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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谢 秋 芹 的 残 疾 人 证 ，证 号 ：
32108319610819730521，声明作废。
遗失镇江市万通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3140003088301，声明作废。
遗失镇江市润州区佳强商店的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3140004565802，声
明作废。
遗失镇江林宁连锁超市有限公司的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321100000026824，正 本 编 号 ：
321100000201506160043，副本编号：
321100000201506160054，声明作废。
遗失镇江市京口谏壁振大废品收购
站 的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321102600030693，声明作废。
遗失京口区经济快餐店的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321102600325091，声
明作废。
遗失京口区爱唱食杂店的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321102600345183，声
明作废。
遗 失 SHANGHAI E- CENTURY
INT’L TRANSPORTATION CO.,
LTD出具给镇江市丹徒区久润制刷
厂的三正三副正本海运提单，提单号
（EC 编号）：ECYS5617209LEI，声明
作废。
遗 失 杨 海 丽 的 社 工 证 ，证 号 ：
HZ00118805，水平级别：助理社会工

作师（初级），声明作废。
遗失镇江强发百盛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50 份，号码：
18597669-18597718，声明作废。
遗失镇江高强船舶修造工程有限公
司的发票，号码：16602427，声明作
废。
遗失镇江中远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给
东郡华庭 9 幢 2 单元 405 室李玉双
（身份证号：411002198710254547）的
收据黄色联，号码：4637291，金额：
23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镇江中远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给
周 建 兰 （ 身 份 证 号 ：
321121196601095149）的收据，号码：

4030369，声明作废。
遗失刘晓馥的医生执业证书，编号：
110321111000314，声明作废。
遗失京口区竹林山庄2幢203室王旭
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声明作废。
遗失镇江中远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给
翟正芳的收据，号码：4121488，声明
作废。
遗失镇江中远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给
张 素 林 、张 树 香 的 收 据 ，号 码 ：
4108253，声明作废。
遗失镇江面行天下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 的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
321191000046915，声明作废。
遗失镇江面行天下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 的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税 号 ：
321100583705036，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系无
线电物理专业田雨波的博士研究生
毕业证书和博士学位证书，毕业证
号：10284120040100154，学位证号：
102842042309，声明作废。
遗失句容市宝芝堂药店的药店经营
许可证正本，号码：苏DB5112247，声
明作废。
遗失句容市宝华镇昌胜土石方工程
队的税控盘，盘号：929907981575，声
明作废。

镇江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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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
斋，吉州吉水人（今属江西省吉水县）。
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与陆游、尤袤、范
成大并称“中兴四大诗人”。杨万里志节
高尚，爱国恤民，因宋光宗曾御书“诚斋”
二字赠之，因此，学者尊称其为诚斋先
生。杨万里一生作诗两万余首，现仅存
四千二百多首，保存在其诗文集《诚斋
集》中。杨万里的诗，在南宋时即享有盛
誉，留下“诚斋体”之美名。杨万里虽然
没有在镇江任过职，但是在杨万里的诸
多诗作中有多达二十余首诗吟咏镇江山
水的诗歌，此外，还有若干篇与镇江有关
的文章。兹对其相关诗歌略作考述，以
存镇江历史文化的璀璨篇章。

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十一月，63
岁的杨万里作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金
朝派往南宋祝贺新春元旦兼刺探情报的
使者），从临安（今杭州）出发，北往淮河
淮阴一带迎接金使。杨万里北使途经崇
德（今桐乡）、无锡、常州，“冬至后，过丹
阳县。”（萧东海《杨万里年谱》）杨万里在
途经丹阳、丹徒，从京口渡江北上及其在
出使返程途中，耳目所及，有感而发，创
作出二十余首与镇江相关的诗歌。

杨万里在北使行经丹阳时，作《晓过
丹阳县》诗五首，其三写道：“朱檐碧瓦照
青澜，洁馆佳亭使往还。船上高桥三十
尺，市人倚折石栏干。”诗中对接待使者

丹阳馆舍的幽美环境进行描写，市井繁
华中隐寓着现实的危机，往返行人之多
竟倚折桥上的石栏。当然，杨万里还注
意到了丹阳百姓的生活疾苦。如其四写
道：“鸡犬渔翁共一船，生涯都在箬篷
间。”写出船家渔民居住的简陋、生活的
艰苦。

