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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读到《如皋日报·水绘园》中
《铁匠铺》诗中“北大街黄金地段鹤
颈湾”一句时，我想到了这家铁匠铺
大约是如城著名的陈家铁匠店，但城
区数十里内的农民惯称他家为“敞
厅”。这家铁匠店在鹤颈湾向北，转
弯向西的横街——篦机巷；这里是由
西大街鱼市口向北至北大街的必经之
路。在“合作化”之前，如城四门内
外有铁匠店几十家，一般只有一两间
矮小的门面，一座炉子，三四个工人
和徒工。陈家铁匠店开在热闹的黄金
地段，三间七架梁的敞厅里，有十多
个工人、徒工。以产品精良耐用而远
近闻名。每到春末夏初，来这里购买
或修理锄头、钉耙、镰刀等农具的农
民要排队等候的。

这一带是我上初中和后来工作时
常经之路。我曾经留心过，这样一座
气派宏伟、柱檩坚实的敞厅，当年怎
么会砌在热闹的街上。经过多年的烟
熏，早已一片黝黑。这个疑问直到我
退休以后，在如城人民政府参加编撰
镇志，研究如城的历史，才知道明朝
后期如皋城里有冒、李、苏、钱四大
家族。明清变革后，这四大家族已经
式微，又兴起了“范半城”和“徐半
街”两大家。

“徐半街”以盐商起家，由富而

贵。在乾隆年间，他家的房产东起北
大街，西至通仓桥东河边；南讫厫
巷，北抵甘蔗巷。还有别墅在安定书
院对河，与水绘园旧址隔寺相望，人
称“徐家花园”。

《如皋县志》和《范氏宗谱》记
载，如皋范姓系北宋名相文正公范仲
淹次子忠宣公范纯仁之后裔。范仲淹
去世后，他的子孙多数居于河南颍昌
一带。北宋末年，金兵南侵，范纯仁
的曾孙公仪携带侄儿良傅逃来如皋，
住在北乡花源港。后来子孙繁衍，

“或为士，或为农，或为清白吏。”有
的住到城里。此后花源港即称为范家
庄。元末战争，范氏子孙有的罹难，
人丁寥落。明朝后期，如皋社会安
定，范氏恢复兴盛。

县志记载：“范锴，字世辅。曾
居县城，家日渐落，退徙村居。与侄
矢力陇亩，业复振起。”岁饥，给粟
分糜，济灾民百人，住一年。范志
易，字希宣。以国学生为典客，“辟
西园，课二子。”“效文正公制，置义
田以赡族之贫者。”子廷瑞字公茂，
诸生。从凌駉起兵抗清，凌殉节死，
廷瑞感愤病背疽殁。孙元龙字云生。
明亡后，“隐遯西溪”，读书著作。范
可裕暨子端、永、育、立，急公好
义，遇灾年，施棺、施粥，捐建“文

正公祠”。悉以所有田九百亩捐作义
庄。创育婴社，立同善会。范大本曾
资助友人捐官。有赵县令来如皋任职
不久，母子相继病殁，大本捐资为之
殡葬。城内西惠政桥原为转石桥，后
移砖石改建丰乐桥，此桥改为板桥。
范大本捐资将桥改为砖桥，人称“范
家桥”。范永、范育兄弟二人皆祀于
乡贤祠。

清代如皋范氏子孙考取秀才者百
余人，其中有进士三人。范承宣，字
敬叔，乾隆七年进士，曾任江苏扬州
府教授、浙江德清县知县；范曾辉，
字充光，乾隆十九年进士，曾任江西
饶州府同知；范辂，字宜宾，乾隆二
十九年进士，曾任四川长宁县知县。
另有举人范景瑗，字蕖仙，曾任江苏
高淳县教谕。范驹，字藿田，拔贡；
范大谟，字禹思，贡生；范大受，字
牧庵；范章邠；四人都曾任县学训
导。范昶曾任授翰院待诏。范端历任
河南仪封知县、山东兖州郡丞。范大
本曾任中书科中书。范大成官至江西
瑞州知府。范大士官至广西梧州府知
府。范大吕任江苏镇江府训导。范家
名贤辈出，堪称簪缨世家。其余不求
闻达，隐于耕读者颇多。诗文著述载
于县志者不胜枚举。

