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拿破仑皇后约瑟芬，出生在
遥远加勒比海的马提尼克，那里靠近
墨西哥，在墨西哥温暖湿润的热带气
候下，生长了好多五颜六色的大丽
花。所以当约瑟芬皇后在法国遇见
大丽花后，就对她遥远故乡的大丽花
念念不忘钟爱至极。

大丽花又称东洋菊、天竺牡丹、
大理花等，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因为
大丽花有地下茎块，所以中国人直接
取土名：地瓜花、山芋花。如此美丽
的丽人，被中国人不仅取了吃的名
字，还是土得掉渣的山芋地瓜花，实
在有点憋屈。

大丽花故乡在墨西哥，墨西哥人
认为大丽花象征吉祥如意富贵大方，
被尊为墨西哥国花。大丽花是世上
品种最多的花种，据说有几万种，所
以颜色包罗万象红橙黄绿青蓝紫，娉
娉婷婷美姿容。

在我们农村，小时候可常见叫
“红世纪”的单瓣大丽花，艳红色花瓣
不多，红花绿叶开在农家屋头墙角，
别有一番情趣，是很多人童年记忆里
定格的最美画面。每年冬天叶子枯
萎，春天时候冒出新芽，属于最好管
理的花草之一。一般大丽花开起来
有碗口大，营养充足情况下能长到大
半人高。在适应园艺新需求，园艺专

家们开发了很多新品种，有种矮生花
小的大丽花就非常受欢迎，因为矮
小，所以名字也成了小丽花。

每年初春，花市大棚十元一盆的
小丽花跟花毛茛是一对姐妹花，红橙
黄绿，给花市带来最初的喜庆。真正
户外的大丽花小丽花是三四月种植，
把地瓜一样的茎块埋进土里，浇水，
长出对生的羽状复叶。等大半人高，
茁壮的绿叶中就会抽出花薹，八月左
右就可以开出美丽的花朵。江浙地
区夏季高温湿热，大丽花很难达到最
佳状态。北方花友的大丽花更胜一
筹，花朵丰满，颜色丰富,所以大丽花
是张家口、武威、赤峰等城市的市花。

大丽花有重瓣和单瓣，淡妆浓抹
总相宜。单瓣的小家碧玉，重瓣的妖
娆丰美，重重叠叠的花瓣一朵甚至能
达到百千瓣。北方种植大丽花，一般
可以从六月开花到十一月。从加勒
比海而来的大丽花自身就带了热情
张扬的神秘气质。作为菊科植物，大
丽花的花瓣是管状花与舌状花共同
组成，花序中央是管状花，沉稳内敛；
外面一圈圈的舌状花负责美丽妖娆
招蜂引蝶。为了艳丽多彩，真是费尽
心机，有的想办法在红色里镶嵌白条
纹，有的做卷曲状，有的颜色是逐渐
晕染，先浓后淡先淡后浓都有，有的

是花瓣一圈白色围边，有的如天空绽
放的一朵烟火，肆意绚烂；没办法学
牡丹国色天香变颜色的，则直接排列
整整齐齐，让人耳目一新……

对于北方的花友说，大丽花真是
好看又好养。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万物生长靠太阳，大丽花能开出这么
艳丽的花色，自然需要不间断的阳
光，如果没有足够的阳光，大丽花会
只长个子，好不容易开个花也花小色
淡叶薄茎细，一副薄命相，太高太弱
还需要支撑竹竿当病号。不过江南
太毒辣的太阳也会烤得大丽花叶焦
无力，甚至影响花芽分化。

因为美丽，大丽花自然会走进艺
术，法国印象派画家古斯塔夫·卡耶
博特的大丽花妖娆多彩；莫奈油画里
的大丽花空灵妩媚；海派著名画家林
风眠的大丽花红花绿叶，朴实无华。
欧洲没有酷热的气候很适合大丽花，
英国人对大丽花更是爱得深沉，BBC
园艺世界推出 50周年金诞候选植物
就是大丽花，很多欧洲婚礼新娘的手
捧花主角都是大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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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在中国大地
风起云涌。1983年到 1985年，镇江在全省创下
了改革开放后建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两个第
一”的历史记录：第一个“走出去”的中外合作经
营企业——深圳香江酒楼；第一个“引进来”的中
外合资经营企业——镇江京侨饭店 。