杨万里在丹阳遇到练湖开闸放水，
水势惊天动地，情绪激动兴奋之余，作有

《练湖放闸》两首，其一写道：“满耳雷声
动地来，窥窗银浪打船开。”练湖，为古太
湖流域的一大水泊，唐宋间屡兴废，至宋
代疏浚成为重要的水利灌溉和漕运通航
之水泊。时有“湖水一寸，益漕河一尺”

“湖水寸，渠水尺”等说法。因此，杨万里
诗中有“练湖才放一寸水，跳作冰河万雪
堆”的写实之语。另其二“相传一万八千
顷，老眼初惊见练湖”之句，对练湖壮阔
浩渺的水势发出惊叹。

杨万里路过张王庙（今镇江新区的
华山村有张王庙故址），写下《过张王庙》
诗：“地迥人烟寂，山盘水势回。怪松欹
岸出，古庙背河开。”张王庙，相传是祭祀
汉代民间神祇张渤的庙宇。宋代祭祀张
王之风广为流传，祠庙散布于江南各
地。镇江张王庙地处丹阳丹徒之间，所
以，杨诗中写道“丹徒谁道远，一眺正悠
哉”。

镇江的山水富有历史情韵，六朝烟

云虽已远去，南徐故迹尚留存世间。杨
万里在《未到丹徒二十里间见石翁石婆》
诗中写道：“六代兴亡何处问，一生奔走
几时休。石翁石媪霜前笑，管得南朝陵
墓愁。”其后又有《再赋石翁石婆》（该诗
可能是北使返程时所作）借路边南朝帝
王陵墓边的石像抒发思古幽情。在《暮
经新丰市望远山》诗中，杨万里描写新丰
的繁华，“处处遮船住，家家有酒酤。朱
楼临碧水，曾驻玉銮舆。”当地人相传宋
高宗亲征时，曾小憩于此楼，至杨万里行
经时，朱楼扃钥闭锁。杨万里还在其诗
中描绘新丰水天一色的澄净之美，“须把
碧篙摇绿棹，舟人不惜水中天。”（《小舶
新丰市》）诗句让人想起“欸乃一声山水
绿”的自然之美。

杨万里抵达镇江城后，寓居于丹阳
馆。当时丹阳馆在镇江城内千秋楼之
侧，宋绍兴十四年（1144），守臣郑滋奉旨
建。杨万里《晓泊丹阳馆》诗写道：“山尽
酣余势，潮归殿去波。六朝遗迹在，故老
尚传么？”此诗与前诗《未到丹徒二十里
间见石翁石婆》同样是对六朝历史兴亡
发出慨叹。宋《嘉定镇江志》卷十二《宫
室·驿传·丹阳馆》：“南为中门，东西列二
馆，皆向南。每北使往来，朝廷遣接伴、
送伴使至此，则主居东馆，客居西馆。”据
此，杨万里当年应该是下榻于丹阳馆东
馆。

杨万里在镇江还曾游览京口名胜连
沧观，写下《题连沧观呈太守张几仲》，诗
道：“独立南徐鳌绝顶，下临北固虎回
头。蒜山旧址空黄鹤，瓜步新城照白
鸥。”诗中的张几仲为张子颜的字，即“中
兴四将”之一的张俊之子，时任镇江太
守，有惠政，曾奏蠲丹阳夫役，民甚德
之。在张子颜去世后，杨万里作《张几仲
侍郎挽词》三首，诗中还表达对当初与张
子颜在京口游连沧观的追怀。连沧观，
本名望海楼，有宋蔡襄题“望海”匾额，后
改为连沧观。宋代米芾、辛弃疾等都曾
游览过连沧观（望海楼），且有诗文传
世。周必大途经镇江时，未能游览，引为
憾事。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在镇江知府
任上，游历连沧观时写下《瑞鹧鸪·京口
病中起登连沧观偶成》，词中有“却笑使

君那得似：清江万顷白鸥飞。”辛弃疾有
爱国壮志，希望收复中原，但不获大用，
最终，因与当权者的政见不合而被弹劾
落职，退隐江西。

杨万里在《丹阳舍舟，登陆渡江》诗
中写道：“小泊楼船铁瓮城，匆匆又作绝
江行。看他蜡烛几回剪，听尽鸡声不肯
明。”东晋将领祖逖年少时立志收复中
原，时常和好友刘琨在黎明时“闻鸡起
舞”，苦练剑术，后来祖逖、刘琨都成为东
晋名将。祖逖曾任奋威将军，在北伐中
收复大片失地。南宋的形势与东晋类
似，杨万里于此有感而发。

