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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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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长江和大运河“交汇点”,既是
商旅要津，也是兵家要冲、人文要地，位
于扬州南郊的瓜洲是当之无愧的历史
文化古镇，瓜洲古渡更享有“千年诗渡”
的美名。古往今来，诗人骚客见之思
之，文思奔涌，留下无数千古传诵的锦
绣诗篇，其中又以北宋诗人王安石的
《泊船瓜洲》最为著名。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
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
还？”清新优美的诗句，记叙了王安石从
京口渡江，抵达瓜洲后沿大运河北上的
旅途经历，抒写真挚动人的离愁别绪与
富于哲理的人生感慨。它与历代发生

在古渡边的众多诗文唱和一起，成为人
们心中永不湮灭的人文符号。

承南启北，它是古代繁华的
“京沪线”

《泊船瓜洲》中所云“京口”是镇江
旧称，确切来说是指位于镇江云台山
南麓的西津古渡，而作者王安石当时
正身处与西津渡隔着滚滚长江的瓜洲
渡。据说《泊船瓜洲》作于宋神宗熙宁
八年（1075年）二月，当时宋神宗决心
继续推行新法，下诏恢复王安石的相
位，于是王安石离开寓居的钟山（即南
京紫金山），坐船顺流而下抵达瓜洲
渡，后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开封。
在瓜洲渡，他写下了对钟山的回望和
依恋，表达了希望早日功成身退、辞官
归家的迫切心情。

奉诏进京的王安石为何取道瓜洲
渡？瓜洲最初为长江中流沙冲积而成
的水下暗沙，出现在汉朝以后，因形状
如瓜而得名；晋朝时露出水面，成为长
江中四面环水的沙洲，逐渐形成渔村
和集镇；由于泥沙淤积，到唐代中期瓜
洲与北岸陆地相连，成为长江北岸的
渡口。直至唐开元年间，齐浣开伊娄

河二十五里，连接原有运河从扬子津
南至瓜洲，后通往长江。从此瓜洲渡
作为南北向运河和东西向长江十字形
黄金水道的交汇点，在历史上的“曝光
度”日益增加。

“古代陆路不便，转运货物、人员出
行大多仰仗水路，可以说，贯通南北的
大运河的重要程度与今天的京沪线相
当。瓜洲是古运河汇入长江的关口，是
登舟北去的人进入大运河的起点，也是
南来归乡的人必经的转运枢纽。到了
北宋时期，由南至北的官船要经由瓜洲
渡转道大运河。”扬州大学特聘教授、文
化学者华干林表示，连起南北中国，加

强重要城市之间的交流，瓜洲渡的重要
意义不言而喻；而南来北往，舟楫汇集，
日趋繁荣的商贸，也渐渐让这里成为
“每岁漕船数百万，浮江而至，百州贸易
迁徙之人，往返络绎，必停于是”的集散
之地，迅速发展为江边巨镇。

烟波愁绪，喷薄诗情里的千
年胜景

是帆樯如织、烟雨香浓的富贵温
柔乡，也是形势险要、屡经烽火的江防
要塞，更是见证人间无数悲欢离合的
断肠地……古往今来的诗人们不论是
春风得意还是彷徨惆怅，一旦在瓜洲
驻足流连，往往心绪浓重，诗情喷薄，
众多名篇流传至今，涵养了瓜洲渡深
厚的人文底蕴。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
关”，瓜洲渡曾在南宋诗人陆游《书愤》
一诗中作为重要的关津要隘“出场”。
其实，《泊船瓜洲》早已向我们提及了这
一点：船只停泊瓜洲，立在船头远眺，能
看到镇江与扬州仅一江之隔，南京与镇
江又连着绵延山脉。宁镇扬三地亲密
的地缘关系，令瓜洲渡“瞰京口，接建
康，际沧海，襟大江”，成为“七省咽喉，

全扬保障”。陆游在《书愤》中所描述
的，是当时宋朝军队在东南瓜洲渡和西
北大散关两处军事要塞击败金兵，古渡
旁大军压境、城池欲摧的惊心动魄，于
冬夜乘战船追击仇寇的快意和豪情，渴
望收复故土而不得的失望忧愤……至
今人们仍可从诗句中追寻到这一幕幕
历史悲歌。

眼前江水，心中愁绪，在这方古
渡交汇相融。《泊船瓜洲》中，即将推
行新政的王安石，在踌躇满志的同时
深切抒发眺望江南、思念家乡的感
伤，写尽瓜洲渡景色之美与内心愁思
之浓；唐代诗人张祜夜宿镇江渡口时

