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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联奎座右铭》
启示录

□彭伟

戴联奎（1751—1822）是嘉庆、道光
两位皇帝的老师，先后出任礼部尚书、都
察院左都御史等要职。都察院左都御
史，位高权重，负责全国的纪委监察工
作。无论是作为一位文人，还是一名高
官，戴联奎总是不忘读书与思考。1775
年，他考中进士，从此步入官场。1781
年，实龄不足30岁的戴联奎，为了告诫
自己、规劝友人，抄录了一则座右铭。这
则座右铭分为三小段，分录如下，略加解
读，可供大家学习。

作事切须谨慎仔细，最不可怠忽疏
略。先儒谓：前辈作事多周详，后辈作事
多阔略。余觉有“阔略”之失，宜谨之！
语出《薛文清读书记》。

薛文清就是明代政治家、思想家、文
学家薛瑄，撰有《读书录》《读书续录》等
著作。他还是一代廉吏，为后人敬仰，于
是戴联奎十分喜欢阅读薛瑄的作品。此
段的关键词是“谨慎仔细”，所谓“阔略”
与此相反，是指无拘无束。尤其是官员，
最需时时刻刻自我约束，谨慎小心。若
在今天，就是要遵纪守法，党员须要遵守
《党章》，干部须要遵守各项规定。戴联
奎敬仰诸葛亮，崇拜薛文清，小心做人，
谨慎为官。作为典型的文人官员，戴联
奎竟然未曾留下任何著述。冒广生（近
代学者、戴氏同乡）一生寻找戴联奎的诗
文作品，终无所获。学者黄侃提出五十
岁之前不著述，因为做学问须要谨慎。
戴联奎活到70岁，也未著述，这是为何
呢？翻阅他的从政履历，戴联奎23岁考
中进士，70岁逝世，宦海生涯长达40余
年。戴联奎常常忙于皇帝左右，一是工
作忙碌，二是著述恐怕涉及政坛事务，多
有不便。近年来，笔者先后在家谱、科举
考试文献中，发现为数不多的戴联奎诗
文，但与政治毫无干系。戴联奎的谨慎，
不是“学问谨慎”，而是“政治谨慎”：该说
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该写的写，不该写
的不写，官员要有政治觉悟与自我约束。

以己之廉,病人之贪,取怨之道也。
廉而自忘其廉,则人高其行而服其德。

这两句戴联奎的座右铭，同样来自
薛瑄的著述。这两句话的意思是“用自
己的廉洁思想，去指责他人贪婪，如同生
病，那么必然被他人怨恨；为官清廉，习
惯成自然，别人就会推崇官员的行为，佩
服官员的道德”。前一句有不足之处，注
重“做人”，或多或少，有些明哲保身的意
思。不过戴联奎非常聪慧，又善于思考，
从薛书另录一句，解决“明哲保身”的疑
问，强调官宦须要以身作则，起到表率作
用，对他人起到耳濡目染的作用。事实
也是如此，戴联奎常年廉洁奉公。他从
秀才考中进士，任职翰林院，相当于进入
中央部门工作，居然不肯舍弃穿着多年
的旧衣服。他的学生道光皇帝，也成为
中国历史上最节约的一位帝王。《清史
稿》录有《戴联奎传》，其中“清节自厉”四
个字，赫然在目，这正是“后人推崇他的
行为，佩服他的道德”的由衷彰显。

朱紫阳言，人浑身在闹场中,如何读
得书?人若于日间,闲言语省说一两句,
闲客人省见一两个。

最后一句座右铭是南宋名人朱熹
（紫阳先生）的妙语。当下的作家们，对
于现代人不爱读书，多有评论：浮躁的世
界，需要一颗安静的心。其实“旧时的闹
场”，就是“今日的浮世”，古人同样面临
着应付世俗的问题。戴联奎认同朱熹的
观念，为人为官，少说点闲话，少见些闲
人，既少了是非，又多了时间，读书学习，
何乐而不为？ 用接地气的话来说，正是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党员干部要少应酬
多充电”。所谓“少应酬”就包括“少说闲
话，少见闲人”；“多充电”正是“多读书”，
多学习。“党员干部要少应酬多充电”出
自习主席参观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后的讲
话。无论是古代的薛瑄、戴联奎，还是当
代的焦裕禄，他们都是官员的楷模。切
记做人须谨慎，为官须廉洁，远离尘嚣，
多读好书——正是《戴联奎座右铭》留给
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如东“据江海之会，握襟带之
薮”地处黄海之滨，属季风副热带
海洋性气候，拥有大片的农田和海
滨灶地，土质肥沃，物产丰富。历
来盛产粮、棉、鱼、盐、猪、禽、茧，以
铁、木、竹、草为原料的手工业遍布
城乡；20多个大小集镇分布均匀，
水陆交通也较方便。天时地利、人
杰地灵，给商贸业的发展提供了有
利的条件。作为如东县城所在地
的掘港镇，自明、清以来，一直是
盐、鱼、粮、棉“四白”集散地，商贸
云集，市场繁荣，曾有“小扬州”之
称，是全县商贸活动的中心。

