥说
不要急，他肯定是到郑阿姨

家等包子儿去了。又过了十
来分钟，老刘捧着个锅子进
来了，一进来就打招呼，郑阿
姨店里太忙了，因为多加了
蟹黄，要单独做。怕冷了，干
脆连锅端上桌。锅盖一揭，
满屋子的蟹黄味。

主打的蟹黄包儿上桌
了，大家围坐过来，只有丁
大嫂还在忙。因为有蟹黄
包，咸生姜是少不了的，这
咸 生 姜 是 丁 家 厨 房 拿 手
的。一盘凉拌白萝卜，一碟
花生米，一盘炸春卷，一锅
荞面饼，还有一大盘煮干
丝。这干丝里红的是大藻
虾和胡椒丝，绛紫色的是牛
肉，粉的是肴肉，黄的是生
姜丝。这肴肉是丁家厨房
自己硝的，这煮干丝的汤更
讲究，是蟹黄汤。

干丝吃了一大半，老刘
见没有人动包子，就发话
了，说他辛辛苦苦等了一个
多小时，一人两个必须都吃

了。大家给自己碟子里倒
醋，我没倒，这醋一蘸蟹黄
味就盖住了。包子实在是
大，不是吹，一个弄不好有
四两，搛在筷子上举举的，
蟹黄油已经渗出面皮，就一
层薄薄的皮子，里面全是蟹
黄蟹肉。吃了两口已经感
觉漾到喉咙了，连忙搛两块
咸生姜压压。好不容易把一
个蟹黄包解决了，老刘又开
始推销，我说什么也吃不下
了。曾老板没有禁得住大家
的劝，开始吃第二个，吃了两
口实在是吃不下，不忍浪费，
还是坚持吃了。

大嫂又捧来了一大碗蟹
黄芋头虾米豆腐汤。黄堂堂的
汤确实诱人，在大嫂的劝说下
我尝了半碗，满嘴的蟹黄香。
农村的俗语“打巴掌都不丢”，
大概就是说的这等美食了！

曾老板说她也想尝尝，
可是肚子实在着不下了，好
像稍微一动好像蟹黄就要
从喉咙里爬上来。早茶吃
好了，大嫂把没动的蟹黄
包、春卷、荞面饼给我们打
了包。临走，丁大哥和丁大
嫂说：“丁家厨房永远为朋
友们开着，欢迎常来！”

去丁家厨房吃早茶
♦张彦

冬天的田野是值得礼赞
的，只不过它被人们忽略了
而已。唉，此时连人类自己
都躲进了温暖的屋子里，他
们怎么可能冒着严寒去欣赏
冬天的田野呢？

立冬之前，金灿灿的稻
谷被收割了，田野里一片狼
藉，加上天气渐渐变冷，人们
便很少“我从垄上走过”，于是
也忽视了田野的变化。其实
此时的田野并不荒芜，也不寂
寞，它们正在孕育新的生命，
正在为美好的春色进行铺
垫。只是外部条件和环境实
在恶劣，恶劣到让人揪心。

小雪前后，在农民们的
辛勤劳动下，田野里呈现出
一片新绿，它们主要由“小
麦+油菜+青菜”等农作物
组成，它们与衰草枯杨、老
树、昏鸦形成强烈的对比和
鲜明的反差，令人从消沉进
入亢奋。

北风中瑟瑟发抖，可不
能小瞧它们，它们截然不同
于夏天的绿，也截然不同于
高树上的绿，此时的自然界
正是寒风凛冽、万物凋零、生
命寂灭的时候，因此，这抹绿
是挑战严寒的绿，是不畏强
暴的绿，是点燃希望的绿。

是啊，阴沉的天穹下，飘

零的黄叶中，裸露的泥土里，
一大片的绿是多么的令人欢
乐与惊喜哟！

有不少人曾埋怨过生不
逢时，有的还埋怨出身不好、
父母无能、家庭贫穷，那行，
就请你们与小麦、青菜和油
菜比比吧！

小麦、青菜和油菜生长
在低田洼地里，算不算出身
贫寒呢？小麦、青菜和油菜
一面世就遭受风霜雨雪，算
不算童年苦难呢？小麦、青
菜和油菜不知盛夏和金秋为
何物，算不算命途多舛呢？

……
但它们活得很好，没有

自怨自艾，尤其是油菜，居然
在早春三月就把自己开成了
花海，而且丝毫不比桃花和
杏花以及任何一种花逊色，
这难道不是与命运抗争的产
物么？这难道不是自然界里
的奇迹么？这难道不是我们
学习的榜样么？

整个冬天，到处都是死
亡的气息，唯有田野里不断
有新的生命诞生，这些普通
而平凡的生命放弃了人世间
的一切繁华与荣耀，把苦难
当作财富，把寂寞当作修炼，
在冰天雪地里发芽，在凄风
苦雨中成长，为人类的繁衍、
为生灵的存活作出了巨大的
贡献。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这就是冬天的田野留给世人
的启示。哦，我爱你，冬天的
田野！