远眺瓜洲，写下“潮落夜江斜月里，两
三星火是瓜洲”的美妙诗句，借宁静
凄迷的瓜洲夜景抒发羁旅凄凉和时
运不济的忧思；白居易诗《长相思》
云，“泗水流，汴水流，流到瓜洲古渡
头，吴山点点愁”，既讴歌真挚的爱
情，更有对人生命运的无限感叹……
“扬州有一句俗语，叫‘人到瓜洲老，
船到瓜洲小’。天南海北的文人墨客
来到遥远的瓜洲渡，目睹雄伟的长江
天堑，回想艰辛的旅途和未卜的前
程，难免有家国之思、身世之叹。他
们就着如豆灯火，挥毫写下的动人诗
章，既为后世留下永恒的思想财富，
也让瓜洲渡拥有别样的千年胜景和
文学气质。”华干林说。

胜迹犹存，古渡情怀厚泽当下

清康熙末年，长江江流北移，镇江
附近涨出大片江滩、沙洲，瓜洲江岸不
断坍塌。到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
瓜洲全城坍入江中。尽管真正的瓜洲
古渡已经不在，但经历时光磨洗、口耳
相传至今的诗词、故事与绵长深邃的情
感却未被遗忘。在长江经济带和大运
河文化带建设热潮中，今天的瓜洲如何

传承文脉，留住古渡文化记忆？通过深
度推进文旅融合发展，现在的瓜洲古镇
景区给出了答案。

登上七层六面高31米的银岭塔，
远眺金山和焦山，可以尽览扬子江景；
漫步古渡遗址、御碑亭、沉箱亭等历史
遗存，寻幽探古，体验悠久历史和丰富
的人文积淀……近年来，瓜洲古镇被辟
为风景名胜旅游区，推进建设核心项目
“瓜洲古渡公园”，建成文化展示馆，以
古塔为中心打造功能设施，并在南片区
古渡口重现“古渡观潮”盛景。“我们将
充分依托现有的生态遗存以及文化遗
存，力求打造一个集运河文化及古渡文

化为一体的运河文化公园。”景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

走过七年，汇聚优美民谣、激情摇
滚、悦耳流行的瓜洲音乐节成为广大乐
迷必去的“打卡地”，让瓜洲悄然成为扬
州的城市音乐名片。主办方负责人认
为，吸引乐迷的不仅是音乐节的氛围，
还有举办地所在的润扬森林公园：“这
里无疑让人联想起瓜洲古渡当年的商
贸繁华与诗情画意，举办音乐节，也以
一种新的方式向世界展示瓜洲独特的
历史文化记忆。”此外，以唐代诗人张若
虚名篇《春江花月夜》为内容的主题展
馆——张若虚纪念馆暨春江花月夜艺
术馆也已正式开放，通过展示交叠错落
的唯美视觉场景，带领游客穿越到诗中
的美妙境界。

“在这里，游客已然触摸到曾经熟
悉的‘诗渡瓜洲’”,瓜洲镇镇长冯科表
示，未来瓜洲将继续在古今交融中找寻
传承和发展的路径，核心就是打造古渡
文化公园，引入更多业态，并以长江岸
线治理带动古运河西岸建设。“在做强
文化的前提下聚焦人气，让古渡情怀能
够在当下传承延续，生生不息。”

本报记者 吴雨阳

““天下第一诗渡天下第一诗渡””，，
涵养当代人精神世界涵养当代人精神世界

“西风响，蟹脚痒”，每年农历九、
十月正值螃蟹黄满膏肥之际。当我
掰开蟹壳，大快朵颐，油汪汪的蟹黄
流满一手，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幅幅
曹雪芹笔下的红楼小儿女们在藕香
榭持螯赏桂、谈笑吟诗、蟹黄抹脸的
良辰美景。

《红楼梦》第三十九回《村姥姥是
信口开河，情哥哥偏寻根究底》中，刘
姥姥道：“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
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
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
两银子。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稼人
过一年了。”可见，河蟹是江南地区上
流社会宴席上的“奢侈品”，第三十八
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
螃蟹咏》中，薛蟠贡献了几篓极肥极
大的螃蟹，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
见那螃蟹了,一斤只好秤两个三个,
这么两三大篓,想是有七八十斤呢。”
曹家三代在江南织造任上为官多年，
近水楼台，“一亲蟹泽”乃理所当然，
故曹雪芹对吃螃蟹也颇有一番心
得。这一回所写的一顿螃蟹宴，折射
出曹家当年“钟鸣鼎食”的精致生活。

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同一食
材有着五花八门的烹饪方式，做出来
的味道自然大相径庭。单单一只螃
蟹，就有清蒸、水煮、煎炒、面拖、香辣
等做法。曹雪芹自然精通此门道，将
螃蟹放在蒸笼里清蒸，方能最大程度

