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3 【【如皋红学如皋红学】】 2021年3月2 日星期二 本版编辑：彭 潍 E-mail：rgrbfk@163.com

《《红楼梦红楼梦》》第一回的重大隐情第一回的重大隐情((3434))

□宗永石

作者满怀悲愤，要发泄郁结
于胸的深仇大恨，借写作《红楼
梦》小说为明朝续史，他不可能
不在书中留下印记。而这一小段
便是作者留下的直接证据！

批语还说：“今又被作者将
此一把眼泪洒于闺阁之中。”这
句批语也有分量。他彻底否定了
《红楼梦》只写家事，只叙儿女
情长的说法。而是借写闺阁之
事，输入了改朝换代，江山易主
的本旨思想。闺阁之事成了国
事！“见得裙衩尚遭逢此数，况
天下之男子乎？”直接昭示:书中
写的不仅仅是裙衩怨情，而写的
是天下之事，国家之事！又说:

“看他所写开卷之第一个女子便
用此二语以订终身，则知讬言寓
意之旨”，“一声霹雳”“山崩地
陷”其意，正是为第一个出场的
女子（指英莲）“订终身”，是作
者的“托言寓意”！这就把到底
为谁“订终身”说得再明确不过

了。作者是在为整部《红楼梦》
“订终身”！它不是家族史，更不
是儿女私情史，而是社会史，国
家史！最后一问:“谁谓独寄兴
于一情字耶？”简直太妙了。《红
楼梦》的根本主旨，不是仅仅或
单单在一个“情”字，而是在小
说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更深层次
的“天下兴亡”的大题目、大关
节！

这条批语，是脂批者替著者
发出的一份郑重声明；把著者

“一笔带出”的重大内容与史无
前例的清军大屠杀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指出了作者创作的高超技
巧和方法，重申了作者的创作本
旨。以免观者进入阅读误区，看
不出书中之味。

批者不是“站干岸儿”的，
他是著者的知己、家人、文友，
更可能是著者本人。他懂得著者
的生平经历、创作动机、创作技
巧，所以才有如此精彩点评！

正文部分，除了那“八个
字”一笔带出了全书的重大主题
外，接下来的“士隐大叫一声，
定睛一看，只见烈日炎炎，芭蕉
冉冉”，看起来好像指的是自然
环境，其实不然。这是严酷的社
会现实。还记得书中写到“严老
爷”时，批者说的是“炎”，而
这里出现了两个“炎”，那就了
不得了。清朝当政者的高压统
治，如“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
头”的削发令等各种各样的政
策。这就是烈日炎炎的生动写
照。华盖森严，旌幡林立，是

“芭蕉冉冉”的活灵活现。所
以，才有士隐的大叫一声。请注
意：这里的“大”字用得很不平
凡。有令人振聋发聩的强烈效
果。因为是突如其来——“忽
听”到的晴天“霹雳”，大明王
朝的天——崩溃了！大明王朝的
地——坍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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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如皋县
志》：“芋，蹲鸱也。有水、旱二种。旱芋
微辛，不若水芋甘胜。今饼师家切作方
块，入釜炒之，悉浮白，轻圆脆美特甚，
亦名梗子，入少糖面，即成饤果，其获利
十倍于收芋也。民间收芋，可以代粮，凶
岁尤其多种。蝗所经处，苗稼草木无遗，
独不及芋，故知芋足御荒矣，芋魁尤堪。
又藏寒夜煨垆，香味特甚。每芋一亩，其
入视稻三倍，下田近水处尤良。”蹲鸱
（dūn chī），即大芋头，因状如蹲伏
的鸱，故称。

自从电视剧《宰相刘罗锅》走红银屏
之后，刘罗锅吃的荔浦芋头风靡全国，但
是我们如皋人从来没有因此而冷落过如皋
本地出产的小香芋，恰恰相反，我们还发
现了小香芋身上荔浦芋头没有的优点，我
们反而更加宝贝我们的小香芋。

“小香芋”，又叫“香芋”，我们如皋
本地亦称之为“香塘芋”。香芋产量不
高，个头不大，有如乒乓球大小，是如皋
西南部高沙土地区生产的宝贝儿。与之相
对的一种芋艿叫“白塘芋”。“香塘芋”