在改革开放 40周年之际，笔者也激动难耐，
走访了当年领导和组建这两个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的老同志，他们是马德泾(曾任市商业局局长)
和汪冬生(曾任市饮食服务总公司总经理) 。两
位老同志虽然年近九旬，但身体硬朗，谈锋甚
健。他们满怀激情地向笔者讲述了当年这两个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诞生经历，以及其中很多感
人的故事。

镇江市改革开放的“双第一”，两个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的诞生，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
果。时任镇江市进出口委副主任的黄锦爵同志
有一位老战友，是深圳特区发展公司的负责人。
他从老战友处了解到，特区初建十分需要发展饮
食服务行业。他立即向镇江市商业局提供这一
重要信息，并建议镇江市饮食服务总公司，可以
利用镇江餐饮烹饪技艺的特色优势，“走出去”到
深圳，“内联外引”搞合作。当时镇江市商业局也
正在思考改革开放的计策，可谓“一拍即合”，立
即行动。

经过多方努力，协商谈判，制订出“内联外
引”中外合作经营的方案。由中方的深圳特区发
展总公司和镇江市饮食服务总公司，与外方的香
港佳通公司，建立中外合作经营深圳特区香江酒
楼有限公司。这一方案，充分聚合和发挥了镇江
餐饮烹调技艺的优势，深圳繁华市口的优势，以
及香港经营管理经验的优势，协议的条款也体现
了现代股份公司的原则，在当时是开先河的。香
江酒楼 1983年 5月 10日正式签约，10月 1日开
业。这是镇江第一个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也是江
苏省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大饭店，面积 2000平方
米，坐落在深圳最繁华的罗湖地区。其经营规
模，特别是菜肴风味特色都堪称一流，深受深圳
市民及外埠客商的欢迎，名扬深港。

祖国改革开放，海外侨胞也欢欣鼓舞。镇江
市侨办和侨联向镇江藉旅日华侨许朝坤宣传介
绍了家乡的发展情况，许朝坤是日本大阪华侨江
苏同乡会会长，身在海外，心系祖国，怀念家乡。
他积极响应，还邀约了多位同乡老华侨共同参
加。时任市侨办主任陈畅达向市商业局和市饮
食服务总公司反馈这一消息。当时市商业局和
市饮食服务总公司也想在香江酒楼成功开设的
基础上，再创新路。市侨办和侨联抛来“绣球”也
可谓“正中下怀”。他们决定用最好的市口、最高
的楼房和外方合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关
心下，市侨办、侨联“穿针引线”当“红娘”。经过
协商谈判，中方以新建大楼和餐饮技术入股，外
商提供进口设备和资金，共同建立京侨饭店股份
公司。

京侨饭店 1985年 1月 16日开业，是镇江市
第一家“引进来”模式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在
全省商业系统餐饮行业中也是首创，是当时社会
关注的一件大喜事，大新闻。京侨饭店位于当时
的商业中心大西路，是一座高七层、面积3100平
方米的大楼，被称为镇江城第一楼。七层楼那时
在城中称得上是“鹤立鸡群”，还用上了镇江第一
套进口的电梯。还有屋顶花园，设茶座，被市民
称为“七重天”。在那里，白天可以北望大江，南
观群山，俯瞰全城。夏夜登楼，可以在晚风中茗
茶听乐，赏月消暑。京侨饭店兼营旅游，拥有一
支由多辆高档进口汽车组成的车队，在当时镇江
也是“首屈一指”。京侨饭店吃、住、行、买、玩