锁住了蟹肉的鲜美，清蒸螃蟹须趁热
吃，置久变冷后会产生难闻的腥味。
这一回写道，凤姐吩咐：“螃蟹不可多
拿来，仍旧放在蒸笼里。拿十个来，
吃了再拿。”凤姐又说：“把酒烫的滚
热的拿来。”螃蟹性寒，吃蟹一般要喝
几口热酒活血暖胃，中和螃蟹在体内
形成的寒气。平儿给凤姐剔了一壳
蟹黄，凤姐就吩咐她：“多倒些姜醋。”
咏蟹诗中，薛宝钗的“酒未涤腥还用
菊，性防积冷定须姜”和贾宝玉的“持
螯更喜桂阴凉，泼醋擂姜兴欲狂”可
见一斑，姜、醋这两样也是吃蟹的
“黄金搭档”，肉质肥嫩、大块黄白相
间的蟹肉蟹黄汁水丰盈，蘸上姜醋，
一口下去，一股子鲜劲在唇齿间荡
漾开来。

吃螃蟹是“复杂的工程”，考究的
人家甚至准备了锤、镦、钳、铲、匙、
叉、刮、针“蟹八件”来专门吃蟹，贾母
和凤姐专门有人伺候着吃，可当自己
学会剔除胃、心、鳃，完整将一整条蟹
脚肉取出，便能体会薛姨妈那句“我
自己掰着吃香甜，不用人让”。螃蟹
虽味美，也不能多食，贾母特意嘱咐
湘云、宝钗：“你们两个也别多吃了，
那东西虽好吃，不是什么好的，吃多
了肚子疼。”更别说体弱多病的黛玉
“吃了一点子螃蟹，觉得心口微微的
疼，须得热热的吃口烧酒”。

蟹虽鲜美，可是吃完后两手沾上
了粘糊糊的腥味，用清水洗不掉，凤
姐“又命小丫头们去取菊花叶儿桂花
蕊熏的绿豆面子，预备着洗手”。这
“菊花叶儿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其
实就是古代的肥皂，将绿豆磨成粉，
熏染上菊花、桂花香，吸附油脂、抗菌
抑菌，洗过手后，腥味全无，只余淡淡
花香，算得上一款纯天然的洗手液。

这场美轮美奂的盛宴里，赏桂、
饮酒、泼醋、擂姜……桩桩精致，最出
彩的莫过于红楼才子佳人作的咏蟹
诗，“堆盘色相喜先尝”“螯封嫩玉双
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隔着纸页，
都能感觉秀色可餐、余香满口。

申功晶

《红楼梦》里的
金秋蟹宴

笪继良，明代时期的江苏句容人，
通文学，善诗画，为政清廉，多有建树，
精于《易》，著有《鹅湖读易》《先师庙祀
考》《汀州府志》《天心语录》《鸜起斋全
集》《经畲堂诗集》等。

笪继良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至天启元年（1621年）任江西铅山县
令。上任伊始，笪继良励精图治，力改
弊政，体恤民情，鼓励农耕，尽力维护贫
苦百姓利益，使铅山人民在朝廷的狂征
暴敛和地主的盘剥压榨下得以温饱。
他布衣素食，不事奢华，生活简朴，爱民
如子。他曾亲自到铅山县永平镇北的
鹅湖山中采来一方长四尺五寸、宽二尺
八寸的青灰石板，在石板上亲绘了一株
叶、梗、须皆栩栩如生的大白菜图案，画
面清新，脉络分明，形象逼真，并自题勉

词“为民父母，不可不知其味；为吾赤
子，不可令有此色”。其意为：作为地方
父母官，不能只图自己安逸享乐，不问
民间疾苦，不知白菜的滋味，应该过与
普通百姓一样的生活；不能让老百姓缺
衣少食，面呈菜色，应该让他们有温饱
的生活。随后，笪继良请来匠人，将书、
画镌刻在青石板上，立于县衙大堂前醒
目处，以警示告诫自己和僚属要以人为
本、为民办事。

笪继良立碑策励，明其心志，完全效
仿了明嘉靖年间任句容县令徐九思的做

法。徐九思在句容任职时，就留下了一块
“白菜碑”，比笪继良的白菜碑早了约八十
年。可见，笪继良少年时就立下宏愿，以
这位被句容百姓尊敬和怀念的前代清官
为榜样，立志以人为本、为民办事。