掘港这一地名的来历，说法
不一。一说古代这里地处海滨，
附近缺少港口，人称“缺港”。因

“缺”字为当时统治者所忌讳，于
是用同音字“掘”来代替，故叫掘
港；另说唐代李承主持构筑捍海
堰后，天降大雨，内河水涨，不得
排泄，酿成水患，便在这个地方掘
开捍海堰放水入海，于是“掘港”
的名字就叫开了。掘港异名宾
山，宾是贝壳的类称。民国22年
（1933年）的《如皋县志》载有邑
人黄端著《宾山赋》：“土人取虫车
蛾（文蛤）弃壳海滨，累积成山，高
十余丈，上耸一峰，望之若浮峦孤
屿出没于云涛中。今海潮荡涤，
有其名耳。”掘港地名，最早见于
唐开成三年（838年）日本国僧人
圆仁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一书。

掘港始建于唐大和五年
（831年），自明初形成市镇，至今
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千百年
来，掘港从昔日的浅海沙滩变成
颇具规模的海滨小镇。上世纪
40年代中叶，掘港的范围包括掘
港区、掘东区全部、苴镇区大部以
及马塘区的一部分。1951年11
月，如东县人民政府经政务院批
准，由马塘迁驻掘港，使掘港成为
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掘港的商贸业若是追根溯
源，可以说端始于盐、鱼、粮、棉

“四白”的兴起和发展。唐宋时
期，随着盐业的开发，掘港镇逐步
形成了与盐有关的商贸集市。后
来，渔业的新兴，又给商贸业增加
了大宗商品。自唐代筑捍海堰
后，堤内土质日淡，植棉种粮，农
业始兴，并陆续发展了一些工商
业，但以个体和小型为主，以手工
业生产和供应日常消费品为市场
特色，属于小商品经济的格局。
民国年间，掘港镇市面逐步拉开，

老铺旧肆整新店面，各种商号强
挂招牌，街坊日趋繁荣，有五里长
街之称。抗日战争前，掘港商贸
业出现过繁荣的景象，全镇有大
小商户 2250 多家，经商者达
16500人，成为如皋东乡商贸业
市场的中心地区。1941年日军
入侵掘港，全镇商贸业惨遭践踏，
迅速衰败，许多商店停止营业，像
大豫盐垦公司、大咸官盐栈、南通
大生纱厂和海门大生三厂收花
站、南通春源恒、如皋石合泰等五
洋批发商在掘港的分号，全部歇
业解散。日军侵占期间，掘港镇
资源不足，物价飞涨，通货膨胀，
市场萧条。有的商人将物资变换
成资金外逃；有的商人把商店资
金分散转移到农村；也有大店改
小店、小店改摊贩。剩下的一些
商店，即使营业，也由于日伪政府
摊派捐税，百般搜刮而无利可得，
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据1945年
10月统计，仅在掘港被日军占领
的头4年中，由于日伪的绑票、封
锁、掠夺就有42家商店倒闭，裁
减店员447人。但在附近的抗日
根据地，仍然有“流动商店”（有时
武装保卫）进行商贸交易。1947
年1月，国民党军队占领掘港后，
市场形势继续恶化，不少商户纷
纷关闭、歇业。在14个月中，大
小商店、作坊由981家减至549
家。1948年春，掘港镇解放，人
民政府发放商贸贷款，支持私营
商贸业恢复营业。1950年，掘港
镇私营商业达到852家。以后，
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掘港
镇的商贸业经历了几度起落。改
革开放以来，掘港镇商贸业进入
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了以
社会主义公有制商贸业为主、多
种所有制商贸业并存的新格局。

食盐产销历史悠久

掘港沿海地区，历史上柴草
资源丰富，为大量烧制食盐提供
了有利条件。仲夏至秋冬，常有
连续数日或数十日的晴天，便于
晒灰制卤烧盐，每一立方米海水
可产盐 27.5 公斤左右，历来以

“煮海水为盐”著称。几个世纪以
来，食盐一直是掘港的主要产品
和交换物资。唐大和五年（831
年）设置如皋场，专营盐政。宋代
为如皋县掘港场。明洪武二十五
年（1392年），始建盐课司，设大
使和副使，主管盐课及地方行政
事务。掘港场到清末历任大使共

61人，其办事机构称盐课司署。
清乾隆年间，掘港场每10灶设1
灶长，主管各灶煎盐事务。各灶
煎盐之户，均有灶场一面，附有草
荡数百亩，柴草尽供煎盐，但属经
营食盐的盐商私有。

