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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熟悉的胡荫乾
个头，打个招呼。
画花布图样光画出来不行，还得能
生产，那就得到车间去，去得最多的就
三十多年前，我曾在扬州印染厂画 是制版间（制作印花花版的）和机修组
花布图样，与机修车间的钳工胡荫乾相 （当时只有四五个人）。胡荫乾就在机修
识。当时怎么也没想到，这位身上沾满机 组，这经常往来也就熟悉了。他给我的
油，矮矮个子，老老实实，从不多言，做事 最初印象是人很“死”，回忆起他当时的
迂而又迂的钳工竟然是一位古琴大师。 那副样子，还真有几分像《士兵突击》中
当时的印染厂坐落在观巷19号。胡 的许三多，不多言，不多语，不偷闲，不
荫乾当时在印染厂机修组干钳工。 是在台虎钳前挫物件，就是锯洋元做脚
我画花布样子的工作间就在厂门 钉。我问他做那么多脚钉干吗，他淡淡
口，进出的所有人都要从我窗前经过。 地回答，万一坏了，临时做来不及，玩不
那时我住在西门街，胡荫乾家在东圈门 起来就糟了。这一来二去的，他的话也
友谊服装厂（即今瓠园）对面，上下班有 就渐渐多起来。
时也会从他家门口过，见到他，也会点
上世纪80年代初，市面上兴起了麻

了我也不懂）。他见下面没有反应，神色
立马暗淡了许多。
这次会议后不久我又离开了印染
厂，到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有一天中
午，我正在家中吃午饭，听见楼下有人
在问，黄继林家住哪里？我出门一看，是
■黄继林
胡荫乾。他还是那个样子，穿着沾有油
将，不过当时麻将还不容易弄到。有人 诸位欣赏一个节目，我请来一位大家！ 污的工作服，不知是没有刮胡子的缘故
就用电木板的下脚废料锯成一块块的 只见胡荫乾那矮矮的身子，穿着一身新 还是多时不见的原因，他似乎老了些，
做麻将。别的还好办，钻眼打花不容易， 工作服，夹着一个布套，进来了。大家都 瘦了些，也憔悴了些。我请他进屋坐，他
据说有人请胡荫乾帮忙，被拒绝了，为 很惊奇，不就是个钳工嘛，什么大家？正 说身上脏。我硬把他拉进屋，说一起吃
此还得罪了人。后来我问他，他只是说 在狐疑间，厂长接着说，这位胡师傅，大 一口，他说吃过了，打搅你了，说要问我
厂里的东西不能动，何况是做赌具。说 家不一定都认得，我也是前向时听人说 一件事。他说，我们办公室有位科长听
到这里，你还别笑，那个年头，麻将倒也 的，他家是古琴世家，我们厂是藏龙卧 说他家有一部古志书，要他让给地方志
确实是被看成赌具的。
虎，人才济济……
办公室，能玩不能玩。我说，现在编修地
那时刻章的石头很好找，我就弄些
胡荫乾从布套里抽出一把琴，放在 方志，确实需要资料。至于怎么个让法
回来锯开，再磨成章料刻章。锯要锯条， 条桌上。这时我突然发现他脸上有一种 你们自己谈，这不犯法。
找胡荫乾去要，拿到的不是磨平了齿 从未见过的神采，眼睛也亮了许多。坐
这次见面前后也不过就是五分钟，
的，就是缺了齿的废锯条，新的从来没 定后，他侧身问厂长，弹什么？厂长说， 他就匆匆走了，临走时连说了几声“不
拿到过。
我不懂，在座的各位恐怕都不懂，随你 好意思”“打搅、打搅”。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次召开全 弹什么！胡荫乾弹了一曲，说实在话，因
这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没过
厂中层干部会，厂长说，今天开会前请 为声音太小，我根本没听清（其实听清 几年，就听说他因病逝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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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鲜与
“最八鲜”

