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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前在电台的学习与工作
□罗振新

南通人民广播电台第
一期工农兵通讯员学习班
合影。通讯员前排就座，后
排站立者基本都是电台编
辑组工作人员。后排站立
自 左 到 右 顺 序 为 ：李 雅 玉
（播音员，后调回北京）、汪
裕 如、单 林、周 道 凌、陈 华
汝、蔡再元、蔡洪亮、舒祥麟
（播音员，播音名：舒怀）、孙
荣华（通讯员）、沈鸿霞。
（前
排左 3 为本文作者）

并带着新同志到基层采访为电台供
稿。当时，广播电台的采编人员都是
基层选调的或是大学毕业分配的，普
遍很年轻，编辑、记者和通讯员关系融
不久前搬家整理资料时，从堆积
洽，亲密无间。我至今保存着一张珍
的书籍中抖落出一张 70 年代初参加
贵照片，一张张青涩的面孔，
仿佛再现
南通人民广播电台通讯员学习班通
出了那个青葱岁月。
知。在这张已经泛黄的信笺纸上，有
南通人民广播电台大楼地处和平
三枚红色印章，两枚是学习班主办单
桥西首，据说，解放前曾驻扎过日本宪
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南通专区
兵司令部。编辑组几张办公桌，挤在
军事管制委员会南通人民广播电台
二楼 70 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每天
军管组、南通人民广播电台革命委员
清晨
“运动员进行曲”音乐响起，
我们
会编辑组，第三枚是我家属地，即南
就登上楼顶平台，伴着韵律节奏做广
通市东方红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政
播体操，随后进入每天的晨读。在编
工组。
辑组长陈华汝老师的带领下，
学习《人
作为工农兵通讯员从这一天开
民日报》
《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
即
始，我正式涉足新闻工作。学习班上， “两报一刊”发表的重要文章，学习中
在时任编辑组长陈华汝（后为南通市
大家各自畅谈体会、准备当天的采访，
副市长，已退休）等老师的培养指导
处处洋溢着团结、紧张、活泼的青春气
下，我们到市属工厂、孤山煤矿、郊区
息。那时用稿，无须给编辑记者送礼，
农村、军队东方红农场等学习采访，虽
只 要 稿 件 写 得 好 ，就 会 及 时 录 用 。
说只有一两个月时间，但学员们的政
1970 年 12 月，电台第三期通讯员学
治水平和文字功底，普遍都得到了锻
习班即将结束，由于那期学员都来自
炼和提高。学习结束之后，我被留在
南通农场，结束前，
学员们从农场拉来
电台协助做采编工作，之后举办的两
了一车他们自己种植的甘蔗，向编辑
次学习班我都经历了，
作为老学员，我
记者表示谢意。面对这个情况，编辑
也及时与新学员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组人员意见非常统一：坚决不收！但

拉回去也不现实，编辑人员想办法在
电台大楼前帮助卖掉甘蔗，将销售款
如数交还了农场学员。这样的事今天
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吃几根种
植的甘蔗又何妨？可当时人们的思想
理念就那么纯正。
当时电台除了办有新闻节目外，
还有两个专题节目：一个是学习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专题节目，
简称
“理论
专题”；另一个是对农村广播节目，用
南通方言播音，每周三次。我来自郊
区农村，受命协助蔡洪亮编辑办这档
节目。两个人办一档节目，可想而知
任务也是够重的。我们每天都要收听
并录制上海台的农村节目学习借鉴，
同时，发动郊区各公社通讯员积极写
稿，
重点稿件我们则到一线采写，
那时
广播电台人手少，
但无论搞新闻的、还
是办专题的，
大家分工不分家，
团结协
作，
农村节目中有好的稿件，
可以同时
上专题节目，
有好的专题，
农村节目也
可以录用，那时没有稿酬、也没有奖
金，大家都为一心一意办好人民广播
事业尽责工作。
虽然电台上下都有职务之分，但
大家在称谓中都直呼其名。时任电台
革委会副主任沈鹏千（后任南通市委