元、明、清三代，掘港场的盐
业生产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
据清嘉庆年间《两淮盐法志》记
载：掘港场有灰场1416块，卤池
2284口，灶房4684所，盘铁146
角，锅3688口（盘铁为泼取盐之
工具，锅分别为煎煮小粒盐的工
具）。灶丁6366户，17279人，草
荡153560亩，沙荡11124亩，仓
基11亩。旺产每旬煎盐5920桶
（约118.4万斤），歉产每旬煎盐
2960桶（约59.2万斤），定额年产
食盐88800引，折盐177600桶，
计3552万斤。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
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
入侵中国，由于甲午赔款、庚子赔
款等都是以海关、邮政和盐税作
担保的，因此盐税不断增加，盐民
所受的压迫和剥削也日益加重，
盐民辛辛苦苦烧出来的盐都被官
商盐霸低价强购，盐民所得无几，
生活极为困苦，故有“盐花子”之
称。盐民除深受残酷的剥削之
外，还遭受税警队、缉私营盐兵的
祸害，他们横行霸道，以缉私为
名，敲诈勒索、为非作歹，课税日
重，缉私日紧，盐民日苦，盐业逐
日衰。民国元年（1912年）统计，
掘港场仅存盐灶811副，锅1440
口，分别只及嘉庆十一年（1806
年）的1/5和2/5，年产食盐仅13
万桶。清末民初，因海潮外移，废
灶兴垦之风日甚，柴草逐步减少，
加之煎盐成本加大，煎盐生产日
趋没落，掘港场与丰利场合并，称
为丰掘场。民国6年（1917年），
南通张謇在掘港镇的南街东圈门
巷和东镇东9公里的大豫乡，创
办了大豫盐垦公司，原掘港场的
盐业生产纳入该公司经营，年产
盐10万桶。抗日战争后期，因私
垦渐多，草田减少，盐业生产规模
进一步缩减。抗日民主政府撤销
丰掘场，将剩余盐灶纳入余东盐
场和吕四盐场，改称余丰场，部分
盐民逐步转向渔业和农业生产。
新中国建立初期，掘港东部沿海
地区仅有盐场面积5390亩，灶
362副，锅981口，从事盐业生产
个体盐民 2288 户，10825 人。
1952 年，盐产量为 13898 吨。

1958年初，在掘港东南七管河外，
新筑海堤11.5公里，围滩16020亩，
兴建如东盐场，将煎盐改为晒盐，为
盐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原盐产量稳
定在15000吨左右。1988年，产盐
量突破2万吨，达20400吨。

食盐的销售，历代均由官方直
接控制。明清时期实行官督商办，
由盐商出价向官府购买灶荡，自设
商灰场，煎灶。官府给盐民贷款，并
提供煎盐工具，尔后设垣口通过盐
商向盐民收购食盐，销售至外地。
清乾隆至光绪年间，掘港市面上盐
店林立，先后有72家之多。其中颇
有名气的有怀义、聚兴、吉兴、裕丰
等盐店，而资本雄厚、规模较大的盐
店要数吉兴。他们在掘港购买东街
龙王桥外和岸街西藏桥外的土地，
堆储大量食盐，此场地称为“垣口”
又叫“包场”。场地上大小堆垛数十
个，大者每垛储盐达十余万担，小者
每垛储盐5万至6万担。远望好似
积雪之山岭，旧日宾山八景中之“盐
岭积雪”即来自于此。食盐包装以
蒲包加套包。食盐外运，清初由泰
州坝转运，同治年间改由石埠转
运。运输时，一般用牛车或船从盐
灶运至公垣，再由垣商通过运盐河
（亦称串场河）转运各地。民国6年
（1917年），淮南官盐局又在南通设
立大咸官盐栈，在掘港设立分栈，专
事食盐批发，并负责本地食盐销
售。解放后，食盐一度由商业经销，
后改由盐务机构专卖。

“鱼盐胶膈市，车马洛阳街”。
昔日之掘港，盐店的兴旺带动了各
行业的发展，浴室先后有五家之多
（宾浦池、三庄池、合兴池、温泉池、
第一池），其中合兴池的服务对象多
为包场盐民。扬州盐商大都携带家
眷，设有公馆居住，生活奢侈，吃喝
讲究。这对掘港市场影响较大。掘
港镇菜馆制作的狮子头、珍珠烧卖
等肴点，风味类似扬州。连风俗习
惯，也有与扬州相同之处。旧社会
掘港妇女每逢节日喜欢购买扬州绒
花作饰品。掘港的“小扬州”之称，
源出于此。盐业大兴，市井繁荣，客
商近悦远来。抗战前，有一些外地
的批发商到掘港来开设分店，如南
通春源恒、如皋石合泰五洋店、南通
德兴铜锡店等均在掘港设立分号。
这段时期，掘港的“赵、钱、孙、李”四
大商号——赵永升酒糟坊、钱仁记
粮行、孙锦记油饼行、李德昌京贷
店，远近闻名，代表了当时掘港商贸
业繁盛的景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