清朝后期，如城范氏渐趋式微，

但人口繁茂，有的世代耕种，有的改
业工商。范家桥下古河已渐淤塞，砖
桥尚存。不少府邸直至二十世纪末仍
然存在。范家桥南的老宅东起继善堂
巷，西至北大街，北临古河。这座做
铁匠铺的敞厅南边应当还有房屋，已
改姓重建，故而敞厅成为西临闹市。
当年鹤颈湾北即范府的大门，由此向
北只能转向东从现继善堂巷出北门。
范家败落后子孙拆户，北部卖给沙达
夫，南部卖给狼山镇总兵周鼎。不知
这敞厅曾否一齐卖给周家，其余尚有
关帝庙东朝南的府第已售给徽商俞
家，成为“俞公馆”。再向东还有部
分老屋仍为范姓所有。东门城内郜家
巷北端有范曾辉的旧居，原来朝东的
门上有“大夫第”石刻。门外有两座
砖卷门，人称这里为“双卷门”。西
园在北水关之西，后来荒废仅存六鹤
斋，清末改作初级小学。上述这些府
邸有的建于明末，有的建于清初，多
数是二十世纪末城市改造时拆卸改建
的。还有状元坊南朝西的一所大宅是
本世纪初才拆的。范文正公祠暨范氏
宗祠在东暨云路巷内，是当年冒辟疆
终老之居改建的，房子尚在。

陈家铁匠店于“合作化高潮”时
加入如城铁业手工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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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凤鸣桥南堍30米，南大街与东大街的交接
处，有棵约500多年的紫藤树，藤蔓交错，枝繁叶茂。
人们在南北对合的店屋檐上为紫藤树架起木楞，紫藤
在木楞上蔓爬向东西延伸十几米远，每年春天一串串
紫花绽放，香味四溢，深得众人喜爱。从春天到深秋，
茂盛的枝叶将这段街市全部遮蔽，成为天然卷棚，所
以人们称之为“活卷棚”。方圆百里，石庄“活卷棚”名
闻遐迩，六月炎夏，烈日当头，“活卷棚”下总是凉风习
习，来往商客都要在此多逗留一刻，也给两边商店带
来兴隆景象。

今天的石庄，凤鸣桥北堍，仍然保留着一条仿佛
被时间静止的老街，青砖黛瓦，小径深巷，斑驳的墙皮
和屋顶的瓦松似乎向后人们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和曾
经的过往。

建于民国时期的木楼，历经百年风雨，毅然矗立
在古老北街。

石庄汤氏老宅位于石庄镇北大街41号，建于明
朝末年，门前为青石台阶和一对青石门墩。汤氏老宅
青石为“书箱形”，谐音“书香”；门墩刻松鹿园，寓意长
寿康宁。屋内木板隔墙保存完好，门垛雕花，檐花尚
存，内檐楣精美的木雕花寓意着吉祥富贵、多子多
福。该建筑木雕、砖雕、石雕一应俱全，保存完好。

始建于清朝年间的“金泰熙”典当行，砖木结构，
重檐卷棚，木雕木柱，板壁完整，是一处保存尚好的建
筑。

华侨张德成故居，始建于清朝年间，距今已有
200多年历史。宅子主屋为三间砖木结构，七架七柱，椽木雕花，门前提垛
上饰方砖垛花，下饰长方形垛脚雕花，台阶为长条麻石，为锁壳式建筑。

宋代弯砖井，据毕沅的《续资治通鉴》记载，此井为南宋岳飞任通泰镇
抚使，在石庄抗金供军队饮用而凿。此为宋井，井口、井深、井衣以弧形横
向砖构筑，砖与砖之间有榫卯相扣连，无木质井底。如今，这口井仍能出水
使用。

坐落于北街何家巷12号的闵氏院士故居，建于清朝末年，坐北朝南，
为四间厢老屋，雕花门窗。从这里走出了两位中科院院士——闵乃大、闵
乃本。闵乃大为建国初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数学研究所所长，世界著名
的网络数学家，中国电子计算机之父。闵乃本原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
晶体物理学家，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

西行宫巷1-1号的“生泰和中药店旧址”，建于清末民初，总建筑面积
约120平方米，砖木结构，虽有后期粉刷、加固等变动，但主体风格尚存，为
中药用房。生泰和药店是一家历史悠久、素负盛名的百年老店，其创始者
为清末年间的朱生泰，其精通本草，在北街摆中药摊卖草药及参茸、官燕、
银耳等滋补品。由于其勤俭刻苦、诚实待客，药店经营得十分顺手。几年
后在城内大街(现北大街西行宫巷)正式开设“生泰和中药房”。前堂为店，
后面几进用作加工成药的作坊和药材堆栈。