同年十二月初，杨万里在出使返程
时，再次途经镇江。在游览金山时，杨万
里吟咏出《雪霁晓登金山》诗，诗中写道：

“金山一何强，上流独立江中央。一尘不
随海气舞，一砾不随海潮去。”此诗对金
山“中流砥柱”之英雄气势发出赞美，然
而，诗人北望南宋大片江山沦为金人统
治的现实，又不禁发出“大江端的替人
羞，金山端的替人愁！”的慨叹。杨万里
还写有《题金山妙高台》诗，诗中写道：

“金山未到时，羡渠奄有万里之长江。金
山既到了，长江不见只见千步廊。”千步
廊，即长廊。唐代东西二京长安、洛阳都
有千步廊。由此，可见这里的千步廊一
语双关，可看作是对前朝故都的向往，杨
万里在诗中抒写对落入异族统治下的中
原山河的怀念。

此外，在返程途中，杨万里作《竹枝
歌》七首，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宋代镇江
民谣风韵。作《过京口以南见竹林》《过
吕城闸》诸诗，对镇江的胜迹时有描摹。

镇江作为南北交会点，在南北对峙
的南宋时期，经常成为仕宦、友朋行旅者
的别国离家之地，曾被宋人视为送别之
地“阳关”，因此，出使往返途经镇江时，
杨万里对镇江山水作了较多的描摹，抒
发寄寓之情，这也为镇江的山水文化增
添了独特的色彩。

说到吴寄尘，很多人都知道他，他捐出私产，以
恢复文宗阁为己任，在伯先公园云台山上创建了藏
书楼。藏书楼题名为“绍宗国学藏书楼”，以示有志
继承和恢复文宗阁之意。绍宗国学藏书楼落成后，
吴寄尘又将自己的20000余册藏书捐给绍宗国学藏
书楼，成为藏书楼中第一批入藏的图书。以后，绍
宗国学藏书楼成为江南有名的公益性藏书楼，吴寄
尘功劳最大。由于吴寄尘的建藏书楼义举，在镇江
人的心目中，他的学者形象根深蒂固。但他作为民
国期间一个实业家的形象，反而渐渐地淡去。

吴寄尘(1873～1935年)，又名兆曾，字缙云，别
号咏秋。他的生活道路不平坦，5岁时就失去了父
亲，从小开始树立独立的意识。到了中年，由于个
人参与的社会实践多，已经在各方面比较成熟，渐
渐为社会知晓。后来，中国近代实业家张謇鉴于中
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政治改革无望，就把精力投入
兴办实业和教育。吴寄尘敬佩张謇的为人，去了南
通，协助张謇创办南通大生纱厂，成为他器重的主
要助手之一。

张謇任用吴寄尘担任大生驻沪事务所(前身为
大生沪账房)的负责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
为，大生驻沪事务所在整个大生集团中，起到了“神
经中枢”的作用。大生驻沪事务所的前身叫大生沪
账房，在 1897年冬天大生筹办时已设立，地址在在
沪董事潘鹤琴供职的广丰洋行内，负责采办物料、
购运原料、安排往来人员食宿等事务，也是张謇在
上海的落脚点和对外联络处。

后来，由于上海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大生驻沪
事务所几乎成了大生集团的神经中枢、金融调剂中
心。大生驻沪事务所最早的负责人是林兰荪，开始
叫坐号（或叫坐办），后来叫所长，非常精明能干。
吴寄尘是林兰荪的外甥，跟在他的身边，得到他的
指导，很快在业务上展露出才华，为同行所尊敬。
在林兰荪过世后，自然就由吴寄尘继续担任这一重
要的职务。

随着大生集团的不断扩张，大生驻沪事务所原
有的规模已不堪重负。到了1918年，大生驻沪事务
所开始在上海九江路买地，准备兴建独立的办公场
所。1920年，大生集团为驻沪事务所花了 18万两
巨资建起一幢四层的西式建筑，名叫“南通大厦”。
当时盛况空前，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
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加上宁绍帮和镇扬帮竞争激
烈，他们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来借。那时，大生
在银钱业眼里，简直就是香饽饽、摇钱树。除了有
名的“南四行”“北四行”，送来空白往来摺的钱庄最
多时就有 105家，任由大生透支，不立透支契约、不
限透支数额、不用银钱业支票，只用自己划条。