冬天的田野
♦钱俊

疆宇泱泱德鼎盛，
炎黄礼乐古文明。
风仪仁爱千年播，
岁月光辉四海迎。
近代风云皆耻辱，
多年贫弱任欺凌。
九原板荡国魂散，
故土瓜分客梦萦。
倭寇侵华辜罪重，
金陵覆毁世人惊。
洗劫黎庶家园破，
屠戮苍生骨肉瞑。
卅万亡灵荒野泣，
四十日夜古城倾。
金乌吐血蟾宫暗，
大地凝烟玉宇崩。
禽兽不如竹告罄，
豺狼无尽笔登峰。
民生郁郁弥天罪，
国难殷殷遍地鸿。
铁马哀兵声浩浩，
金戈鼍鼓攂逢逢。
同心兄弟骑沙场，
铁壁河山展戍旌。
染血头颅留傲骨，
干云浩气锁痴情。
狼烟尽扫倭奴灭，
虎旅长驱社稷荣。
抗日大捷如虎啸，
建国变法赛鼍鸣。
昭昭往事犹昨日，
惕惕来人共毕生。
公祭英灵怀敬意，

典章精魄照长空。
铸金宝鼎焚香袅，
祀祭国殇韵味浓。
永矢弗谖承践辱，
愿祈寰宇享清平。
中华筑梦宏图展，
诸夏腾飞百事兴。

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鼎铭文：

泱泱华夏，赫赫文明。仁
风远播，大化周行。

洎及近代①，积弱积贫。
九原板荡，百载陆沉。

侵华日寇，毁吾南京。劫
掠黎庶，屠戮苍生。

卅万亡灵，饮恨江城。日
月惨淡，寰宇震惊。

兽行暴虐，旷世未闻。同
胞何辜，国难正殷。

哀兵奋起，金戈鼍鼓②。
兄弟同心，共御外侮。

捐躯洒血，浩气干云。尽
扫狼烟，重振乾坤。

乙酉既捷，家国维新。昭
昭前事，惕惕后人。

国行公祭，法立典章。铸
兹宝鼎，祀我国殇。

永矢弗谖③，祈愿和平。
中华圆梦，民族复兴。

注释：①洎（jì）及近代：意指
到了近代。洎：到。②金戈鼍
（tuó）鼓：意指金色的戈鼍皮的
鼓。鼍：扬子鳄。③永矢弗谖
（xuān）：语出《诗经·卫风·考
槃》，意指永不忘记。矢：发誓。
谖：忘记。

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鼎前肃立并诵读铭文

♦杨元展

相
依
（
国
画
）

徐
祝
瑾

2021年1月19日 星期二

庚子年十二月初七 第2757期 今日8版

手
机
看
报

姜
堰
微
视
听

中共姜堰区委主办 姜堰区融媒体中心承办 投稿邮箱:3403676001@qq.com 责任编辑：顾盛杉 组版：卞 慧

日前，在天目山街道松彤
实业有限公司，天目山街道经
济发展局工作人员正在了解企
业新设备运行情况。“这是我们
新上的流延设备，新设备产能
是原有设备的 10 倍。”公司董
事长沙政山说。

“亩均论英雄”工作开展以
来，天目山街道通过盘活闲置
资产鼓励企业改革创新，积极
引导企业引进新生产线、淘汰
落后产能，提升亩均效益，助推
经济高质量发展。

松彤实业是去年落户天目
山街道的规上企业，产品外销
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
外市场占有率达 70%。2020 年
10 月以来，天目山街道通过多
种途径帮助企业“苦练内功”，
与海尔、博洛尼、梦天、智邦、踏
踏木门等国内多家知名品牌企

业合作，预计 2021 年企业开票
销售翻一番。同时，天目山街
道着力盘活闲置和低效工业用
地，提升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程
度，通过抓好责任落实、宣传发
动、数量质量并举提升街道经
济整体活力。

记者在位于天目山街道万
众工业园区的江苏佳腾新材料
有限公司内看到，一台台高速
拉丝机正在运转，一根根不锈
钢丝经过拉拔、热处理等环节
源源不断走下生产线。公司董
事长宋增宝告诉记者：“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工业开票超过
1 亿元。按照目前的生产任务
订单，预计 2021 年工业开票将
达到1.5亿元。”

江苏佳腾新材料有限公司
是一家不锈钢丝专业制造企
业。2020 年下半年，国外竞争

对手因疫情影响纷纷停工停
产，佳腾新材料订单猛增，2021
年生产计划已排到 7 月份。不
过，相对于源源不断的订单，企
业当前产能有所不足，在天目
山街道帮助下正在选购新设
备，争取牢牢抓住新客户。

