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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海文化 张建国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经多
次考察通海交界处的吕四场海滩荒地
后，张謇论证开办垦牧公司的可行性
方案。经考察，专家认为盐碱地可种植
棉花。于是张謇决定废灶兴垦，既可以
安排沿海地区大批的劳动力，又可解
决大生纱厂的原料问题。清光绪二十
七年（1901年）5月，张謇等筹资兴办
的通海垦牧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公司成立后，张謇在吕四场开垦荒滩，
修筑海堤，经营盐业，兴修水利，垦牧
植棉，开办工厂，兴办教育，把人生的
坐标从做官转为脚踏实地办实业与教
育，对于一个年逾不惑的科举文士来
说，这需要极大的勇气。

发源于吕四场的张謇垦牧文化因
其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地理区位，孕育
和形成了江海平原上特色鲜明、富有
魅力的江海文化。追溯历史，张謇在长
期的垦牧实践中积淀起来的垦牧文化
在许多领域领时代之潮流，开风气之
先导，既包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
承和现代化改造，又包含着对外来文
化的中国化改造，从而形成中西合璧、
古今结合的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

第一，张謇倡导的垦牧文化，因其
特有的地域特色，形成了既具有中国
传统文化又体现独特的吃苦耐劳、自
强不息的江海文化特征。江海独特的
风土人情孕育了张謇特有的文化性
格。在创办通海垦牧公司时，张謇不怕
冒风险，甘心受辛劳，殚精竭虑，以百
折不挠的精神，经十年努力才初具规
模。据姚谦老先生生前在《张謇农垦事
业调查》一书中介绍，民国年间曾任福
泰公司第四任管垦者叶胥原口述：“当
年通海垦牧公司初办，出外一片海滩，
中饭不知何处吃，张謇叫每人切几片
年糕，烘熟了，用纸包着，放在棉衣服
的口袋里，用人的体温使年糕保温，路
上肚子饿了拿出吃。张謇本人也是这
样做的。”张謇带领下的垦荒大军在吕
四场沿海开发中这种吃苦耐劳、坚韧
不拔、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艰苦创业
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也是在长期积淀中形成的江海传统文
化的精神源泉。

第二，张謇倡导的垦牧文化，包容
会通，海纳百川，以其开放的精神实现
了他垦牧事业的成就。在当年的吕四
场，来自东西南北各个地方的移民纷
纷带来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习
俗，他们自强不息、思想活跃、勤俭朴

素，具有开拓进取和包容会通精神。为开垦荒滩，每逢
灾年，张謇实行平粜招工，即以工代赈。仅1902年和
1906年两次发生大春荒，通海垦牧公司通过“平粜”
每日招募农民10000人左右。大量移民的流动性使得
张謇审时度势，顺应时变，包容众生，经艰苦努力，让
佃者人人有庐舍，在垦区落户定居。正是张謇这种包
容会通、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吸引了10多万垦荒大
军完成了近代史上的这一惊天动地的沿海开发壮举，
实现了他垦牧事业的伟大成就。

第三，张謇倡导的垦牧文化，以其先进的开发理
念、世界眼光与现代意识，孕育了近代工业文化，培育
了企业精神，推进了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清光绪三
十三年（1907年），张謇在崇明外沙久隆镇南办大生
二厂。大生二厂不办在崇明本岛，而办在崇明外沙又
先于海门三厂，主要为了原料、交通关系。张謇曾说，
崇明外沙新种洋花，五倍于崇明，且与通州陆地可通。
而吕四场的久隆镇地方，距通州唐闸正厂陆路160
里。1907年4月17日，有26000纱锭的大生二厂开
机。随后成立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管理正厂、
分厂。大生二厂开办后生产的14支“寿星牌”纱条匀
色白，信誉很高，在上海一直和外国品牌相抗争。当年
张謇兴办的大生纱厂积淀了深厚的企业文化，开放、
创新、求实、敬业、奋进，使企业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向
心力。

第四，张謇倡导的垦牧文化，以“父教育、母实业”
的战略构想，形成了以规划统筹的一整套城乡一体化
发展愿景，在通海地区留下了辉煌的事业和先进的思
想理念。通海垦牧公司一成立，立即按预定规划筑堤。
在筑堤、开河、建闸的同时，十分注重综合治理，达到
河成、堤成、渠成、路成、绿化成。据《垦牧乡土志》介
绍，通海垦区建成后，各地的佃户纷至沓来，公司把土
地租给佃户，收到的租税用于建镇造闸、兴办学校和