吴寄尘掌门大生驻沪事务所后，理财手法灵活
多样，为大生集团的营销注入了活力。大生掌握的
现金最多时有两三千万，能透支的款项在五六百万
之间。大生曾一次借款给英商汇丰银行一千万两，
借给日商正金银行五百万两。同乡陈光甫在 1915
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曾得到吴寄尘大生驻
沪事务所的帮助，集团总裁张謇成为上海商业银行
董事会的成员。

1918年，中国棉纺行业的第一个社会团体“华
商纱厂联合会”成立，沪上13家纱厂全部参会，选举
张謇（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
主张“实业救国”，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
为会长，聂云台（曾国藩的外孙，母亲是曾国藩小女
儿曾纪芬，时为上海滩名流，创办多家棉纺企业）为
副会长，薛文泰、吴寄尘、刘柏森、杨翰西、徐静仁为
董事。此时的吴寄尘在实业界已经成为知名人士。

随着大生纺织企业的发展，1917年，张謇兄弟
和吴寄尘、徐静仁等发起在通沪两地建立大储堆栈
的动议。他们首先在南通唐家闸成立了大储一栈
打包公司，经营储运兼打包业务。随着业务的发
展，储存棉花占用的资金由每年数十万两增加到
100万两以上，1919年达到 233.57万两。大储堆栈
除了保证大生集团全年的原料供应外，还将原棉加
工、打包出售，从中获取利润，最佳时，在企业的总
利润中占19.04％。

在十多年中，吴寄尘配合张謇共谋大生发展,，
两人在共同的事业中亲密合作，肝胆相照，结成同
甘苦、共患难的忘年之交，在大生集团发展史上谱
写了一段充满时代精神与人格魅力的友谊佳话。
1926年张謇病逝，由吴寄尘为之作墓志，可见他们
的关系非同一般。

1928年，张孝若根据其父张謇的遗愿，把当时
的南通医科大学、南通农科大学、南通纺织大学合
并组建成南通大学。依照当时私立学校条例，由校
方聘请校董组成校董会来计议全校重大事务。南
通大学 14名校董均为显赫一时的社会名流，他们
是：李煜瀛、于右任、李宗仁、褚民谊、秦汾、何玉书、
钱永铭、张轶欧、许璇、荣宗敬、周威、徐肇均、张孝
若、吴寄尘。

张謇去世后，吴寄尘仍然为大生尽忠职守，张
孝若在写给朱中道的信中明确表示：“实业有吴寄
尘、江知源二兄协助伯父主持，亦称得人。二君均
忠事吾父患难不去者。”后来，吴寄尘劳累过度，才
回到镇江养病。

山青水碧的巫岗村依旧平静、默无声
息。我不止一次来过这古老的小山村，那
里有我的三代老亲。每一次来总浮生同一
个感觉：古老而殷实，厚重而宁静。近期随
润州区部分作家寻访闻捷故里参观闻捷纪
念馆，方知这个小村正是当代著名诗人闻
捷的原籍所在地。

巫岗村因巫姓人聚居故名。我的老表
弟巫冬林世代居于此，现为这巫岗村村民
小组组长，也是闻捷祖居保护负责人之
一。他说，巫岗村正是闻捷的原籍所在地，
闻捷是巫岗村的骄傲。由于“文化大革命”
期间被迫害自杀等原因，村里很长时间内
不提及，几致湮没。诗魂归来，外人纷至。
闻捷祖父辈兄弟好几个，房产田地相对多，
后来大都离村外出。新中国成立后，祖父
辈中还有一人生活在巫岗村，至今尚存一

