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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举国上下兴起了轰轰烈烈
的抗美援朝运动。11月2日，中共如皋县委发
出了《关于在全县农村深入开展抗美援朝宣传
工作的指示》，要求全体党员和领导干部团结
和组织全县人民以做好本职工作的实际行动支
援抗美援朝战争。

1950年11月，如城各界人士15000人的
抗美援朝大示威，拉开了全县抗美援朝运动的
序幕。1951年“五·一”节举行的“抗美援
朝，保卫世界和平”群众集会及游行示威，把

全县抗美援朝运动推向了高潮。全县参加游行
示威的干部群众达38万人，“美帝国主义滚出
朝鲜”的怒吼声响遍雉水大地。全县人民的爱
国热情空前高涨。如城工商界1950年所得税
仅用半天时间即全数缴纳入库；1951年在遭
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夏粮征购中全县
15个区仍有11个区全额完成征购任务；适龄
青年在“响应祖国号召，到最光荣的岗位上
去”的号召下，全县有5360名青年报名参
军、参干（参加军事干校），积极要求到抗美

援朝前线去。
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

发出了“制订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做好
拥军优属工作”的号召后，全县人民热烈响
应。全县订立爱国公约的家庭超过50%，如城
家家户户都订立了爱国公约，全县共捐献战斗
机（被命名为“如皋号”）1架、大炮1门、
现款 19.4155 亿元，子弹费用 2326.5 万元；
县、区乡分别建立了优抚工作委员会，对全县
112600户军烈属逐一落实优抚措施，采取组

织代耕和兴办军烈属生产合作社、子弟学校等
方法，切实解决军烈属的生产、生活、住房等
困难。当志愿军伤病员来如城休养时，如城人

民让出最好的房屋安置，不少妇女为志愿军洗
衣服，还组织了义务献血。在拥军优属工作
中，全县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谢则林老人托其亲属转来一篇稿子，内容是
记录常年进入西藏支边的旧事。他是如皋人，曾
有著作刊行。老人虽然久居沪上，但是乡音未
忘。他作为第一批援藏的上海老师，追忆西藏生
活，最苦的莫过于洗澡，因为浴室少、热水紧，
他们只能用水擦擦身子，谢老师用家乡方言称为

“捡澡”。
看到“捡澡”，又有上下文，我自然明了谢老

的意思。“捡”字的读音，似乎符合如皋方言的读
音，但意思是“拾取”，应当不通。我猜测是“展
澡”吧？于是翻阅手头的《现代汉语词典》，意外
发现“搌”字解释：用松软干燥的东西，轻轻擦
抹或按压，吸去湿处的液体，譬如“搌布”。如皋
话中，常用“搌布”代替“抹布”。人们饭后清理
桌子便说：“用搌布搌搌桌子。”无论是读音，还
是义项，我断定“搌澡”，才是正宗的如皋方言。

为此，我又翻阅了几部方言词典，获得佐证。《如
皋方言词典》记为：“搌布”即“抹布”；“搌澡”
意为“用湿毛巾擦身”，又作“搌潮”。《东台方言
词典》则说：“搌布”即“抹布”；“搌潮”意为

“用湿毛巾擦拭身体”。
《康熙字典》中录有“搌”字的演变过程。无

论是普通话，还是如皋话，“搌”“展”同音。普
通话均为zhǎn，如皋话略有不同。据《康熙字
典》 记载，《唐韵》 中“搌”字读音为“知演
切”，可见自古“搌”“展”同音。《博雅》中，

“搌”意“展极”，完全展开的意思。《集韵》中，
“搌”字才解释为“捲也、拭也”，有了擦的意思。

从“展开”到“拭擦”，有什么关联呢？查阅
学者张舜徽的《说文解字约注》，给了我很大启
示。张先生解释“展”字：“展字之从尸，犹从人
耳。其本义自谓之偃卧展转也。”说白了，“尸”