“白塘芋”主要差别在“口感”上，“白塘
芋”煮熟吃起来“烂而腻”，“香塘芋”则
滑溜、饱满，让人有一种厚实的感觉。如
皋有一道家常菜“芋头烧肉”，假如端上
来碗里只见肉块不见芋头，芋头烂得不见
踪影了，这就是“白塘芋”；要是“香塘
芋”呢，肉是肉，芋头是芋头，芋头把肉
的鲜美汤汁全部吸收进去，所以特别好

吃，连百岁老人都抢着下箸呢。如皋人几
乎没有哪个不喜欢吃“小香芋”的。炒香
芋，俗称芋头果，起锅时撒一把蒜花，香
味扑鼻。芋头斩肉，外形看起来与斩肉一
模一样，但食材不是猪肉而是香芋，品相
酱红，吃起来不油不腻，很受大众欢迎。
毛芋头蘸豆酱，让我们一下回归纯朴的农
家生活；桂花香塘芋，是如皋秋天的一道
时令小吃，深受老人小孩的喜爱。小香芋
到了美食家手里，就像魔术师手里的手
绢，会玩出很多花样来!

如皋本土医学家丁其誉《寿世秘典》
中说：“冬月食芋，益人”，“小香芋”营
养十分丰富，它含有钙、磷、铁、钾、
镁、钠、胡萝卜素、维生素C、维生素
B1、维生素B2等多种成分。祖国医学认
为，芋头性甘、辛、平。益脾胃，调中
气，消肿散结，可治便秘、防治肿瘤。可
调节人体酸碱平衡，达到美容养颜、乌黑
头发的功效。

《红楼梦》 中的小耗子变香芋的故
事，表面上是借宝玉之口来写林黛玉，实
际上是写董小宛。因为林黛玉的原型即董
小宛，董小宛生于1624年，属鼠。老鼠
偷香玉，小老鼠变香芋都和董小宛有关
系。

香芋是江海平原特有的名特优农产
品，她出现于《红楼梦》中，跟全国独一
无二的“板鹞风筝”一样，一个天上，一
个地下，无疑又为冒襄著作《红楼梦》提
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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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的起步之年，是如皋奋力建设长江以北最强县市的发力之年，也是
富皋万泰集团高质量发展的深化之年。面对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
局，集团将紧紧围绕市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部署，坚持“一个目标”：高质量发
展目标；突出“两个狠抓两个努力”：狠抓成绩单、狠抓增长点、努力出亮点、
努力练内功；打造“三个中心”：资产运营中心、资本管理中心、金融服务中
心；聚焦“四个关键”：关键要稳固基础，坚守高质量发展的风险底线；关键要
争先进位，做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关键要统筹兼顾，筑牢高质量发展的
机制保障；关键要凝心聚力，干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以优异成绩向建党一百周
年献礼。

【举措之一】着力防范风险，稳固企业发展基础。
1.保证债务平稳接续。2.持续压缩遗留问题存量。
【举措之二】精心组织经营，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1.做大做强金融服务。2.做实做优产业开发。
【举措之三】统筹协调发展，推动重点工作落地见效
1.着力提升工程建设水平。2.大力推进民生水务工程。3.有效管理盘活内部

资产。

富皋万泰集团：

一、目标考核责任制先进集体（8个）
1.子公司（4个）
中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如皋市中皋转贷服务有限公司）
如皋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如皋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如皋市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2.部门（4个）
投资融资部 审计部 财务管理部 开发建设部
二、项目建设先进单位（5个）
如皋市中皋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如皋南站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工程项目部
GJ2006-35#地块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部
南通市西北片引江区域供水三期（输水）工程项目部
如皋市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新建工程项目部
三、先进个人（52人）
1.优秀子公司负责人（2人）
马 林 如皋市富皋万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焦向荣 如皋市粮食储备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2.优秀部门负责人（3人）
沈亚阳 综合管理部部长