“一条龙”的经营服务新模式，受到了广大消费者
的欢迎。

这两个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为镇江市的改革
开放、扩大对外交流，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年顾秀莲在深圳考察时就对香江酒楼进行了
高度评价。当时也有企业、部门、单位和人员，通
过京侨饭店和香江酒楼“走出去”，到境外和国
外，调查研究，广交朋友，广开商路。马德泾和
汪冬生二位老同志感慨地说，没有思想解放，就
没有改革开放这40年的巨变。深圳香江酒楼和
镇江京侨饭店这两个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诞生，
起到了“一花引来百花开”的历史作用，也证明思
想解放和创新工作的无比重要性。

站在已经被削平大半的太古山上，身
后是热闹的拆迁现场，脚下是崭新笔直的
马路，远方的高楼已经延展到面前，城市
建设热火朝天的气息扑面而来。

53 岁，退居二线后仍扎根社区的洪
云，看到这些变化总会心生感慨。改革开
放40年来，城市化是重大变迁之一。她参
与了一片又一片棚户区的改造，见证了一
个又一个家庭的华丽转身。而她自己，也
在 40年间完成了一大段“远走”与“归来”
的人生旅程，于小巷深处、市井中心，体悟
到了圆满之“境”与圆满之“静”。

跟上时代去奔跑

现在，尽管洪云的人生标签被标注为
“知名小巷总理”，但 40年前，她的梦想还
是成为一名教师。

在改革开放进入第10个年头时，幼师
毕业的她，如愿成了市区牌坊巷幼儿园的
一名教师。

1990年，镇江商业城开始筹备，洪云
稀里糊涂被一纸调令“分配”到了城中之
城——商业城。在商业城的经历并不长，
却让她对改革开放后催生出的“商业时
代”有了切身感受，以及超于常人的市场
敏感。

进入 21世纪，洪云选择了辞职，干了
一段职业经理人，忽然发现“直销”已经赶
至“风口”。2002年，洪云进入安利，不久
成了安利排名靠前的直销员之一。

“风口”来得猛，去得也快。安利直销
暴利很快画上了句号。此时，刚过不惑之
年的洪云，家庭也经历了一些变故。与很
多中年人一样，她也开始反思自己“拼命
挣钱、拼命往前赶、拼命让别人认可”的人

生状态是否真的无可挑剔。
带着迷惑与思考，洪云赋闲在家整整

两年。2007年，时任润州区金山街道党工
委书记马云明找到她：来，尝试下到社区
工作吧！

蓦然间，时光仿佛回到了1978年。那
一年，13岁的洪云经常在河滨公园看书，
望着西边成片的矮房子，总会想起妈妈

“那里是乡下，去不得”的提醒。那时候，
以古运河为界，河西则总被“城里人”称之
为“乡下”。

人生总是充满隐喻。经过多年“折
腾”，30年后，洪云正是在当年运河边远眺

“去不得的乡下之地”，最终成就了一段充
实而又闪光的人生历程。

小巷育出大品牌

2007年，在金山街道杨家门社区短暂
锻炼后，42岁的洪云就一步做了小街社区
的“一把手”。

这绝不是一份轻松的活。位于伯先
路与京畿路附近的小街社区，有三大特
色：穷，破，老。

穷到什么程度？不仅社区办公设备
残缺不全，而且社区工作人员收入也没有
着落。面对这样的困境，洪云做直销的经
历派上了用场。“没有钱，就去找赞助呀。”
她把这种办法称之为“化缘”。“我心里无
障碍，为大家谋福利，没有一点不好意
思。”靠着这种强大的心理素质，社区干部
的收入有了保障，而且还有了为群众服务
的本钱。

破，当然是房子破，很多家庭都有房
屋修缮的需求。老，则是老人多，小街总
人口3000多人，70%以上都是老人。社区

欠账很多，怎么办？拿化缘的钱办好事，
远远不够。这时候，做过策划的经历，又
给洪云带来了工作灵感。

社区有一个“平安锣”巡逻队，是社区
志愿者自发组织的一种敲锣夜巡的治安
机制。洪云觉得这个做法特别好，应该好
好包装。社区通过“化缘”等途径，为巡逻
队升级设备，同时邀请媒体跟踪采访。用
了一年时间，小街“平安锣”就响彻城区，
并一步步敲进了中央电视台，成为镇江精
神文明建设的一张名片。