石庄酱醋厂，此建筑原为汤家一处宅院的大敞厅，建于清朝初年。七
架五间，建筑面积约180平方米，建国初期被改造成酱醋厂车间，这里生产
的酱醋色泽黑紫，液体清亮，酸香浓郁，食之绵柔，醇厚不涩。由于醋有着
开胃、杀菌、醒酒等功效，当时老百姓对酱醋厂出的陈醋有“家有二两醋，不
用去药铺”的美誉。酱醋厂外部结构风貌基本未变仍保留清朝建筑格局，
圆拱门不用一根门柱。

坐落于石庄镇镇区东部的“日军侵华地堡——石庄子堡”，1938年，日
寇派兵驻扎石庄镇后，用皮鞭和刺刀逼迫当地居民在石庄周边筑起一个个
地堡，用以对付抗日军民的奋起反抗，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惨案。这些地堡
由土、木、砖、石、钢铁或钢筋混凝土等材料构筑而成，是日寇用于火力掩护
的低矮工事。抗战期间这些地堡被军民敲打得百孔千疮。大部分已损毁
或深埋地下，在现镇区东郊仍留有数个，是日寇侵华，屠杀我爱国志士的罪
证，是石庄人民饱受苦难及日本侵略者罪恶的见证。

可喜的是，经过石庄镇政府部门的不懈努力，石庄古街汤氏老宅被江
苏省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另有八处古迹被如皋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
位。近年来，石庄镇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对老街古迹进行修缮和保护，古朴
的街巷，留住了记忆，留住了乡愁，愿石庄老街，时间静置，岁月不老。

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辉煌的
农业文明曾经将中国推上世界强国之
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农业的
基础地位都无法改变，更不能动摇。
沧桑巨变，不变的是总有那些默默无
闻、埋头苦干的人，将毕生精力献给
农业科学，正是他们的奉献，使得中
国农业现代化的步伐更加坚实、稳
健。祖籍如皋的沈昌蒲教授毕生探索
中国耕作制度，为中国耕作学的奠基
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知我着意搜集农学农史书籍，特别
是如皋籍农学家的农业、农史专著，外
地一书友推荐给我一本《在中国已运用
5000年的垄作制度》，这本书是沈昌蒲
教授与农学博士李文华合著。

沈昌蒲，女，教授，1922年出生

于北京，194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
院农艺系，1946-1948年在东北大学
农学院任助教，1949-1950年在沈阳
农学院任助教，1951-1968年在东北
农学院任助教、讲师，1979-1981年
为东北农学院副教授，1982-1990年
为东北农业大学教授。1953年接受开
创中国耕作制度学科《耕作学》的任
务，自此一生从事耕作制度学科的建
设，用约12年的时间，与教研室的同
事共同完成了包括讲义、试验课、课程
设计、教学实习、生产实习及毕业设计
全部教材。上世纪80年代，以《耕作
学》（北方本）副主编、《耕作学》（东北
本）主编的身份，集中精力，从无到有地
6次出版耕作学，从而奠定了中国耕作
学的基础，并使教学大纲基本定型。

她的科学研究方向是机械化土壤耕
作，其中尤著重于研究将不稳定的降
水化作稳定的土壤含水量的耕作方
法，出版了专著《深松耕法平衡土壤
水分的作用》《机械化土壤耕作》；发
明的防治水土流失新技术，得到了中
国工程院有关院士的认可。

沈昌蒲教授是我国耕作学科带头
人，也是我国耕作学当之无愧的创始
人之一。她还是全国统编教材《农牧
学基础》的主编，除了专著外，她还
发表专业论文近四十篇。1990年退休
后的20余年间，她从未间断对国家、
对民生的思考，从未间断对水土流失
这个世界性问题的研究，率先投入到
保护黑土地的行列中，她以一名土壤
耕作学家的责任感向社会各方呼吁：

