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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会的第一首歌
【南通】周玉甫

记 忆

高港庙宇
【高港】陈宏康
在渡江战
役的隆隆炮火
声中，在白 马
庙宣告成立中
国人民解放军
华东军区海
军。人民海军
的诞生 ，开 创
了中国人民保
卫海疆的新纪
元。图为起义
的
“重庆”号巡
洋舰。

亲 历

我们那个只有 20 来户人家的小村庄——周家荡
（今广陵镇马庄村四组），
地处靖江、
黄桥之间，
南距八圩
20 多公里。1949 年清明节刚过，
忽然来了近百个外乡
人，分住各家。我家比较宽敞些，领住了 8 人。他们都
是推着小车，挑着行李、扛着担架进村的。烧煮借农家
锅灶，晚上在堂屋里打个地铺，早上再卷起被席。因经
受多年战争的苦难，解放战争爆发后，
我父亲就与村里
几个青壮年一起逃亡到外地避难（父亲落脚江阴一座寺
庙当伙夫），家里就剩下祖母、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个（我
是老大）。日子过得非常艰苦，
又逢青黄不接的春天，
一
日三餐，
靠山芋、胡萝卜、野菜、榆树叶活命。因乡里唯
一的一所小学被国民党反动派拆去到黄桥建造防共工
事，已经 9 岁的我与其他适龄入学儿童一样，不得不辍
学在家。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客人，
寂寞寒酸的小户人
家顿时热闹活跃起来。母亲对我说：
“他们是支援前线
帮助打仗的民工，
暂时住在家里，没几天就要走的。
”一
位操外乡口音的老奶奶晚上和我祖母睡在一起，
说是兴
化人，
不放心儿子，
跟着出来的。还有的民工来自大丰、
盐城等地，
都是经上级组织挑选来的。
他们一来到就与我们亲热、融和起来。他们开饭
比我们农家早，所以一开锅，总要先盛一大碗给我们，
有时还拉着我们小孩和他们坐在一起，边吃便聊。祖
母和母亲不准我们吃他们的，说我们多吃了，
伯伯叔叔
就少吃了，他们任务重，不吃饱肚子不能训练呵。他们
的生活也很艰苦，
早晚都是盐炒黄豆喝稀饭，
中午是咸
菜拌小米饭或粗米见子饭，
但他们个个精神饱满，朝气蓬
勃。每天蒙蒙亮就起身集合，出操。那粗犷雄浑的口
号声、歌唱声，
震撼长空，
打破小村的宁静寂寞，令我们
小孩振奋不已。
他们演唱的歌曲有《团结就是力量》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解放区的天》等，但有一首是他们每天
必唱的，歌词是：
“ 前方打，后方帮，飞机来了不着慌。
到前方，
抬伤兵，希望同志们要出劲。你一肩，
我一肩，
爱护伤员最要紧。跑得快，走得稳，转弯抹角要当心。
（副歌）吭吆嗬嗬-吭吆嗬，吭吆嗬嗬-吭吆嗬-嗬。
”
这是我童年学唱的第一首歌曲，也是后来最爱唱
的歌曲之一。几十年来为寻找它的原创歌曲，我查阅