建造厂房。张謇为垦牧公司所在地取名“海复镇”，取
“沧海复桑田”之意。外来商人纷纷定居海复镇设店经
商。到1908年，海复镇河南街与河北中心街已形成一
体，总长近两里，呈现一派商业繁荣景象。通海垦牧公
司经10年艰辛苦斗，使大生纱厂及其系统企业，包括
垦牧、棉纺织、机械、面粉、榨油、制盐、内河及长江航
运、码头、仓库、金融、房地产等30多家企业。在创办
一批企业的同时，张謇在吕四场海复镇及七个堤乡创
办慕畴女子初级小学等7所初级小学和1所垦牧高
等小学，为大生纱厂发展和垦荒植棉培养大量的农业
科技人才。

张謇先生倡导的垦牧文化，发源于吕四场，而开
花结果在广袤的江海平原。张謇领导的通海垦牧公司
在推进沿海开发的进程中，先后有10万大军肩挑手
推大迁移，大举北上推进垦荒，直至连云港云台山脚
下，绵亘500多公里，围地500万亩，垦荒近两百万
亩。经20多年经营，先后创办了50个万亩以上的垦
牧大公司，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了一方，其影响遍及
全国，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工业仅有的一个“黄金时
期”，在中国的近代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发源于垦牧文化的江海文化既与讲仁爱、重民
本、守诚信、崇正义、求大同等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
华有着内在一致，又赋予了具有江海地域特征的包
容、自强、开拓、崇文、务实、细作的地方区域文化特
色。江海文化的自强性、包容性、开拓性正是当年张謇
领导的垦牧大军在与自然界的博击中，一代代盐民、
垦民吃苦耐劳、务实肯干、开拓创新使得近代南通成
为全国重要的盐业基地、纺织基地、教育基地，并孕育
出了垦牧文化。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教
授这样评价张謇，“张謇的事业又并非局限于实业与
教育两大部类，而是谋求通海地区经济、文化和整个
社会的协调发展。”

●
史海沉钩 新宣

9月10日，启东新四军研究
会一行专程来到四川成都，采访
启东籍新四军老战士、原四川省
军区副司令张玉成。

张老在成都军区总医院病房
里接受采访。他今年96岁高龄，
身穿淡蓝色衬衣加黑色马甲，显
得十分精干朴实。张老乡音未改，
尽管语速较慢，但表达十分清楚，
他是一位从硝烟弥漫战争年代走
过来的身经百战的老将军。

张玉成，1920 年 8 月 11 日
（农历）生于启东久隆一个农民家
庭。9岁上学，念私塾三年。“七七
事变”后，家乡被日军占领，那原
本平静的生活被打破。1938年5
月5日，张玉成怀着对日本侵略
者的仇恨，毅然参加了启东抗日
义勇军。部队官兵平等，不拿老百
姓财物，真打日本鬼子，名声好，
很快发展成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
抗日武装大队，大队领导是瞿犊、
王进。1939年初，瞿犊、王进等大
队领导人被当地反动派张能忍残
忍杀害。在这危急关头，王澄、姚
力两位中队长决定带领一、二中
队离开启海，秘密转移至泰州，挂
李明阳、李长江的苏、鲁、皖边区
游击总指挥部二纵队五支队的大
队牌子，王澄为大队长。

1940年6月，李长江在保安
三旅张星炳的配合下，调动约13个团的总兵力，突然
围攻郭村新四军，妄想一举消灭苏北新四军。驻在泰
州北边港口镇的四大队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决定组
织暴动，收缴港口地区一切反动武装，开进郭村与新
四军共同打退反革命的进攻。王大队长带领一连3班
的战士去抓五支队长陈东生。张玉成带领两个班战士
迅速解决支队部和警卫排。张玉成行动迅速，处事果
断，受到王大队长的夸奖：“你们动作真快！”王澄对被
解除武装的人员说：“愿意参加新四军的，跟我们走；
不愿意的，发给路费。”约有30多人留下来参加新四
军。这次暴动成功，缴获了一个机枪连的武装（4挺重
机枪，12挺轻机枪）。随即部队向郭村开进，第二天新
四军全面反击，敌人溃不成军，我军直逼泰州城下，郭
村保卫战胜利结束。