随后，洪云的创意一发不可收拾。组
建“爱心门铃”，开展邻里互助，为空巢老
人装上门铃，有急事按一下门铃，邻居就
会上门帮助。每年开展“雷锋选评”，给孝
敬父母的子女发奖状，给帮助邻里的好人
送红花，给热心公益的老人送温暖。春节
前夕，洪云还会给对社区有贡献的“有功
之人”拍照，做成“小街故事”贺新年挂历，
发放到社区每一个住户手中。看到自己
的头像上了挂历，小街人觉得更自豪了。

在这种“大张旗鼓开会、轰轰烈烈表
彰”的氛围激励下，谈不上物质富足的小
街，幸福的感觉却一点也不缺乏，很多老
人都不愿意离开小街，他们说“这里很温
馨”。

做了小街 5年社区党总支书记后，洪
云又被“平调”到西津古渡社区任“一把
手”。在这里，她延续了做品牌的工作思
路，把已有的“爱心驿站”进行提升，使其
成为西津渡风景区里的一朵耀眼的文明
之花。同时，她还紧跟时代步伐，开展社
区议事会制度，积极引进社会组织进驻社
区，不断提升社区服务水平。

2016年“退居二线”后，又被红光社区
请去做党建品牌，发挥“余热”。而经她打
磨的“平安锣”“爱心门铃”“爱心驿站”仍
然是属地社区的重要工作品牌，并被不断
发展壮大，造福于社区群众。

最是真情难相忘

10 多年“小巷总理”生涯，洪云见证
了时代大变迁，看到城市日新月异，亲身
感受到了个人、家庭在大变迁中的喜怒
哀乐。

洪云进入小街社区，基本上每年都有
大量拆迁任务。

十几年来，见证近千家庭从棚户区搬
离，感受他们的喜悦与纠结，洪云觉得是
一种荣幸。在拆迁过程中，她与很多拆迁
户成了好朋友。

周妤就是其中一个。
2013年，太古山一期拆迁启动时，周

妤是躺在病床上得知这个消息的。一直
到手术做完，征收工作人员也没找她，而

“其他邻居早就拿到征收通知了”。
一直等到快要出院时，征收工作人员

才把征收通知单送到病床上。“来的是三
个慈眉善目的女同志，带着鲜花和水果，
张口就道歉，说是生着病还要来打扰，实
在是到了征收通知下发结束的最后期限，
不来不行。而且她们放下通知就走，还一
再嘱咐，千万别着急，安心养病，出院后再
谈。”一直到周妤康复回家，三名工作人员
才上门正式谈征收工作。“谈判也不是讨
价还价，而是完全站在我们一边，帮我们
一起测算如何将政策效益最大化，能享受
的就享受，不能享受的也解释清楚，就这
样，一周内谈了三次，我们就签约了。”

周妤口中的三名工作人员，为首的正
是洪云。两人至今还是姐妹，时常约出来
聚会。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我至今还记
得小街社区的一位老人，一直住在10几个
平方米的老房子里，后来拆迁拿到了一处
一室一厅的房子，老人开心地请来了外地
亲戚和社区工作人员吃饭。席间老人从
始至终一直笑中带泪。”那一刻，洪云有了
一种别样的触动。

“40岁之前，想的是远行，是索取，心
中只有自己，总感觉浮躁、焦虑；做了社区
干部，走进小街古巷，体味市井百态，心中
装的都是别人，反而觉得平静和踏实。”洪
云说，没有社区干部这段经历，她的人生
称不得“圆满”，内心也不会如此“安静”。

闲来无事，习惯性的喜欢在自己居住的城市散步行走。
因为南有山脉遮挡，北有长江阻遏，所以活动目标与范围大
致圈定于南山北水间，时间一般在两个小时左右。行走途
中，或者和同行之人聊几个话题，或者独自回想一段往事，
不疾不徐，观山赏水，思想远方，神游八荒。久而久之，也
就基本成了自己为数不多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的一种自然状态。