副书记，已故），大家都叫他老沈，很随
便。拍张照片也很随意，通常前排就座
的都是通讯员，而电台编辑组工作人员
都站在后排。友情归友情，但工作起来
大家一点都不含糊。组织技术人员进
行电视攻关，不多久就拿出样机，这些
技术骨干后来都成了南通电视台的开
创者；审听节目指谬纠误，一是一，二是
二，没有半点马虎。震惊中外的“九·一
三”事件发生后，最初中央还没有对外
公开，审听录制稿时，我们严守新闻纪
律，杜绝不实信息。在我记忆中，当时
南通人民广播电台没有出现过任何一
次政治失误，充分发挥了党媒的正确导
向作用。
那个年代为了应对美帝国主义的
入侵，最高决策层号召“深挖洞、广积
粮、不称霸”。为了建防空洞，我们曾经
到天生港江边做过战备砖；为了适应战
备要求，将播音室搬到大楼地下室广
播，我们进行过全员演练，有序不乱；我
们也曾从市区到南通县乡镇进行过徒
步拉练……高涨的革命热情、纯洁的同
志友情，虽然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却一
直留存在我的心中。现在，我也已从新
闻岗位上退休，但电台的工作生活，成
了我流年回眸，
永存心底的记忆。

旧时南通地区的
“新安会馆”
□程太和

乡利益，发展事业，于是共同捐出一部分
钱物在南通城建立了
“新安会馆”
。民国
年间，新安会馆还办起了新安初等小学。
解放后，
新安初等小学改为西濠小学。
会馆，或称
“公馆”
“公所”
，是一种同
如皋新安会馆
乡的社会团体，其目的是团结同乡，互助
据如皋地方史料及周思璋先生《简介
互济，谋求公益，提倡义气。清代以来，
昔日如城之同乡会馆》
（原文载《如皋文史
南通地区徽州商人较多，故徽商分别在
资料（第三辑）》）一文介绍，如皋新安会
南通、如皋、海门、掘港等地建立了
“新安
馆，初名为
“新安六邑公所”
，
后更名新安
会馆”。安徽徽州府，简称“徽”，位于新
会馆，是如皋仅存的一所同乡会馆（现为
安江上游，古称“新安”，宋徽宗宣和年
水 绘 园 的 一 部 分）。 清 康 熙 十 八 年
间，改歙州为徽州，从此历宋、元、明、清
徽商集资在雨香庵东侧建新安六
四代，统一府六县。六县分别为：歙县、 （1679），
邑公所。左为水明楼，
右通雨香庵。有门
黟县、休宁、祁门、绩溪（今属安徽宣城
堂、大厅和关帝殿（供奉关羽塑像）三进，
市）、婺源（今属江西上饶市）。故“新安
对门有照壁。另有敦善堂在曹家巷内，
有
会馆”，有的也称“新安六邑会馆”或“新
人驻堂办理日常事务，
主要是办理同乡之
安六邑公所”
，民间大多称
“徽州会馆”
。
间的公益慈善福利事业。旅如徽商较多，
南通新安会馆
掘港、马塘、丰利（掘港、马塘、丰利，
今属
如东县）、李堡、丁家所、西场（李堡、丁家
据南通地方史料记载，
清代中叶，
一
所、西场，
今属海安市）、丁堰、白蒲、石庄
部分徽州商人在南通经营得法，日积月
等地皆有，分别经营食盐、典当、木行、竹
累，
成为富绅，
他们为了团结同乡，
保障同

行、茶庄、酒、酱园、槽坊、染坊等业，
有的
致富，
对会馆捐助较多。先后购置田地数
百亩，
店面房数处，
其租金收入则用于同
乡福利和祭神会餐等。会馆在北门外还
有义冢地。会馆关帝殿和大厅上悬挂的
楹联较多，
现仅存汪之珩撰的一联：
“西听
梵王钟，
感激千秋义气；
东邻钵池水，
淘洗
一片丹心。
”
照壁上原有
“新安会馆”
四块
大字石刻，
系休宁谢仕选（募逸）所书。照
壁已拆除，
石刻尚在文管会院内。
海门新安会馆
2022 年 6 月的一天，笔者在南通古
玩城看到一份淮海实业银行寄给海门新
安会馆某某先生的信封，这份信封已有
百年左右的历史，因为南通淮海实业银
行的鼎盛时期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查
阅相关资料，海门新安会馆，又称“徽州
会馆”，位于海门新海路西首，主体建筑
建于清道光十六年（1836），由徽州商人
汪英等捐建。该建筑是目前海门城区保
留下来的少有的清道光年间建筑，也是

海门地区具有较高价值的砖木结构房屋，厅
堂系穿斗式和抬梁式相结合的七檀硬山建
筑，前附卷棚式通廊，柱头上置讹角头，月梁
扁作，四抹头格子长窗，板门。厅堂的月梁、
斗拱、雀替等构件及山花处通体都是花卉、
动物图案的浮雕和透雕，图案有牡丹、莲花、
孔雀等。雀替制成如意头，丁头拱与月梁两
端刻成象头形和龙首形。沿墙壁四周下方
刻有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壁雕画 18 幅，每
幅长约 3 尺，宽约 2 尺。
“新安会馆”不但见证
了海门商业与外地经济的往来，也见证了清
代中后期海门商业的繁荣。
掘港新安会馆
据赵一锋先生《他乡明月说会馆》一文记
载，
徽商来掘港经营茶叶由来已久，
到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
全镇有一定规模的就有十多家，
其中以咸丰年间徽州歙县洪瑞庭老板开设的
“洪同泰”
规模最大。掘港
“新安会馆”
在南街
大王庙（解放后，
大王庙及
“新安会馆”
用房改
为如东县粮食公司仓库）。会馆在掘港郊区
置有田产若干，
以田租收入救济同乡。