战后，四大队（原启海抗日义勇军）改编为新四军
一纵5团，团长王澄，政委彭德清，政治处主任姚力，9
月底，部队参加黄桥决战。黄桥决战胜利后，粟裕将五
团从一纵调归三纵，仍称五团。10月底，陶勇率三纵
的3团、5团从海安出发，向东挺进，进驻掘港，留下三
团组织发动群众抗日，五团继续东进至海启，开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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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据地。
从1938年初组建抗日义勇军至1940年10月，

这两年多时间，这支顽强不屈的抗日革命军队，度过
了难关，克服了一切艰难险阻，走向成熟，靠的是党组
织的坚强领导、全体指战员的坚强信念和团结。在这
段艰难岁月中，张玉成从一个最基层的战士开始，当
过班长、排长、副连长。后来部队发展扩大，张玉成所
在的一、二中队成为23军的206、207团的骨干，3中
队成为23军205团九连。这个连人员一批又一批地
变动，但连建制没有变，张玉成当过连长、营长、团长、
副师长兼参谋长，之后才离开这支部队。

张老特别讲述了他与王澄的战友情。1938年参
加抗日义勇军后，他就和王澄认识，后来王澄任一连
连长，他任一连一排一班班长，晚上睡觉时他和王澄
头靠头，情同兄弟。张老说王澄救过他的命。一次，攻
打汇龙镇时，他负了重伤，无人顾及时，幸亏王澄及时
发现给予抢救，这才幸存下来。1944年王澄牺牲时，
张玉成跟随粟裕部队在江南的天目山，消息传来，张
玉成泪流满面。张老说到这儿，几度哽咽，说不出话
来。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房间里要找什么。过了
10分钟，他拿着一张照片出来，“这是王团长和彭政
委、姚主任东进启东时的合影，中间那位是王团长，这
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张老深情地说。

抗日战争时期，张玉成参加了兴化、高邮、王家
营、黄桥等重大战役。解放战争期间，他参加了宣家堡
战役、鬼头街战斗、丁堰战斗、如黄（如皋、黄桥）战斗、
海安攻坚战、涟水保卫战等苏中著名战役，后又参加
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抗美援朝，张玉成
作为23军205团团长赴朝参战，立下赫赫战功，1953
年朝鲜人民共和国授予二级国旗勋章，1957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1988年中央军委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在张老眼里，这些赫赫战功，都已是过往烟云。当
激情燃烧的岁月过后，留在老人心头的，依然是对人
民的无比热爱，对党的无限忠诚。

●
散文欣赏 黄丽娟

走进花柒

在高楼逼仄，水泥林立的城里住久了，总觉得缺
少了些什么，心里老想着要逃离。

曾无数次在脑海中描摹过如此场景：仿佛住在世
外桃源，可以和白云鸟儿相伴，可以和星星月亮说话，
每天清晨看到的一定是那片田园里最美最绚烂的一
缕阳光。

在现实生活中真有这样的桃花源吗？答案是肯定
的。随着休闲农庄的兴起，越来越多远离城市的度假
村、庄园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花柒，就是这样一座集
休闲、餐饮、住宿为一体的精品庄园。无论从设计理
念，还是从实体打造，它都透露出一股精致优雅、安谧
文气的味道。它坐落在车辆穿梭的常久公路边，却似
乎与外界有着天然的屏障，一切的熙攘和纷繁，到这
里便戛然而止。

花柒的美，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上。譬如名字，非常
独特，花，开四季；柒，是繁盛。若主人不解释，我也会很
自然地往四季鲜花盛开，花香四溢上猜想。花柒的Lo-
go设计也很有味道，一个“花”字仿若一朵盛开在圆池
中的莲，白色字体与深灰色弧形砖墙相得益彰，再加上
门口几竿疏竹、几盆兰草点缀，更显得清幽静雅。