保护黑土地！下定“保护国土，造福
子孙”的决心，千方百计付诸实施；
多次致信给国家及省市领导，倡议保
护黑土。退休后，继续研究和完成了
她和团队多年潜心研究发明的治理黑
土地水土流失的新技术——垄向区田
水土保持课题，参加垄向区田推广工
作，编写推广垄向区田的技术手册和
光盘。2008年，沈昌蒲教授的《应大
力推广“垄作区田”技术，彻底根治
坡耕地水土流失》建议获得哈尔滨市
第一届十佳人民建议成果奖；书友推
介给我的这本《在中国已运用5000年
的垄作制度》，是2010年在她88岁高
龄时完成并出版的。

2017年5月3日凌晨，沈昌蒲教
授逝世，享年96岁。

毕生奉献给中国耕作学的沈昌蒲教授
□侯求学

由陈家铁匠铺想起“范半城”
□周思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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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市民政局、丁堰镇联合
举办“我和我的祖国”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敬老月主题文艺活动，市工商
联总商会、市综合商会以及富德生命人
寿如皋营服、南通森果农庄农业投资有
限公司等12家爱心企业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
长缪永辉和丁堰镇党委书记储开平分别
致辞，并一同为我市唯一一家启动养老
机构标准化建设工程的长寿星养老服务
中心打造的品牌——“长寿星秀”揭
牌。在致辞中，储开平介绍说：自
2015 年以来，丁堰镇在全市率先改
制，将原敬老院实施公建民营，交由社

会资本运作，极大地调动了为老服务的
激情与热情，服务质量和效果得到各界
的一致肯定。近几年，以长寿星为中
心，各村居居家养老服务站为辐射的整
体网络已具规模，覆盖全镇的助餐、助
洁、助娱、助医等助老服务常态化开
展，老年人临时救助和各项保障措施得
到具体落实，全镇老年人幸福指数和满
意度得到了大幅提升，丁堰的长寿星模
式已经作为成功的范例向外延伸。落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精
神，就是要紧紧围绕“使全镇老年人都
活得好，活得开心，活得安心”的初心
和使命，进一步开拓为老服务思路，扎

实开展好各项为老服务内容，要特别关
心老年人中的弱势群体，解决老年人的
实际困难，努力使丁堰镇的为老服务水
平再上一个新的台阶。缪永辉介绍说：
去年9月，在全省民政标准化建设试点
确定工作中，丁堰镇长寿星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荣幸地名列34家“民政标准化
建设试点单位”，南通地区仅有两家、
我市仅此一家。养老机构标准化建设是
全市加速推进“省级养老示范县
（市）”创建的重要抓手，也是追求养
老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切入口。在丁
堰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下，丁堰镇
长寿星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抓住了机遇、

率先试点，为全市养老机构带了个好
头。他相信：在丁堰镇长寿星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的典型示范下，全市养老机构
标准化建设一定会如火如荼地全面铺
开，“省级养老示范县（市）”创建一
定会获得成功，如皋追求养老事业高质
量发展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

来自长寿星养老服务中心连锁运行
的丁堰镇红桥村、赵明村、茄园社区和
三河三桥社区的老年艺术团队纷纷登台
献演。

□陈俊波 曲瑞娜/文
包国平 彭卫兵/摄

夏广明,今年76岁，2004年8月
从东陈镇南凌初中教导主任岗位退
休，回到刘杨村25组。15年来，他
初心不改，一直保持着为人师表的高
尚情操，热心为家乡父老乡亲和离退
休教师服务，做了许多令人赞赏的好
事，在当地被传为佳话。

退休之时，夏广明婉言谢绝多家
企业单位的邀聘，怀着一颗感恩乡
亲、报效家乡的赤诚之心，回到乡
村，与乡亲们共同劳作在一起。他在
自家的一亩多自留地上种植树木花
草，为绿化美化家乡故土贡献力量。
特别让众乡亲点赞称道的是，2016
年春，社区决定改造一条乡村主干道

周凌线（周岸—壮凌桥），全长3公
里多。此路过往行人车辆特多，但一
直路况不好，坑坑洼洼，晴天尘土飞
扬，雨天泥泞积水，村民出行十分不
便。社区村居提出修筑方案之后，夏
广明一马当先，全力以赴，日夜操
劳，积极配合社区领导做群众的说服
动员工作，从设计丈量到平整修筑，
他一直奋斗在工地第一线。更难能可
贵的是，夏广明主动无偿捐资5万
元。每当邻里乡亲、社区干群称赞他
时，他总是谦逊一笑，说：“我是共
和国培养出来的人民教师，为人师表
理所当然。更何况，乡亲们是我的衣
食父母，为他们、为社会贡献微薄之