解放前南通的公路建设
□王士明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泽生水利
公司对唐家闸至天生港进行浚河筑路，
3 月，一条用浚河泥土修筑的长 6 公里，
宽 8 米的港闸公路竣工，这是南通的第
一条公路，也是江苏省的第一条公路。
宣统元年（1909），大生资本集团对城区
至唐家闸 6 公里的驿道拓宽改直，建成
宽 2 丈 2 尺，长 8.55 公里，煤渣作路面的
公路，
是为城闸路。
1912 年，南通修筑了城区至狼山的
公路，即城山路，次年，又集资修筑了长
9.32 公里城区至天生港的城港公路，这
就形成了一城三镇的公路网络。在这期
间，
南通沿海各垦区、垦牧公司修筑井字

形公路。1920 年，南通县公署通过征收
率先使用 2 台进口压路机。随后，如皋、
路政捐、交通捐和向企业集资、团体个人
海门等地也开始征款修筑公路。此时，
募捐等形式，在全境修筑公路，通过规
南通已有公路 288.4 公里，为江苏省公
划，确定了 3 条干线、5 条支线，总长 250
路总里程的 66.55%。1932 年，江苏省
余公里，桥梁 150 座。东干线从城区向
确定的省道，
南通境内为通榆路、东滁路
东，经观永、竟化、三余、余西、三益、吕四 （启东至安徽滁县）、城姚路、啬公路为省
至垦牧区；南干线由城区向南，经小海、 道之路。1934 年，江苏省首次招商筑
张芝山、川港至海门境内；
北干线由城区
路，对南通境内的 4 条公路，即浦（口）启
向北经唐闸、平潮、白蒲至如皋境内。5 （东）线（西来镇经南通至启东）、
（南）通
条支线为：
石港、骑岸至侯家油榨接东干 （赣）榆线（南通经平潮、如皋、海安至东
线；
四杨坝、合兴镇接海门境内；
三余、中
台）、如（皋）新（生港）线，崇（明）陈（家
心桥接东干线；吕四、竖河镇接海门境
镇）线，招商投资主要修建桥涵、加铺路
内；
河口镇、北刘桥至石港。公路兴筑由
面，
修通后由投资者经营，
并列入七省市
路工处全面负责，按行政区域划分，
以区
公路联络线。抗战期间，
为阻击日军，
公
为单位包干负责，路宽以国家规定的支
路及桥梁被毁，
交通中断，
沿线居民在路
线公路 8 米，干线公路 10 米为标准，泥
边种庄稼，
任意挖路的现象严重，
境内公
土路面，路面坡度为 2%，路旁种以扁
路无一完好。汪伪政府责令修了汤家园
杨。在施工过程中，南通路工处在全国
至白蒲、林梓、岔河，
孙窑至马塘，
白蒲至

双甸等 6 条公路，总长 59 公里。直至抗战胜
利，南通境内通车的公路只有 531 公里，为
抗战前通车公路的 55.3%。
1946 年 1 月，南通组建公路工程抢修
队，当年抢修通榆线上桥梁 37 座，建桥 1
座，搭临时便桥 100 座，埋水管 3 道；修如新
线上桥梁 1 座，架便桥 1 座；
维修仙海线上部
分桥梁。同时，各区对区内公路包干负责，
南通县第一区为公路达标，路面采用煤屑、
碎砖石，开采五山之石用于筑路。经过 1 年
的抢修，71 条公路中有 34 条，596.3 公里恢
复临时通车，占总里程的 50.4%。同年，江
苏省公路局将南通境内或跨经南通的六吕
线、六吕线任南段（任港至南通）、六吕线天
南段（天生港至南通）、通启线川北段（川洪
港至北新）、通启线海洪段（海门至牛洪港）、
启吕线、如兴线（如皋至泰兴）、仙海线（仙女
庙至海安）8 条公路列为省道。