一位江西人到江苏句容为官，留下
一块“白菜碑”，句容百姓为其在茅山建
造“遗爱祠”以纪念这位清官；几十年
后，一位江苏句容人来到江西为官，也
留下一块“白菜碑”，当地人深怀其德，
集资在铅山老县城永平镇北彭溪桥兴
建了“笪公祠”，供碑于祠内，并购置田

产，以供祀事。两块“白菜碑”均默默昭
示着后人：为官清廉正直，才是最为人
民大众看重的美德。

笪继良治县有方，政绩卓著。六年
后，他升任江西虔州州牧离开铅山时，
百姓洒泪相送。星移斗转，沧海桑田，
铅山的“白菜碑”历四百年春秋岁月，几
经搬迁，至今保存完好。

清代学者戴远山曾为友人写过一
副楹联：“诗堪如画方为妙，官到能贫乃
是清。”无论古今，为官者能廉洁自律、
清贫自守，乃为大忠、大德、大节。白菜
寻常滋味长，蕴含高洁，彰显清雅，体现
风骨，常食之能体谅百姓的疾苦，缩短
与百姓的距离，提醒自己甘于清贫、为
政清廉，即使官场不能青史留名，也能
让自己问心无愧。 潘春华

两块“白菜碑”

流韵

瓜洲古渡瓜洲古渡

人杰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江苏神禹建设有限公
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0年9月30日，该债权总额为1,623.65万元,本金
为1,350.00万元。债务人位于江苏省泰州市靖江市，该债权以借款人名下位
于靖江市人民中路 189 号房地产设置抵质押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
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次性付款能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
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
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0 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 个工作日，如对本
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联系。联系人：陈啸飞、吕越，联
系电话 ：025-52680853、025-52680919，电子邮件 ：chenxiaofei@cinda.
com.cn、lvyue1@cinda.com.cn。分公司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77号
10号楼18-20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5-52680855。对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angfe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群众》（思想理论版）每月 5 日出版，《群众》（决策资讯版）
每月 20 日出版，代号 28-18，定价 7.50 元，全国各地邮局（所）
均可订阅。本刊地址：南京市建邺路 168 号 4 号楼 邮编：
210004 网站：www.qunzh.com

2020年 第20期

中共江苏省委主办

卷首
01 乘势而上开启新征程 /群仲平
特别策划·科学谋划“十四五”发展
05 彰显“十四五”规划编制的民生导向 /吴 江 章燕璐
07 以重大国家战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王 进 金春鹏
09 构筑“十四五”江苏区域协调发展新布局 /刘西忠
11 以高水平规划引领江苏自贸试验区发展 /丁 宏
13 加快战略转型 构建新发展格局 /张月友
15 智库须在“十四五”规划编制中积极作为 /李 刚
17“十四五”规划编制要注重“软要素” /何万篷
全面小康追梦之路
19“小康中国”伟大实践的苏州样本 /江苏省委宣传部调研组
22 铺就宜兴特点的高水平全面小康之路

/无锡市委宣传部调研组
24“邻里＋”铸就崇川社会治理“小康梦”

/南通市委宣传部调研组

26 倾力农房改善 撬动建湖乡村振兴 /盐城市委宣传部调研组
28 富驰家园：小康生活新样态 /新沂市委宣传部调研组
试点观察
30 美丽宜居城市建设试点的江苏实践 /周 岚
33 壮大乡村旅游产业 打造生态文旅高地 /王 娟
战略研究
35 激发运河文旅融合新潜能 /徐 宁
37 化危为机 开文旅高质量发展新局 /季培均
39 蹄疾步稳 合力推进体育产业复苏 /陈国强
改革脉动
41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相城实践 /孙月霞
决策广场
44 城市“微更新”让老街区焕发新活力 /张 成 李建波
46 把握城市“微更新”关键环节 /阳建强
智库报告
48 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张鸿雁
50 在融入双循环中推进开放型经济发展 /蒋昭乙 居 方
52 把传统美德融入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黄佐毅 陈继红
53 大力扶持家庭农场的路径选择 /马 玮
55 做好垃圾分类这道必答题 /贾传令 高 杰 邓 伟

民情手记
57 解决“他们”的烦心事 /孙敖方
59 健康扶贫暖人心 /卢东霖
历史镜鉴
61 首译《共产党宣言》的历史影响 /刘喜发
63 陈宏谋的为官之要 /陈 伟
域外观澜
65 北九州重现“高颜值”之道 /谷 里
67 控烟“最佳实践”：新加坡的“硬核”做法 /王 飞
紫金山
69 增强辩证思维能力 /姜 勇
70 深扎走群众路线的思想根子 /谢 勇
71 红旗渠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贺 震
锐词
72 城市大脑、地下城等一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