二分明月
有诗人认为 如果天
，

下明月共有三分 ， 那么扬
州就要独占二分 。 这位诗
人就是中唐时期的徐凝 。
他赞美扬州月色的那首诗
题为 《忆扬州 》。
这首 《 忆扬州 》 曰 ： 萧
娘脸薄难胜泪 ， 桃叶眉头
易得愁 。 天下三分明月夜 ，
二分无赖是扬州 。 通过对
扬州月色的描绘 ， 刻画出
当时 扬 州 繁 华 昌 盛 的 景
象—
—— 用 “ 只可意会 ” 的诗
句 ，使扬州的美景 “可以言
传 ”。
沈江江 绘

陈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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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鲜是哪八鲜？清代李斗著《扬州
画舫录·草河录上》“黄金坝”条载：
“坝
上设八鲜行。八鲜者，菱、藕、芋、柿、
虾、蟹、车螯、萝匐。”菱、藕为水生植
物；芋、萝匐为根茎类原料；柿为木本
原料；虾、蟹为淡水动物；车螯为海水
动物。有人回忆，时至民国年间，扬州
的八鲜行与鱼行，已移至东关城外至
便益门外墙脚根一带，为虾蟹车螯与
菜蔬八鲜行和鱼市集散地。
高邮市界首镇曾举行“最八鲜”评
选，是将高邮湖中盛产的二十多种湖
鲜通过农家乐的形式，让客人投票评
选。这二十个品种是：1.银鱼：肉质细
嫩，营养丰富，无鳞无骨无刺无肠无鳔
无腥味。2.白鱼：体长侧扁，细骨细鳞，
银光闪烁，目前尚未有养殖的案例，主
要靠天然捕捞。3.河虾：高邮湖及大运
河的河虾，虾壳薄，肉嫩味鲜，可水煮、
爆炒，还可酒醉。4.芡实茎：取其芡实的
茎秆，去皮，可炒精片，味美爽滑。5.丁
鱼：又称昂刺鱼、嘎鱼、黄辣丁，刺少肉
嫩。6.虎头鲨：俗称虎头呆子，个头小，
身上有斑点，红烧虎头鲨、炒鲨鱼片、
浓汤虎头鲨均可。7.马鲫鱼：蛋白质含
量极高，肉质细嫩，可清蒸、水煮、葱
油。8.泥鳅：界首镇用泥鳅做的貂蝉豆
腐，是一道来自民间的传统风味名菜，
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9.鳝鱼：俗称黄
鳝、长鱼，生活在水边泥洞和石缝里，
具有很高的滋补功效。10.甲鱼：高邮湖
生长的甲鱼裙边大，是养生食疗的首
选。11.湖刀鱼：鱼体欣长，肉味鲜美，肥
而不腻。12.红尾鱼：俗称尖嘴，肉瘦少
脂肪，口味地道，制作成咸鱼、风鱼，口
感更佳。13.河鳗：鳗鱼含多种营养成
分，补虚养血，可清蒸、红烧。14.黑鱼：
营养价值颇高，当下比较流行的食法
是用雪里蕻咸菜与其白煮、红烧。15.螺
蛳：补钙佳品，通常以爆炒为主，是一
道很平民化的佐酒美食。16.鱼圆：一般
以草鲲或青鱼为原料，去鱼皮骨，制作
成圆球状，取团圆美满之意。17.芡实：
俗称鸡头米，状如鸡头，有健脾益气，
固肾养精之功效，最大众的吃法是鸡
头米羹。18.龙虾：高邮湖龙虾以壳亮、
肠白、肉美而享誉全国，烹饪方法甚
多，以蒜蓉、水煮最为出名。19.湖蟹：秋
季食蟹最当令。高邮湖蟹与阳澄湖蟹
齐名。味美，营养丰富，是举杯相邀的
佳肴。20.鸭汤：高邮麻鸭是全国三大名
鸭之一，鸭汤鲜美、肉酥烂鲜醇，是一
种集美食养生、传统滋补的大众美食。
无独有偶，仪征市有“洲八鲜”，又
称“洲八样”。仪征为滨江城市，沿江有
零星的滩涂，土壤独特，物产丰富，盛
产野菜，常见有芦蒿、芦笋、马兰头、洲
芹菜、鲢鱼薹、野茭白、柴菌、地藕等。
仪征的“洲八鲜”归类合理，全是植物
性原料，都是近水植物。