过大量历史资料（包括现在的网络），都未能找到。不
久前回老家采访了几位上了年纪的乡亲，通过大伙的
回忆，我记录下词谱。记不得歌名，姑且叫它《民工渡
江歌》。
民工们除了集训、开会、学习之外，就是帮助群众
劳动干活。我家那时最缺乏劳动力，他们每天都帮我
家担水挑粪、翻地种菜、修树劈柴。烧了我们家的柴
草，
都按斤两给钱。他们中人才齐全，
有五匠，有干部，
也有知识分子，
能文能武，
各显其能。会织布的帮我家
织布，会瓦工的帮我家刷瓦砌墙，
会木工的帮我家打桌
凳、修农具……主动找活干，跟自家人一样。有文化的
在村里搞宣传，写标语。其中要算我家东山墙上的那
条用白石灰水书写的 10 个行楷大字“打过长江去，解
放全中国”最为突出，每个字写得有小方桌那么大，几
十米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我家紧靠大路边，来往行
人多，宣传效果特别好。60 多年过去了，老年人回忆
往事时，
这条标语依然记忆犹新。
开始，祖母对这些不速之客还存有介意，
可几天下
来不仅放了心，而且视如亲人。这与一年前国民党还
乡团下来抢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在一年前，驻在
黄桥的国民党军队经常下乡糟蹋百姓。一次我家遭遇
了空前的洗劫，油盐米面不算，家具衣物不计，连我祖
母和叔祖母两人的寿材木料（32 根杉木）也被抢走了，
所以一提到国民党军队，我们家又怕又恨。这次来的
民工队，
虽然相处时间不长，却给我们留下这么好的印
象，这是祖母和母亲预先没有料到的。我们不知他们
何时离开，他们自己也不知何时出发。忽然一天的半
夜，上级紧急命令，集合出发。我们全家闻讯立刻起
床，见他们整装迅速，说走就走，容不得话别几句就离
开了。我们全家站在门口，含着热泪听着吱吱的小车
声渐渐地消失，看着一字排开的人影慢慢地融入夜
幕。隔了一天，听到八圩的大炮声响了，家人们对我
说，伯伯们过江了，祝他们一路顺风，平安渡江。这就
是 1949 年 4 月 21 日，在毛主席的一声号令下，
“ 百万
雄师过大江”
，从此结束了国民党在大陆 22 年的统治。

电话变迁
【泰兴】叶匡新、薛景林

曾记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上小学的我常看
见野外劳作的电话外线工，渴望长大也能当名外线工
人，
初中毕业后我如愿以偿。几十年来，我的亲身工作
经历见证了泰兴电信事业的发展、壮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泰兴只有 30 门电话小
总机，1958 年实现各公社间通电话，企事业电话安装
应运而生，乡镇级邮电所普遍装上小总机。上世纪 60
年代实施载波化相对解决了通信电路紧张矛盾。再后
来通信业生出了极大破坏，直到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全
县通信状况仍很落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征程，我
国的固定电话发展呈剧升态势，话机走进寻常百姓家
成为发家致富的工具。
“要想奔小康，先把电话装，”这
是上世纪 90 年代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大力发展程控
电话成为上世纪末泰兴现代化通信发展方向，为创建
“电话小康村、乡、镇”
“电话市”创造了条件。为促进泰