字意味着身体，因此“展”字是说四肢伸开，人
变得舒“展”了。《论语·乡党》中写道：孔子

“寝不尸”，睡觉不像死尸一样。睡觉时，人往往
是弯着腿。相反，死尸才是手臂、腿脚都伸直
的，即完全“展”开的。《诗经》开篇中，就有大
家耳熟能详的“辗转反侧”，亦作“展转反侧”，
指人有心思，夜晚睡不着，“身体”在床上翻来覆
去。在“展”字前面加个车子旁，更加形象，像
车轮滚来滚去。至于“展开书本”“展开竞赛”

“展开战斗”等等，都是后话了。再去仔细想想，
人人“搌澡”时，的确需要展开四肢，便于擦
洗，但是还需要手拿澡巾之类的物体，于是加上
提手旁，就更为形象达意了。“搌”“辗”的造字
手法，如出一辙。从古到今、从音到义，如皋方
言中，“搌布”“搌澡”才对，不宜写作“展布”

“展澡”，更不宜写成“捡布”“捡澡”。

“举孝廉”是古代选拔人才的
重要途径。所谓“孝廉”就是孝
顺父母，办事廉洁的意思。廉洁
的官员，往往也十分孝顺。近年
来，随着 《宰相刘罗锅》《天下粮
仓》《天下粮田》 等电视剧的播
出，名臣刘统勋 （刘墉的父亲）
也渐渐被大家了解。他为官廉
洁，又恪守孝道。

据《清史稿》等书记载，刘统
勋 （1700—1773），字延清，山东
诸城人，1724年考取进士，先后出
任刑部、工部、吏部尚书，内阁大
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军机大臣
等职。其间，他惩办李焞、张宾等
贪污渎职的官吏，治理水患，多次
立功，成为乾隆皇帝十分依赖的

“股肱重臣”。
1773年，刘统勋作有《任氏大

宗谱序》，后录入1918年续修的如
皋 《任氏宗谱》（现存于国家图书
馆）。据序介绍，1769年科举考试
结束后，任领常常来拜见刘统勋。
每回见面，刘统勋觉得他外表纯
良，知识渊博，于是聘请他为家庭
教师，教授自己的孙子。1773 年
春，任领前来刘府，告辞回乡，同
时带来《任氏宗谱》，恳请刘统勋作
序。晚年刘统勋，经历过官场上多
年的摸爬滚打，于是对于孝道有着
深刻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他答应

为任氏作序，究其主要原因，考虑
到任领家族是名人任大宗的后人，
出于孝道，编修家谱，应当赞同。
正是在这篇遗作中，刘统勋通篇围
绕孝道这唯一的主题，告示后人孝
道的重要意义。

浏览 《任氏大宗谱序》 全文，
刘统勋谈论孝道，可以概括为三个
字。一是“礼”字，孝道属于族人
应该遵守的礼节之一。续写家谱的
工作十分繁琐，但是刘统勋觉得人
们应该厘清辈分关系，才能尊礼守
节。尤其是孝道，是指孝顺有血缘
关系的族人长辈。因此刘统勋肯定
任氏修谱，也是尽孝守礼。二是

“仁”字，刘统勋写道：仁爱的人，
孝顺的人，才会用心尽孝。只有心
中有爱，人才会出自内心地关爱他
人。看起来，刘统勋在治水过程
中，对待懒政与贪婪的官员，铁面
无私，不讲人情，心中无爱。其实
他从不缺乏爱心。因为水灾无情，
百姓必将受难。因此他的爱是仁心
大爱，爱的是百姓。他对长辈，也
充满爱意。由于在外为官，他不能
侍奉家中老人，母亲死去，刘统勋
主动辞职，回乡丁忧，表达他对母
亲的深深爱意。三是“思”字。刘
统勋在序中，最后鼓励读者会学

“思孝”，即对孝道需要进行思考。
他认为孝道的价值，不仅仅局限于

个人或是家庭，而是与国家的命运
有关。近代社会学者梁漱溟曾经分
析过中国的社会特色，社会的构成
单位是家庭，而非西方式的个人。
倘若每个家庭都能和睦，那个整个
社会必然和谐，国家也必然强盛。
早在百余年前，刘统勋已经意识
道：“传承好孝道，可与从政者治理
好国家，互为补益。”尽管他没有具
体阐明孝道与政治的具体关系，但
是此话无疑启示读者，“忠孝不能两
全”未必尽然，传承好孝道，对于
家庭和睦、国家和谐，均大有好