海门土特产
□朱惠忠

平时上菜场买菜，在一溜儿排开的摊位前面走
过，摊主会主动和你搭讪，询问你需要什么。倘若
你停住脚步，朝摊位稍稍瞄上一眼，摊主就更显得
热情，一个劲地推介自己的东西是本地货。当你
表示本地货外地货真假难辨时，他会接着给你来
个杀手锏：生于此，长于此，难道你连本地货都不
认得吗？
还真给他说着了，尽管我们每天要去菜场转
悠，但真正能够辨别本地货与外地货的人不多。
我们常说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为什
么独独少了菜呢？说明精于此道的人还真不
多。看来舌尖上的本地货与外地货，也和古董一
样，没有一定的打眼水平是很难辨别其真假的。
“ 老 王 卖 瓜 自 卖 自 夸 ”，那 是 市 井 商 人 的 一 贯 作
派，我们不足为怪。既然有人用“本地货”的招牌
作为推销的手段，说明我们海门的土特产自有值
得显摆的理由。
我们先从舌尖上的美味螃蟹说起，在陆地交通
尚不发达的年代，我们海门的水系相当流畅，纵横
交错的河道承载着人们交通运输和农田灌溉的任
务，温润的水系同时也养育了丰盛的水产。当年的
螃蟹，海门西部以汇通河的最为壮实，海门东部以
三兴河的最为鲜美。随着时代的变迁，水道不再是
运输的主要通道，有些河道因为功能减弱而逐步淤
塞，从而使螃蟹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原先享誉
沪上的海门螃蟹被阳澄湖、洪泽湖的螃蟹所取代，
本地螃蟹的座次无奈让位于外地螃蟹。
海门山羊肉，作为本地的标志性特产早已享誉
全国乃至世界。经过高超厨艺烹饪的红烧山羊肉，
肥而不腻，既嫩又鲜，口感滑溜，入口即化。未食之
先，观其色闻其香，说垂涎三尺也许有些过分，但按
捺不住偷偷咽几下口水倒是不少人曾经为之的。
既食之，就不仅仅是让人流口水的问题了，独特的
味道恍若生出一只无形的钩子勾住舌尖，馋得你打
嘴巴都不肯放手呢。有朋自远方来，人们必以纯正
的山羊肉招待客人，那是我们海门人尽地主之谊的
一个重要标志。海门山羊的肉质肥美，当然得益于
历史形成的东布洲纯净而甘冽的水系，滋生出品种
繁多的鲜嫩青草，为其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而
外地羊肉的口感是断不能和本地羊肉媲美的，但凡
常去全国各地走走而遍尝各地美食的食客，一旦尝
到了海门红烧山羊肉，一定会跷起大拇指，为这羊
肉食品中的翘楚而点赞。
除了地道的山羊肉，海门还有许多土特产作
为“本地货”值得我们夸耀。万年香沙芋，沙土栽
培出来的芋头，质地细腻，烧煮时易酥不易烂，食
之干香可口，据说还有宽肠胃、疗烦热、充肌肤的
功效。还有一种香芋（与芋头品质完全不同的另
一个品种），海门的沙土最适合其生长，故而成为
只产于海门的一个独特品种，它的生长期与山药
相似，农家人常常把它和山药一起种植。其果实
生于土中，核桃大小，圆形但不规则，切成小块与
肉类同煮，色香味俱佳，也可烧熟后切片装冷盆。
种植以后如果当年吃不完，可以原封不动地存放
在地里，不必挖出，果实会越长越大，越存越香。
我们的餐桌上，还有一盘再平常不过的咸瓜洋扁
豆，是海门人的家常菜，叫人百吃不厌的。它的食
材很简单，就是咸瓜加洋扁豆，制作却很讲究，洋
扁豆是淡的，要求煮得酥，咸瓜是咸的，要求炒得
脆，这一咸一淡一脆一酥，就把人们下酒下饭的胃
口吊到了极致。
去市场购买海鲜，人们常以吕四海鲜为最上
乘，如“吕四海蜇”
“ 吕四带鱼”
“ 吕四黄鱼”等等，均
以品种纯正为人青睐。其实吕四海鲜也就是我们
海门的海鲜，因为海门的东灶港与启东的吕四港毗
邻，同属一个海域。海鲜中最为人们瞩目的是文
蛤，有“天下第一鲜”的美誉。在酒席上，一道直冒
青烟并伴有呲呲声响的铁板蚜子端上来，几乎令就
餐者眼珠子都要跌落下来的。
我们海门的特产实在太多了，其中的佼佼者不
胜枚举，很难一一道来。市场上的售货者以“本地
货”自居，自有一定的底气，故而他们立得正，叫得
响。眼下，虽然有许多饶有名气的海门特产远销外
地，但美食家们想要遍尝所有美味，还需亲身来海
门走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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