譬如走进大厅，两块十多米长的木板引人注目，
乌黑发亮的木质纹理，用手摸一摸，似乎能摸出油来。
年轻的店主介绍，这是他从吕四渔民那里“淘”来的废
弃老渔船的船板，是在无数次大风大浪中历练过的老
木头。我不由得向这两块木板投去了敬畏的一瞥。餐
厅的天花板设计也很独特，一改往常的吊天面设计，
而用一根根麻绳排列而成，拙朴自然，又有文艺范儿。

譬如餐桌上，那些常见的菜肴经过精心烹饪和摆
盘点缀，给人眼睛一亮的感觉。无论是碟中的一叶草

木，还是食物上插着的小花，看似随意，却都是用心
之作。听主人说，每天清晨，厨师会亲自来到花园采
摘新鲜的草木和花朵，用以装盘点缀。当然，这些都
是小心思，关键还是菜肴的味道，我尝了几个菜，味
道还是不错的。最让我心仪的是现榨的葡萄汁。花
柒，有着大片的葡萄园，品种也很多，尤其盛产“夏
黑”。用“夏黑”现榨的葡萄汁果真美味至极，口感清
冽芳香，甜而不腻。想来，若用这样的葡萄酿酒，那该
又是另一种滋味了。坐在餐厅里，还可以透过宽大的
落地窗往外看，树影婆娑，荷风送香，这一切无疑给
用餐提供了最美最天然的佐料。

像这样精致美观的小细节，店内处处可见，从一
桌一椅的摆放，从一花一草的安置，从一灯一书的点
缀，都能看出店主的独具匠心。

花柒的主打品牌是民宿。一间间玲珑别致的木
屋，不是临湖而建，就是面朝碧绿草坪，四季花开。室
内空间虽小却净雅温馨，尤其是几个配有榻榻米的
房间，能让人领略到日式特有的风情。室内陈设大多
都很简洁，一床一几一沙发，明黄的灯饰加上浅色蓝
调的布艺，即便是再疲惫焦灼的心也会于此得到无
比安宁的盛放。更让人惊喜的是，窗外的树木花草在
阳光的照射下，透过玻璃映衬着，简直就像一幅逼真
的油画。

到花柒，择一居而眠，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
风冬有雪，不管是沿湖而行，赏荷赏柳，还是在采摘
园里，摘草莓，摘葡萄，抑或啥都不想啥都不做，都是
一种放逐自我的好方式。

花柒，除了民宿，还有“书吧”“清吧”“艺术家工
作室”等，这些都很好地提升了庄园的文化艺术品
位。来到吴海工作室，一股沙地气息扑面而来：老蓝
布、竹扣篮、用蓝印花布制作的工艺品……那块支架
上的画板，默默告诉我们不久前它的主人刚刚来过。
真希望这里会有更多的艺术家能驻扎进来，让美景
与艺术一起发酵，让每一个入住花柒的人因此而内
心饱满。如此，我想，花柒的幽静和韵味不会令我们
失望的。

沿着园内曲径通幽的小道走了一圈，唯一感到
有些遗憾的是，温泉区、运动区还闲置着，尤其是温
泉区，一个独立幽静的庭院，四周茂密葱茏的树木成
了天然的屏风，几个圆形的池错落有致。若能细水长
流，来个牛奶浴或者花瓣浴，听听鸟语，晒晒太阳，岂
不逍遥似神仙？

很多人向往着淡定从容、诗意优雅的田园生活，
却没有勇气脱离自己的生活圈和工作，那么，何不适
时地从繁琐中抽出身来，到大自然中走一走？或许，
花柒就是你一个不错的选择。

告白
你说幸福的滋味，
是有我陪伴，

无所谓富贵荣华，
只看着我的酒窝，
心里便是晴天。

爱你们，我亲爱的父母！
你说青春的滋味，

是与我邂逅
且不论天长地久，
只互诉青涩的心事，
心里便是满足。

爱你们，我亲爱的朋友！
你说甜蜜的感觉，
是与我相恋，

不去说山盟海誓，
只注视我的眼眸，
心里便是长久。

爱你，我亲爱的你！
你说成功的最后，
是与我相守，

哪怕是跋山涉水，
只要看我笑容依旧，
心里便是恒久。

爱你们，我亲爱的孩子！
我说

最长情的坚守，
是与热爱携手，
最长情的告白，
是与梦想厮守，
只念执着，
不念放手！

●
星期诗汇 金艳

400-670-5627报享购 多·快·好·省
□送货上门 □货到付款 □正品保证

□优质低价 □7天无条件退换货服务

√√√

√√

半价
特惠

容量：2L

功率：1250W

杯具耐温：

-40℃到180℃

重量：4.5KG

电压：220V

破壁，打开营养的金钥匙
破壁技术可以称为超精微高速

研磨技术，利用超高速旋转刀头瞬间
击破果蔬的细胞壁，有效萃取植物生
化素，大限度融合果蔬中的膳食纤
维、维生素及各种营养。通过破壁料
理机所加工出的食材，营养吸收率大
大提高，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