处。在刘统勋的眼中，孝道已经不
仅仅属于个人、家族层面，而是被
上升到国家层面。

借助序言，刘统勋给后人留下
了他的孝道三字诀：谈孝用手，编
修家史，才能守“礼”；尽孝用心，
不忘“仁”爱，才能无悔；“思”孝
用脑，爱国爱民，才能清廉。区区
三字，寥寥数句，言短意深，如土
长守，如水长流，如光长耀，对于
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当
下党员干部，仍有着不可小觑的借
鉴作用。

王盈朝 （1904—1976），如皋东马塘沙村
人，又名王涌江，化名汪一涛，笔名汪铁佛，先
后任江苏省第一代用师范（今南通师范）支部书
记、中共如皋下漫灶支部书记、第一任中共如皋
县委书记、江苏师范学院教授等职。

作为南通、如皋两地的革命先驱，王盈朝走
上革命之路，与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英关系密
切。1923年中，中共上海区执委召开会议，决定
由作家茅盾负责推动南通地区的地下工作。恽代
英也十分关注南通的动态。1924年5月，时为师
范学生的王盈朝与徐家瑾等同学，创建“晨光
社”，团结进步学子，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恽代
英随即在6月发行的《中国青年》第36期中介绍
晨光社的讯息：“南通第一代用师范少数同志组织
了一个社团，名晨光社。他们的宗旨是：训练团
体精神，应用于实际生活上。他们的计划是……
研究中国青年思想问题与今后新中国的教育问
题。他们还想设立通讯讲演机关，请当代名人指
导。”

王盈朝等人与恽代英建立了通讯联系。王盈
朝回忆，晨光社成员从上海秘密购入《共产党宣
言》《共产主义ABC》《资本论入门》《唯物史

观》等进步书籍，孜孜不倦地阅读。从书籍到现
实，王盈朝等人遇到问题，便去信上海，向恽代
英请教。恽代英都会一一作答，为他们指明方
向。久而久之，在恽代英的指导下，王盈朝的思
想越来越明。1925年10月28日，他在信中向恽
代英敞开了自己加入中国共青团的心声：“我想，
我要献身于革命事业上，那当然无须徘徊不前，
应该赶快地毫不犹豫地站在农工的利益上，集中
我们革命的力量……我不愿反本心的真正愿望，
所以我要决定加入CY……你来信说的话，也是
我确认而应该从事努力的。”CY是英文共青团的
简写。王盈朝不忘革命初心，恽代英全力支持。
是年11月，恽代英介绍他入团。入团后，王盈朝
没有辜负恽代英的期待，他积极发展通如两地进
步人士入团，创建共青团如皋特别支部、县农
会，参与建立中共如皋县委、发动如泰“五一农
民暴动”等。1926年，恽代英又介绍王盈朝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其间，恽代英还介绍他加入了国
民党，为他日后进行隐蔽战斗，埋下伏笔。

1927年，中共如皋县委成立后，王盈朝出任
县委书记。他的公开身份却是“国民党县党部特
别委员兼宣传部长”。他数次利用自己特殊的身

份，营救革命同仁。最惊险的一次要数营救小说
家、诗人顾仲起（1903—1929）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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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吏刘统勋论孝三字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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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民国印书 《如皋许氏宗
谱》，许将的名字赫然在目，列于首
位。许将 （1037——1111），字冲
元，福建闽清人，北宋嘉祐八年殿试
第一，福州地区首位状元。据家谱记
述，他被奉为如皋许氏一世祖，其裔
七世祖许天祥于元代出任如皋县幕，
故而今日如皋许氏族人多为许将后
人。

据家谱所修《文定公传》及《宋
史·许将列传》记载，许将，即许文
定，堪称为官典范，廉洁状元，不仅
才华横溢，而且秉公执政。欧阳修读
过许氏赋文，赞道：“君辞气似沂
公，未可量也。”沂公即王沂公（王
曾），宋代名相、状元、诗人。许文
定也善于作诗，他写有一首《茅庵》：