扬州人

“瓜洲古渡”的题写者
高惠年

■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瓜洲供销
社担任文书，因为经常出黑板报和墙
报需要，结识了本社很多书法出类拔
萃者。
当时抽来参加缮写的有镇工商
联副主任黎立培、瓜洲饭店总账会计
刘家骅、日用杂品商店会计秦文源
（曾任教师）、棉布合营商店原副经理
李宽宇、组长孙克勤等。后来由于人
事调动又陆续增补了生产资料商店
营业员周玉林（曾任县社科员）、供销
社总账会计沈丰年、浴室售筹员张发
清等，他们虽没有书法家头衔，但对
汉字执笔、用笔、结构、布局等艺术颇
有讲究，所以由他们书写的每期黑板
报、墙报，不仅广大职工爱看，社外的
群众也止步不前、争相一睹为快，为

供销社增添了浓浓的文化艺术气氛。 洲闸南端立“瓜洲古渡”碑。瓜洲闸负
曾为供销杜“两报”当过缮写员 责人李广福就找到张发清写这四个
的浴室职工张发清，生前曾给瓜洲闸 字，于是张发清就来办公室找我借纸
写过“瓜洲古渡”四个字。他万万没有 墨笔砚。我二话没说，立即将他需要
想到，自己用废棉花熏墨写就的字， 的东西递上让他挑选，他看后头摇得
死后能被勒石、上书报、上影视，荣登 像拨浪鼓，连说太小了，我说再大的
大雅之堂，经年累月被天南地北的游 没有了。他却不达目的决不甘休，在
客簇拥在身旁拍照留影，学者专家为 我办公室拿走一只瓷盘子、一卷废棉
它写下好多文章，赞叹这四个字“有 絮、一沓旧报纸、一瓶墨汁，并让我打
点颜真卿和苏东坡的味道，模仿了康 开会议室，他在乒乓球桌上铺上报
乾二帝书体构架，算得上大气、憨拙、 纸，盘子里倒上墨汁，卷起袖口，抓了
厚重、沉浑，对得起繁复的岁月流转， 一把棉絮写将起来。那天他心情特别
江山沉浮”。
好，四个字一气呵成，没有一个败笔。
事情得从1979年秋天说起：县里 事后李广福派人给张送来5包飞马烟
为了纪念鉴真东渡和迎接鉴真大和 作为酬劳，他乐不可支。当然，也有人
尚干漆夹■像1980年4月14日由日 对张发清的作品没有题款感到遗憾。
本奈良唐招提寺回国巡展，决定在瓜

扬州话

盖住盒子摇
陈金龙

■

盖住盒子摇，是赌博掷骰子的一句术
语。掷骰子有两种：一是手掷，撒下来点子
立见分晓；一种是两只碗相扣盖起来摇，揭
开后方知输赢，这就叫盖住盒子摇。
生活中，盖住盒子摇的现象较多。比
如：
媳妇得知丈夫在外地生了重病，因上
有老，下有小，倘噩耗透露，恐急坏了一老
一小。故先“盖住盒子摇”，暂不禀告。
又如老胡请客，老张跟老李有些隔阂，
但都是老胡的朋友，请之前，张李二公问，
今天有哪几个？因张李有过节，若说明了，
怕他们一个都不肯来，故含糊其词地说，今
天多呢，一时也说不清，你们来了就晓得
了。实际上是“盖住盒子摇”。
再如，小两口刚离婚，由于种种原因，
虽然离婚，但还在一所房子里，四五岁的孩
子不明就里。突然岳母娘从乡下赶来，孩子
欢天喜地地喊外婆。为了不让老人伤感，女
婿仍然“妈妈长，妈妈短”地喊，女儿也不说
穿真相，两个人“盖住盒子摇”。
还有一种情况更严重。张三将摩托车
转卖给李四，但车子有隐患，可张三不顾他
人的安全，不提车子的质量问题，硬是盖住
盒子摇。因为说明了车子有毛病，车子就难
脱手了。
说来说去，盖住盒子摇无非三种类型：
理智型的，情有可原；糊涂型的，尚可原谅；
缺德型的，不可饶恕！