坚持数年的闲来行走，其实起始于无奈，那些周末周日
成天无所事事的宅在家里翻翻书，刷手机，玩电脑，弄得头
昏眼花。为了缩减这样的无聊时间，妻子建议每天安排一定
的时间外出走走，一来可以轻松轻松眼疲劳，二来总也可以
康健康健身体。大概主要是为了延长眼睛的使用期，我欣然
同意妻子的建议。

当然，说动我的主要是一来、二来的鸡汤味太重，我素来不
以为然。闲来无事，参加一些适量的运动，肯定对身体有所裨
益，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但煞有介事编造延年益寿，长生
不老的神话，甚至笃信行走便可以包治百病的荒唐言论，显然
无知得可笑。

事实证明，我的不轻信绝对不是偏见。近五年来，我一般
会每天行走6到8公里，坚持春夏秋冬，鲜有缺席。但我并没有
从快步或者慢步行走中获得任何额外的红利，照样是肚腩不见
小，血压依然高，需要准时定量服药，睡眠一如既往的不好，多
梦浅睡。

但我少有不切实际的奢求。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我只需要自由自在简单的行走在熟悉的路上，乐此不疲。虽
然平时也很在意工作日的行走，可那一般都显得匆忙而紧
迫，会被时间裹挟，所以多半是行色匆匆，无暇旁骛 ，徒增
步数，不生乐趣。

我在漫山遍野枝丫乱伸的杂树丛林中渐渐弄懂了自由生
长的真正要义；我吮吸着每平方厘米数千数万粒的负氧离子，
置换掉城市留置在心肺里的污浊之气；我在自然界的大数据里
巧取豪夺；我放肆心情奢靡地赏玩眼前风景：望望呆，念念旧，
专注于远山的黛绿或高天的空灵，期许获得片刻安宁。

远眺长江，耳听江风拂动芦苇滩时千枝万叶生发出挤挤挨
挨的摩挲声，我会不由自主联想起朱自清笔下清华园里的那片
荷塘，只是，此时此刻无有月色，我的通感只能部分抵达。

当然我的行走路径也并非一成不变的阈于南山北水。酷
热的暑夏，我会趋利避害，选择在树荫蔽日的老城旧路走走，漫
步老城，沿途除了已经褪光树皮的百年梧桐，还有曾诞生过故
城旧事的巷弄，有故事的街巷内蜗居着爬满青藤的高墙深院，
而那个城市的历史老人一直都在满城的喧嚣声中不动声色地
驻足观望。

那条稀世珍藏，亦河亦路的江南古运河，在张扬过昨日的
生命喧闹与市井繁华后，平和地流淌着今日的安详与宁静，也
是我必须时不时移步前往的徜徉之处。她曾经引领着我从最
北端的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口，循着河边一路向南，跋涉十
余里，行至无路可走。那些走过的日子里，我似乎总会瞥见河
道里飘着一两艘船，船尾有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掌着摇橹，推
艄板艄，摇摇摆摆吱吱呀呀的南来北往，而船头上，两个七八岁
的男孩子，正在嘻嘻哈哈地朝着河间进行撒尿比赛，比谁撒得
高飘得远……

每逢此时此刻，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笑，也会有想流泪的
感觉。

我有时还想问：走着走着，怎么又走回了家乡那条河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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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今日镇江二维码看更多故事
或见图书《四十年四十人》

走出去 引进来
——记镇江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

“两个第一”
□ 许洪声

洪云：“小巷总理”的幸福事业
□ 王鹏程 曹源

人物小档案：洪云，1965年生，从幼儿园老师起步，先后干过策划员、私企副
总，还做了几年直销。42岁“高龄”转行“小巷总理”，先后任润州区金山街道小街
和西津古渡两个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十几年来，她在小街和西津古渡两个社区创
建了好几个镇江精神文明和社区自治建设领域的重要品牌。她本人也先后获得
镇江市十佳社区书记和江苏省优秀“小巷总理”荣誉称号。

自在行走
□ 晓 春

淡妆浓抹大丽花
文/图 李 军

大丽花

夕阳下 童建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