茅茨以为庵，环顾萧然虚。内乐
苟自足，容人即有余。旁依修竹密，
上翳青松株。勿言此中陋，中有君子
居。

诗言志，颇似《陋室铭》，许文
定追求俭朴简约的文人生活方式。因
此，他为官清廉，不存私心。高中状
元后，他前往皖地，任职昭庆军判
官。任职期满后，许文定本被调往京
城任职，这本是仕途上的捷径，人人
求之不得。他却直言谢绝，希望自己
继续留在地方任职，空暇之时，可以
多读些书籍，进一步充实自己。于
是，朝廷安排他任职明州通判。随
后，王安石推行变法，大量起用新
人。宋神宗极力推荐许文定。他被调
入京城，连升三级，满朝文武官员，
艳羡不已。

在变法过程中，他十分勤政，修
缮用人制度，有效地预防官员腐败的
问题。起初，选拔人才的制度，很不
合理，容易滋生腐败。所选人才，先
要经过南曹（吏部下属机构），再考
核政绩，上级官员有任命权，下级官
员没有任何上诉权，即使不公，也无
法上诉。许文定奏请改革考核制度，
建议成立相关机构，负责处理基层官
员上访投诉，同时要求查处相关失
职、渎职、贪污的官员。

无欲则刚，许文定一身正气，即
使直面强敌，也是应付自如。契丹派
出二十万大军，兵临城下，逼近代
州，虎视眈眈。契丹使者来访，向朝
廷索要代州。平日负责岁贡的宋朝使
者，心知来者不善，不敢去见契丹来
使。许文定不畏生死，挺身而出。他
慷慨激昂地说道：“我是一名侍从，
国家的重要决定不可不知。如果契丹
使者无理索要代州，不能立即驳斥他
们，就会有伤国体啊。”于是，朝廷
命令许文定前往枢密院查阅相关档
案。

进入契丹境内，许多契丹人都爬
上房梁，好奇地说道：“快来看看南
朝的状元。”等到演习射箭，许文定
能文能武，先声夺人，一发即中。此
举令契丹人刮目相看。契丹派出萧禧
接待许文定。萧禧果然提及代州事
宜，他沉着应对，回答得滴水不漏。
无奈之下，萧禧又说：“两国界线尚
未定好，应该以和为贵，不如我前往
贵国，去进行边界的划分工作。”“这
种事情，可令守边的大臣去做，不就
可以了吗？有何缘由，还要派出使臣
呢?”许文定的反问，及时又有效，
令萧禧既愧怍，又无言。此事处理十
分得当，又维护了国家利益。返回大
宋，宋神宗给予赞许，他得以升迁，知
审官西院、直学士院、判尚书兵部。

当时河北的保甲、陕西河东的弓
箭社、福建湖南的枪仗手，本是有花
名册的，但是由于数量、年月等不
同，以至于巡视起来十分混乱。许文
定对此进行一一整改，却遭奸臣诬
告，被贬为蕲州知州。随后，他又调
任秦州、扬州、郓州。元宵节上灯，
官吏们登记造册，查处偷盗人员，又
把他们关入大牢。许文定认为这是断
送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他将
那些人都放了。从此，当地百姓不再
犯法，监狱都空荡荡的。不少百姓感
慨道，这是在王沂公治理之后五六十
年，再次看到监狱空了。当地人喜好
聚会，谈论和诽谤朝廷，许文定没有
严格禁止，而是容忍他们逐渐摒弃了
这种风俗。

绍圣初年，许文定回到都城，出
任吏部尚书。章惇乃是当朝宰相，携
手名臣蔡卞，一齐大张旗鼓地罗列罪
名，贬谪元祐时期的大臣，竟然上
奏，准备挖开司马光的墓地。宋哲宗
便询问许文定，如何看待此事。他回
答说：“挖人坟墓，不是盛德之人所
做的事。”

政和初年，许文定去世，享年七
十五岁，谧号文定。作为如皋许氏的
先人，许文定的才学、清廉、勤政，
将永载史册。

如 皋 抗 美 援 朝 运 动 简 述
□阿 健

王盈朝

许文定画像

刘统勋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