陈 吉 招采成本部副部长（主持工作）
洪鹏晨 法务合规部副部长（主持工作）
3.优秀项目部负责人（3人）
丁佐海 二次供水改造项目部负责人
凌一军 中皋宸园开发项目部负责人
丁 玲 中皋市政绿化项目部负责人
4.安全生产先进个人（6人）
范骐玮 袁海洲 米 欣
彭继军 吴鹏飞 张 薇
5.优秀员工（38人）
万远存 姚 宇 丛金勇 李 丹
陈甜沁 方 媛 黄 陶 田小勇
石启浩 董 红 周金俊 平慧勇
司云峰 许 钻 陈卓恒 刘 剑
冒志宏 钱德凤 杜建华 黄俊鹏
杨海燕 鞠福华 姜静海 钱海英
张 冲 张 晖 余海燕 李 辉
朱 洪 蔡欣欣 顾丹丹 徐 驰
范存阳 戴佳楠 钱鹏展 杨霖宇
陈朝萍 薛晓健

2020-2021年度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

作风效能建设是决定集团各项事业成败的关键。2021年，集团上下将紧扣
“作风大转变、效能大提升、实干迎百年”目标，把作风效能建设与年度目标任
务的推进有机结合，把作风效能建设作为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做好结
合文章，以永不满足的实干精神、奋发向上的昂扬斗志、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
推动集团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举措之一】满怀激情，铆足干劲，引领高质量发展新姿态
坚决消除“不在岗”、坚决改变“不在行”、坚决治理“不在状态”
【举措之二】只争朝夕，自我加压，跑出高质量发展新速度
摒弃小富即安、小进即止、小胜即满的心态，强化“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忧

患意识；始终瞄准目标，想在前、干在前、抢在前，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跑出“加速度”；
坚决克服不良情绪；紧扣市委赋予的新目标、新使命。

【举措之三】敢于创新，抓好落实，践行高质量发展新理念
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拿出“拓荒牛”的勇气，创

造性地开展工作；以追求精品抓落实。
【举措之四】锻造队伍，廉洁从业，开创高质量发展新气象
加强学习，提高认识，让党风廉政和作风效能建设深入人心；督办问责，抓

早抓小，让违规违纪问题无所遁形；加强日常监督，抓常抓长，让作风建设常态
化、长效化。

2020年，是富皋万泰集团工作情

况复杂、任务繁重、成效最为显著的一年，
也是集团发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年。

攻坚克难，重点项目成效显著。
35#、252#、张八里花苑安置房项目得

到了市领导、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一致好
评，高铁南站站前广场实现变“不可能”为

“可能”，如皋师范第二附属小学、李渔小学
和志颐小学工程项目深得市领导信任与肯
定，区域供水三期工程通过大家的密切合作
和不懈奋斗、春节不停工，施工进度实现大
飞跃。

加速奔跑，金融服务亮点纷呈。
担保业务名列南通辖内担保行业第一方

阵，在保余额位列第三名，放大倍数位列第
二名。转贷业务量目前排名南通地区第一，
所有转贷资金均安全收回，有力彰显了国企
担当，获得了较高的社会评价。

敢闯敢试，产业发展可圈可点。
颐和禧园项目年内已销售999套，销售

总金额9.69亿元，中皋宸园项目获得了社会
广泛关注。黑塌菜“登上”雪龙号，助力两
极科考。

砥砺情怀，改善民生没有终点。
圆满接管21家乡镇民营水厂，研究编

制全市供水规划，有序推进城区及乡镇老旧
管网的改造，极力消除供水低压区，打通供
水服务“最后一公里”。

夯基固本，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建立了资产综合管理台账，积极推动国
有房产分类处置和商业用房的出租工作，逐
步提升国有资产集约化水平。

行稳致远，内部管理提质增效。
逐步建立了以党建和纪检监察、日常管

理、薪酬体系为主的制度管理体系，财务、
审计、法务、招采等部门积极作用日益瞩
目。

强根筑魂，党建经营融合发展。
坚持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扎实开展“服务领航国
企担当”书记项目和党建品牌创建工作，严
格落实“两个责任”，抓牢纪律规矩约束，
使党员干部站稳立场、把准方向、牢记使
命、勇于担当。

持之以恒加强作风效能建设

集团党委为先进集体和个人颁发证书和奖杯 向党委作出廉洁从业承诺



















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书强部署工作 大会现场 总经理章爱平主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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