破壁机可在短时间内把平时不
方便吃的食物（如：蔬果的果皮、果
籽、根茎等含有微量元素的高营养物
质）彻底搅碎，让你吃到平时吃不到
的营养，使人体加倍吸收，平衡膳食。

一机多能全家皆宜老年人更适合

随着年龄增大，硬水果、肉类和
纤维不方便食用；咀嚼、消化、吸收机
能减退；味觉减退，肠胃蠕动减退，多
功能全营养破壁料理机必不可少！

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台榨
汁机、一台豆浆机、一台打粉机、一台
绞肉机、一台料理机，一机顶多机，实
在好全能！边煮边熬边破壁，可以打
全家人爱喝的果汁、老伴儿喜欢的高
钙鱼汤，做小孙子爱吃的冰沙奶昔，还
能研磨杂粮、绞肉沫。对于花生、杏
仁、芝麻这一类本身带有油脂的坚果，
更可以直接打成流质状态的酱类。
无论是干磨、冷饮，想吃啥都能做！

没听错，就半价！仅限100台
3挡速度调节，手动按钮控制；

强化材质，耐温－40℃至180℃；马
达过热保护装置，加倍安全保障；2
升超大容量，1次破壁全家享用！

很多读者不禁要问，功能强大、
质量可靠、外观大气的多功能全营养
破壁料理机一定很贵喽？市场价格

1398元/台，厂家为了打响品牌特与
报享购合作，特拿出100台半价特惠
销 售 。 现 在 拨 打 电 话
400-670-5627，即可以699元的超
值低价带回家，100台售完立即恢复

原价！

多功能全营养破壁料理机=榨汁机+豆浆机+打粉机+绞肉机+料理机

厨房全能王：破壁料理机

警报+闪光灯

减震防滑

橡胶脚垫

收音机播放

可折叠携带

安全手绳

内置

蜂鸣器

5档高度调节

LED灯

收音机智能拐杖
159元，一根拐杖四件宝，您说值不值！

“退休了，生活才刚开始。”老人健身、登山、旅游……晚年生活可谓丰富多彩！随身携带一根收音
机智能拐杖，天暗了打开手电，无聊时听广播，遇到突发情况能报警，可充电可折叠，带到哪里都方便，
真可谓一杖在手，说走就走！报享购特价159元，父母长辈都需要！

◎身高不同：5档高度轻松调
身高不同，对拐杖的高度要求自然不

同，收音机智能拐杖拥有5档高度调节功
能，长度轻松调，可长可短，走起路来更舒
服！

◎年老眼神差：拐杖自带手电
收音机智能拐杖在手柄前端特别配置

高亮LED照明灯，并且可以45度旋转，照
远照近都方便。LED灯还能帮您起到警
示作用，为您的安全添保障。

◎出门遇突发：拐杖内置报警器
在外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办？收音机智

能拐杖的报警器可以轻松启动，发出高分
贝求救警报，同时红色灯圈也会亮起，使自
己得到及时的救助。

◎老人寂寞多：收音机给您添乐
带着收音机智能拐杖出

门，轻按手柄顶端的收音机开关，新
闻、戏曲、评书、相声……多个频道，
高清晰扬声器，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出门不用怕：可充电可折叠
收音机智能拐杖可折叠的特点非常实

用，折叠后仅30厘米，行李箱或背包轻松
携带。便捷充电器使多功能拐杖永远能量
满满，一次充电即可连续工作12小时，避
免了更换电池的繁琐，让您更随心、更省
心、更安心！

有了收音机智能拐杖就像有了个伴
儿，很多老人也变得爱出行、爱活动，腿脚
越动越麻利，身体越来越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