力，是我们共产党员的不变初衷！”
夏广明是一个表里如一、言出必

行的实在人。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
么做的。邻里乡亲有病痛，他主动去
看望；孤寡老人生活上有困难，他主
动伸出援助之手。他还是一个热心公
益活动的好同志，社区工作有什么困
难，他主动帮助解决；乡亲们邻里之
间有什么矛盾纠葛，他积极协调平
息。尤其是他热衷于“本职”的退教
协工作，平时组织大家学习、参观、
交流。原南凌乡离退休教师五六十
人，他上门慰问看望老弱病残者，为
退休教师开展自娱自乐活动，丰富了
离退休教师的文化生活。

提起薛如生，市老年大学师生几乎无
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保健班班长、夕
阳红艺术团成员、学校志愿者服务队队
员。学校举行重大活动（包括文艺演出），
他都积极参与，并架好录像机全程录像。
不久，他制作的视频和美篇就在学校微信
上传遍。他经常在报刊上发表通讯报道，
大家称他为“校园记者”。他多次被评为优
秀学员干部，2017年受到市委、市政府的
表彰。

工农兵学商的经历，铸就了他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忠诚。

薛如生1948年出生在如城一个劳动之
家，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1964年
初中毕业，到农村“接受再教育”。1968
年应征入伍，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3年退伍，来到如皋东陈供销社，从事
商业工作近5年。1979年来到如皋酱醋
厂，成为一名工人、干部。2009年退休后
来到市老年大学，又成为一名学生。工农
兵学商，他行行干得都非常出色。

当年，薛如生在农村落户，他积极参
加劳动，茁壮成长，能把满满两桶粪一下
子挑到四五里外的田里。农村几年的艰苦
生活，让他学会了不少农活，还练就了强
健结实的体魄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到部队
不久，薛如生便调到连部担任文书。指导
员姓梁，山西人，为人正派，性格豪爽，
原则性强，对士兵既严格要求，又非常关
心。薛如生被派到几个班去锻炼，体验生
活。后来又被调到团部当通讯员，学习了
通讯报道的不少知识和经验。在党旗下庄
严宣誓之后，他牢记入党誓言，处处以党
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事事从人民的利益
出发，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

在商业系统和酱醋厂工作期间，他也
遇到不少优秀的党员、干部和工作人员，
学习他们的高贵品质和敬业精神。同时，
他参加了职工夜校学习，后来被派到江苏
省商业干校，半脱产学习“商业管理”三
年，取得了大专毕业文凭，思想觉悟和业
务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来到市老年大学，薛如生担任保健班班长，上传下达，在学
校、老师与学员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每学期开学前，薛如
生主动地把老年学员的需求告诉保健班的任课老师，老师制定切实
可行的教学计划。每次上课他都与老师及时交换意见，老师讲课有
的放矢，对症下药；学员听课聚精会神，受益匪浅。

薛如生积极肯干，多才多艺。在夕阳红艺术团的排练场上，他
虚心学习，认真排练，每一个动作都力争做到精益求精。艺术团经
常外出演出，他乐于奉献，忙前忙后，积极做好后勤工作。演出
时，他在台上激情表演，同时，架起录像机把全过程录下。回到家
中连夜精心制作视频和美篇，及时发到学校微信群里，师生们见了
纷纷点赞。

孝老爱亲 向上向善 共建标准化养老服务中心
市民政局、丁堰镇联合举办“我和我的祖国”敬老月主题文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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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师表 初衷不改
——记退休教师夏广明

□沈百峰

““长寿星秀长寿星秀””揭牌揭牌 市综合商会慰问老人市综合商会慰问老人

分发重阳糕分发重阳糕 书画赠献书画赠献 红桥村老年文艺献演红桥村老年文艺献演 妇产医院义诊妇产医院义诊 爱心团队服务爱心团队服务

陪 伴

（外一首）

□孙福亮

安椅伴妻庭院中，坐看绿枝舞东风。
杯中暗香饮君子，东山明珍碧螺春。
细品佳茗轻轻语，共诉结发悠悠情。

人面虽逊桃花红，夕阳不输朝阳景。

退 休

学子坐骑俯首牛，负重前行趟春秋。
花甲有年教坛别，白首惜时书山游。
偶闻窗外校铃声，常忆旧时教学楼。
自知余生难有为，犹怀初心操长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