间无人居住的老屋。闻捷 1923 年 6 月出
生，出生地在郑州，其父巫惠生，在铁路上
做事，母亲吴英华。闻捷 4岁时丧父，其母
携幼小闻捷回到离巫岗村不远处的高资镇
婆母处落脚。闻捷曾经读过私塾，后在高
资小学读过高小，15岁即离开了故土，稍后
辗转到陕北，走上革命道路，从事诗歌写
作。1961年，闻捷曾回故乡挂职深入体验
生活，担任丹徒县委常委，创作了长诗《长
江万里》。闻捷谱名（原名）巫之禄，又名巫
咸。后用名赵文节。很多人不明就里，一
些权威辞书介绍也有出入，往往引来不必
要的麻烦。今闻捷纪念馆已向有关辞书出
版社及其他部门提出申请，要求予以更
正。听老表一番介绍，颇为感慨，甚觉成立
闻捷研究会很有必要。

随老表来到村西，“将军楼”样的民居
圈里一隅，便是闻捷祖居所在了。原本的
多间屋舍已经不存，地基也被占用，只剩一
间旧式简易老屋默默而立，山墙面南，上呈
人字形，墙上开一门，双扇对合的大门锁
着。经年的砖瓦已风化不少，灰土色及黑
色的砖块与墙上残存的石灰相间，愈发显
得斑驳苍老，似语无言，如泣无泪。树树有
根，人亦如是，这老屋是诗人的根，这根虽
老还在。老屋一直坚守着，铁证一般的存
在。它确实老旧不宜居人，确须得到保护。

午后，我们随闻捷纪念馆发起人之一、
常务副馆长姜哲老先生参观闻捷纪念馆。
纪念馆就设在异地重建的闻捷当年读书的
高资小学内。姜老先生70多岁，但精神矍
铄，思路明晰，步履尤健，说起闻捷，如数家
珍。他说，闻捷是现当代大诗人，故乡人没
理由不建馆纪念他，没理由不尽绵薄之
力。2007年，沈晓昆与他生成建馆纪念想
法，自掏数万资金四方联系，广为收集资
料。方方面面或赠书物，或写诗填词以贺，

或亲临观光。闻捷好友之一的贺敬之亲笔
题写了馆名。2008年，展馆就设在姜先生
家里并对外展出。说到馆藏与展出，姜老
既喜悦又懊丧，喜悦的是馆藏丰富珍贵，参
观的人多；懊丧的是条件有限不便观光，有
些珍贵资料竟散失了。如何保管好好不容
易收集到的资料、接待好来参观的人员
呢？于是又费心竭力，四下找房，七转八
转，幸得高资小学成立少儿文学诗社，鼎力
支持挤出两间教室以作馆用，方有今天。
说到开心处，老人家不由满脸喜悦。其实，
他心里也存更远想法，有生之年，就想见到
一正规纪念馆，哪怕小一点也行，有专门的
场馆，人物塑像，供世人世代观瞻……

在姜老的导引下，沿新闻捷路而进，
很快便到了高资小学。时值课余，人声纷
杂。纪念馆就设在学校大门对过的一座二
层教学楼里。老远地就看到楼道口赫然张
挂着著名诗人贺敬之的亲笔题词：“闻捷
纪念馆”。闻捷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具影响
力的诗人之一，和郭小川、贺敬之、闻
捷、李季齐名，闻捷与他们既是诗友也是
战友。纪念馆内资料确实丰厚且很珍贵，
有闻捷遗著遗物，有老舍先生《赠闻捷》
诗，有贺敬之与曹禺一同题词：“人民歌
手，杰出诗人”“人民不朽，人民诗人永
生。”有著名作曲家贺绿汀、瞿希贤、田
歌等为闻捷诗词谱写的曲子，有贺敬之、
曹禺、臧克家、艾青的共同题词，有闻捷
在干校时恋人戴厚英关于闻捷的所有著
作……各种实物图片条屏横幅展板等等，
墙上挂着，橱内放着，桌上堆着，地上立
着，箱内收着。姜老从容引导大家缓步细
观，娓娓讲述藏品的来龙去脉，一一回答
疑问，并为我们播放了 2005年央视 《新
年新诗会》著名主播张泉灵、鞠萍、文清
朗诵闻捷所作《苹果树下》的录像。一件
件藏品，一个个故事，一个个珍闻，无不
激起人们对这位从家乡走出去的才华横溢
的诗人的无比景仰。

走出纪念馆，我的思绪犹在飘飞。斯人
已去，生前劫难早已矣，魂魄归来栖何处？

“南通大厦”的
掌门人吴寄尘

□ 徐 苏

南宋杨万里吟咏镇江的诗歌
□ 王 勇

诗魂归来
□ 吕祥顺

诗人闻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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