扬州贤官的人格特质

最近喜得《扬州历代贤官》一书，爱 钩沉
不释手，读后感悟很深，余味无穷。审思
扬州历代贤官，虽然时代跨度长达两千
多年，所处历史背景也是千差万别，但
是在他们身上有着共同的人格特质和
■蒋志伟
精神力量，至今还一直影响、感动和激
励着人们。我把他们的共同点归纳为以 民；宋代扬州太守苏东坡，主政半载，便 远扬。清潍县知县郑板桥（离任后以画 实表明，先有平山堂后有瘦西湖。平山
罢开万花会，反复上书免除农民积欠， 为生），为官清明，把百姓疾苦时常挂在 堂出自欧阳修，瘦西湖出自两淮盐商，
下五个方面：
一是忠诚担当的特质。固守扬州孤 准许船夫捎带；明代扬州知府蒋瑶，拒 心上。“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 正是文化精英的荟萃与商业经济的繁
城、以身殉国的史可法。“数点梅花亡国 天子选秀女，拒贪官索财物，“ 一切为 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 荣联手造就了名城扬州。
五是身体力行的品格。经历晋秦淝
泪，二分明月故臣心；生由自来文信国， 民，以身当之而不悔”，南瓮城的“蒋公 情”，这首诗出自古代一名县官之手，十
水之战后，谢安主政广陵，在东北步丘
分令人动容，令人敬佩。
死而后已武乡侯”，这副大义凛然的楹 遗爱祠”便是实证。
四是以文化人的情怀。董仲舒任江 修筑城池，这才有了后来的江北重镇邵
三是清正廉洁的风骨。清正廉洁是
联，高度概括了三百多年前民族英雄史
可法悲壮忠诚的一生。清朝江都人汪楫 “好干部”的标准之一，居官以不贪为 都相，首倡正谊明道，即“正其谊不谋其 伯镇的兴起，使扬州的城市区域向北拓
任册封琉球正使，撰写《使琉球杂录》， 宝，贤官一定都是清官。他们视名节为 利，明其道不谋其功”。这对规劝官员、 展了很多。谢安了解民情，披星戴月，风
记载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有力证据，他 生命，修身有戒，克己以俭。唐江淮转运 教化民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开了扬 餐露宿，实地考察，亲自设计，亲临工
们可圈可点的拳拳忠心令人油升敬佩 使刘晏秉承“理财常以养民为先”的理 州历史文化之先河。董仲舒给后人留下 地，在邵伯湖的风浪中筑起了一条坚固
之心。毋庸置疑，
“忠诚”是贤官身上鲜 财理念，改革漕运盐政，推行平常之法， 的“董井”“董子祠”“大儒坊”“ 绩传董 的长堤，使常年受旱涝之灾的邵伯成为
自己平常生活“所居修行里，粗朴庳陋， 相”等印迹，永远成为扬州人宝贵的精 旱涝保收的鱼米之乡。后人追思他的功
明的烙印，也是他们共同的特质。
二是爱国爱民的精神。为政之道， 饮食俭狭，室无媵婢”就是他人格的写 神财富。“文章太守”欧阳修为官著文两 绩，把他比作西周时协助周公辅佐周室
以民为本。唐代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杜 照。北宋时期包拯就任扬州天长知县， 不误。康乾二帝南巡拜谒平山堂都是敬 的召公，称埭为召公埭，称湖为邵伯湖，
佑，遇灾荒勒令富户开仓放粮，救济灾 其间，因审判了著名的“牛舌案”而美名 仰先贤欧阳修和他的文章。扬州城的史 称镇为邵伯镇。

钩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