兴经济振兴和对外开放，1992 年 3 月泰兴邮电局开通
引进的六千门程控电话交换机；1995 年 12 月 17 日与
泰州地区电话并网，联网后的电话号码由六位升为七
位，
乃至后来升为八位。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下，
泰
兴固话普及、发展进入黄金期：2002 年春达到 30.48 万
户，入户率 74.93%，每百人拥有固话 23.73 部。2007
年全市又实现了村村通宽带，满足了农村信息化的需
求。在继续发展固话、PP 机、小灵通之后，全市进一步
加大宽带、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扩大网络规模
及覆盖面。如今手机普及率迅猛提升，2018 年 7 月，
由国人（江苏）投资 7 亿元，上马的智能商务手机生产
项目落户泰兴。
改革开放 40 年，今天的泰兴，多媒体信息技术在
国民经济各领域广泛使用，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强
大动力，它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改变着泰兴经
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泰州高港区口岸镇度过的，由
于儿童时代记忆力特强的缘故，所以儿时整个高港的
旧地图特别是口岸镇的旧貌在我的脑海中一直挥抹不
掉，这当中记忆最深的当数众多的庙宇和祠堂。因为
我的小学、初中阶段的教育都是在口岸的庙宇、祠堂里
完成的。
当时口岸镇的庙宇虽经战火毁坏但仍旧很多，童
年记忆中就有大殿寺、三官殿、都天庙、武庙、城隍庙、
小南海、土地庙、姚家祠堂、白马庙、岳王庙……
我的幼稚园和小学一年级阶段是在都天庙里度
过的，时值新中国成立不久的 1951 年，记忆中都天庙
就在现今五一桥西北不远处，大门朝东的学校一进
门迎面就是座木制滑梯，当时口岸镇用于婚嫁的轿
子就停在学校院子里，我经常看到轿夫们抬着轿子
在唢呐声中进出，学校里面有一棵粗大的白果树与
现今口岸中心小学白马庙旧址内的白果树一模一
样。庙殿的南面简易庙堂平房就是教室，印象最深
的是老师很严厉，动不动就用戒尺打你的手掌，你哪
怕在校园里跑快一点就可能遭到沉重的戒尺打手
心，打过后手心又红又痛。
那时的童年充满了许多愚昧无知和迷信的事，
小同学们相互传着老白果树旁有着鬼神白胡子老头
儿出没，吓得小同学们白天上厕所都提心吊胆，厕所
的尿桶盛装着儿童小便说是给病人喝的还能治病。
我的脚面不小心被划破有人说赶紧到后面庙殿的香
炉里抓把灰盖上，至今脚面上的一寸长的疤痕仍在，
但无法判断究竟是香灰涂抹好的还是自愈的。都天
庙的东面和南面就是当时口岸镇的农贸市场，口岸
人称为“小菜儿场”，每天上午市场里人头攒动、摩肩
接踵，甚是繁荣。
我小学二年级至四年级是在姚家祠堂里读的，记
忆中该祠堂在老的庆元街东头，它的西边有口岸当时
唯一的银行。记得在学校东面我看到的汽车竟然还用
木炭作燃料。记得我最奢侈的花费是我拿着一百块钱
（相当于现在的一分钱）去学校对面的申义隆酱园店买
了一颗糖醋蒜头。祠堂的山墙上用石灰涂写着“健康
第一”四个大字，每天早晨我们就在山墙旁的空地上做
着早操。
五、六年级又移到白马庙即现今的口岸中心小学
旧址学习，班主任老师名江涛，他是个博学多才的知识
人，1955 年我清楚记得他就说现在的科技可以坐在家
看电影，
就是说当时就有了电视。以后才知道，江涛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当过口岸镇镇长，他在口岸
镇大观园浴室旁一个小门面里扎卖丧葬花圈。
印象中江涛应该算得上是一位书法家，他的毛笔
书法水平相当了得，我以为当时在泰州那一方无人能
出其右。我经常在他的书写的条幅跟前注目，我高中
阶段就获得芜湖市中学生书法一等奖，不能说没有受
到江涛老师的书法风格的熏陶。
1956 年，经过考试，我被录取到口岸中学，这个中
学的地址又是一个庙宇，是高港地区人人皆知的岳王
庙，
记得当时录取的名单是用毛笔在大红纸上书写，贴
在学校朝南的大门即现今的大门东侧传达室的墙上，
名曰
“发榜”
。
在口岸中学初中学习这个阶段，我经历了人民公
社化、大搞滚珠轴承。大办钢铁、公共食堂等等非常频
繁的运动，记得我用手将小铁块在磨具上用榔头慢慢
敲，
要将它敲成轴承中滚圆的钢珠，记得整个庆元街满
街铺满了铁矿石，群众都将敲铁矿石炼钢铁当成一项
政治运动。夜以继日地干，各家各户还要积极送交家
中的铁器到小高炉里炼钢，小高炉群就设在现今向阳
北路附近，学校还要派我们去那里踩泥巴制砖块。当
时学校对学习抓得也很紧，每天晚上必须去学校上晚
自习。
说来真巧，接下来我到芜湖就读的高中又是一座
庙宇，名曰“夫子庙”，这座庙宇至今仍保存完好，作为
当时学校的图书馆的大成殿早已修旧如旧并已作为芜
湖市古城建设中的一个景点。
如今，早已从大学教师的岗位上退休下来的我，第
一故乡的情结依旧，经常回乡探亲观光，目睹高港自从
上世纪末作为泰州市的一个行政区划以来，跟全国各
地一样，日新月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它越来越
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