松彤实业、佳腾新材料等
企业的“蜕变”是天目山街道推
进“亩均论英雄”的真实写照。
自 2020 年 10 月中旬起，天目山
街道抽调经济发展、建设规划
等部门工作人员并联合第三方
机构，分组按区从损益表、纳税
申报表等方面对 310 家企业地
毯式、全方位调查摸底，对闲置
土地、 （下转3版）

天目山街道：“苦练内功”无寒冬“量质并举”春意浓
本报记者 蒋立峰

本报讯（记者 孙柳 陈书华）昨日上
午，区委统战部召开全体人员会议，区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毛戴军出席并讲话。

会上，区委统战部办公室、干部科、民族
宗教科等相关科室汇报了去年工作情况及今
年工作打算。

毛戴军指出，统一战线工作涉及工作部
门多、领域广，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
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
格局是关键所在。

毛戴军要求，要统思想，聚焦统战主责，
打好能力提升之战。保持政治不偏向，精通
业务挑大梁，锤炼作风争一流，保持团结奋进
的姿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班子成员带
头，保持和衷共济、共生共荣的追求，充分发
挥团队智慧和集体力量，形成团结干事的浓
厚氛围；要统载体，释放统战影响，打好品质
提标之战。打造有影响的统战基地、有特色
的统战品牌、有活力的统战平台，积极借助区
委党校教育资源优势，加强与省市社院联动，
组织对统战成员开展理想信念专题培训、主
题教育等活动，不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增进
政治共识，筑牢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要统机
制，激发统战活力，打好效能提优之战。有

“大统战”思维，利用好议事决策机制，有“系
统化”思维， （下转3版）

区委统战部召开全体人员会议

中裕科技现有外地员工30多名，已有近半申请留厂过
年。为减少由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风险、避免外来务工人
员节后返工就业难，中裕科技送上“大礼包”，留他们在姜
安心过年。图为生产现场。 吕阳 摄

我区列2020城市市辖区高质量发展100强78位
本报讯（通讯员 姜薇）日前，

新华网发布 2020 城市市辖区高质量
发展100 强榜单，我区排名第78位。

“十三五”期间，我区“经济强”
的实力稳步提升，较“十二五”期末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50%，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增长 33.2%，工业开票销售
增长 58%，人民币存贷款余额增长
75%。“百姓富”的成果更加丰硕，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4.9
万元、2.4 万元，增速高于经济增速，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2%以内，社
会保障体系加快健全，发展成果更
加公平惠及百姓。“环境美”的特质
有 力 彰 显 ，城 市 绿 化 覆 盖 率 达 到
43%，城市林木覆盖率达到 28%，创
成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大气、水环境质量指标达历史最好
水平，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社会文明程度高”的形象持
续攀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加快
提升，网格化治理扎实推进，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和
谐稳定的社会局面进一步巩固。

据了解，2020 城市市辖区高质
量发展 100 强榜单从创新发展、协
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
发展和安全发展 6 个目标层面构建
评价体系，其中创新发展方面衡量
指标包括研发经费占 GDP 比重、万
人专利拥有量、国家级和省级高新
技术企业数等。

亩均论英雄
姜堰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黄文婧
王琪）昨日上午，姜堰南京商会
组织爱心企业家到顾高镇克强
学校开展捐资助学活动。省关
心下一代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申泰岳，区政协副主席、工
商联主席陈文德出席捐赠仪式。

据悉，姜堰南京商会成立
于 2020 年 12 月，以多种形式贡
献爱心、展现商会担当。活动
现场，商会成员单位炜奇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向该校捐赠口罩
6000 只，商会爱心企业家们向
克强学校 35 名困难学子捐赠
助学金20000 元。

陈文德对慷慨解囊的企业
家们表示衷心感谢。（下转3版）

姜堰南京商会
开展捐资助学活动

本报讯（特约记者 沈祥星 通讯员
曹艳萍）日前，2020 年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精品企业(园区)名单公示。溱湖绿洲旅游
投资有限公司榜上有名，成为泰州市唯一入
选的五星级企业（园区）。

溱湖绿洲作为我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的一张亮丽名片，依托溱湖湿地风景区丰富
的旅游资源和物产资源，以小杨村江苏省特
色田园乡村创建为契机，开发运营小杨人家
精品民宿，连接溱湖水上游线，推出“梦之恋
房车露营地”“梦之旅马术俱乐部”“溱湖十八
灶餐饮” （下转2版）

溱湖绿洲跻身全国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精品企业（园区）

本报讯（通讯员 马中林）
1 日 13 日，省台办副主任吴伟
荣带队走访在姜台企台商，调
研台资企业疫情防控、生产经
营、企业发展等情况。

吴伟荣一行到泰州开广纺
纤、菁茂科技、 （下转2版）

省台办走访
慰问在姜台企台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