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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港一叶

如东记忆

书法家叶永勤
叶大纯之子叶永勤，字石芗，清
末廪贡生。早年曾师从侨寓掘港的
镇江名士赵曾望。光绪三十二年
（1906）与举人金文源、金萍郊叔侄
等人创办蠙山小学堂。光绪三十四
年，清廷要求农工商部重视棉种的
改良，第二年 7 月，农工商部行文各
地，要求将棉种改良情况调查后上
报，如皋知县郭令为此报告称：
“掘
港地方有公益棉花有限公司，于光
绪三十四年由芜湖廪贡生叶永勤发
起成立，以改良制棉花为宗旨，曾经
呈请大部注册有案。”有文章说，民
国六年（1917），掘港公益公司收购
棉花，年输出棉花 6 万担，叶永勤时
为掘港商界代言人。
叶永勤一度还是掘港政界头面
人物。清代，如皋县在掘港设官分
治，张百均任盐司，掌管盐场；廖纬
笙任主簿，掌管民政；徐长胜任都
司，主管绿营，他们被称为“掘港三
堂官”。清宣统三年（1911），掘港场
改称掘港市，叶永勤为掘港市董议
会成员。通州光复后，廖纬笙、张百
均逃往通州，寻求援助。皋东绅商
企图趁机宣布光复，脱离如皋，归
附通州。不久，通州军政分府委任
廖纬笙、徐长胜为掘港民政员和军
政员，组织“光复”。他们在西方寺
召集绅商开会，进步举人赵宗忭和
叶永勤、谢晴江通过组织民众投票
否决了通州军政分府的任职，赶跑
声名不嘉的主簿、都司；场大使张
百均，政声人望较高，虽经绅民挽
留 ，奈 因 家 有 老 母 ，乃 弃 官 奉 亲 。
数日后，掘港正式举行光复大会，
成立民政署，举人金圻被公推为民
政员，下设总务、警卫、学务等课，叶
永勤作为商界代表任掘港民政署警
卫课员。张百均，字研农，湖南长沙
人，举人，两任掘港场大使，掘港光
复后离开掘港，行前，赵曾望特作
“赠别张研农百均鹾尹弃官归里”七
言近体诗二章，见载于赵曾望《心声

数代风流

一挥而就，笔力雄健，与碧霞山门横
额‘水天一色’堪称二妙。求书者踵
至,亦不却之。”掘港砖桥东首的名
菜馆第一楼有一朝南正房，屋内墙
上所悬“天下第一流”横幅亦为其所
书，两旁有对联：
“义存汉室三分鼎，
志在春秋一部书”；第一楼正厅西侧
楼上三间雅座里，有一副对联：
“上
市鲥鱼鲜竹笋，出蒸螃蟹嫩芦姜”，
也是叶石芗所书。文化大革命期
间，叶仲白被造反派抄家，被扫地出
门 ，寄 住 在 尹 记 巷 一 人 家 的 门 堂
里。搬出时，胡志澄看到叶石芗练

石芗即使练笔，也孜孜以求。有几
张正反两面都写满字，很可能这些
都是晚年所写，因其时家境已大不
如前。
叶石芗亦擅篆刻，收藏有不少
印章，目前仅见遗存有一方闲章，印
面为白文“汉瓦当文”四字，篆体。
边款为“嘉靖丁亥冬月作 文彭”。
文彭（1498-1573）是明代画家文徵
明之子，著名的书法篆刻家；嘉靖
丁亥为嘉靖六年（1527），也就是说，
此印为文彭于 30 岁时所刻。国人
的印章有边款为其首创。叶仲白的
外孙樊泽兵同志回忆说：
“ 想当年
此类印章我家外公很多，是装在竹
质的小柜子里。因为我也喜爱篆
刻，外公锯了些黄杨木的小方块，
找了几把刻刀，让我练习，并随手送
了这枚图章给我。谁知文革抄家后
那些图章就不知去向了，实在是太
可惜了。
”

值班编委 高峰

▼

□ 吴剑坤
（接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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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联曾被辑入民国九年（1920）
胡君复所编《古今联语汇选》
（上海
商务印书馆出版）。
金泽荣(1850-1927)，字于霖,号
沧江,韩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爱国诗
人,有韩国屈原之称。1905 年,汉城
沦陷,金携妻女流亡中国，自称高丽
遗民,得张謇帮助定居南通,并参与在
上海的韩国流亡政府工作。在通定
居 22 年,先后出版《沧江诗稿》及文
集、史学著作 30 多部。逝于南通，
葬
于狼山南坡。民国初年，
通州翰墨林
书局印行的金泽荣《沧江续稿 诗
辛亥稿》中载有
“酬叶石芗二首”
。
杨文俊（1865-1944），字蔚卿，
扬州人，清宣统二年任掘港场大使，
诗书画兼资。叶石芗与之亦为诗文
交，曾撰有赠杨蔚卿盐尹联：
刘晏为江淮转运使
李沆是宋室社稷臣
刘晏，唐代著名经济改革家、理
财家；李沆，宋代名臣，有“圣相”之
美誉。
民国初年，著名律师、北坎王开
疆曾赴北京参加法官考试，取得法
官资格，家乡父老为之庆幸，叶石芗
先生特撰风趣之对联寄贺王开疆：
君如天岸马，
腾骧万里会风云
我比井中蛙，
蜷伏十年忘历日
民国十一年（1922），马塘李延
庚（星白）六十寿辰，其子李莲（亚
青）等为此征集张謇、韩国钧等名
士 为 之 题 词 、撰 联 、作 诗 ，以 为 祝
贺，辑为《青莲轩菊觞集》，其中有
叶石芗的贺诗。
这一年为中华民国建立十周
年，但发生直奉大战，时局不稳，叶
石芗忧国忧民，写下“双十节歌 ”
长诗，发表于 10 月 10 日《时报》上。

笔的毛边纸草稿散落一地，遂一一
拾起，不久将这些草稿交给外孙樊
泽兵。叶石芗的这些墨宝现存有
46 张 ，单 张 长 24 厘 米 、宽 11.5 厘
米。每张都写有十个笔力雄健的颜
体大楷字，有些字重复写出，可见叶

辑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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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东名师俞笃周
□ 薛雨泉

俞笃周（1899--1966），字崇祜，
生于如皋东乡冒家庄（今如东县袁庄
镇境内），据如东《教育志》记载：他是
如东教育世家俞心鉴之子，他一生从
事教育事业，曾被如东县政府领导和
乡亲们誉为终身从事小学教育工作的
“模范教师”
。
1920 年，俞笃周以优异的成绩毕
业于如皋师范，毕业后即受聘于如皋
县第五高等小学（今双甸小学）当教
员。1926 年他被调至家乡冒庄小学任
校长，
他处处为人师表，
授课准备充分、
教学认真细致，深得学生和同事的尊
敬。曾为俞笃周学生的苏中文教处处
长刘季平，邀请他主持如皋县教育局
工作，俞逊谢恳辞，并表示：
“小学教育
是基础，打好基础十分重要，我愿毕生
从事乡村小学教育，努力办好冒庄小
学，为家乡人民多做一点贡献。”对此，
刘季平深表赞许。俞笃周说到做到，
他担任冒庄小学校长近 20 年，该校原
为初级小学，校舍分设在两处，相距 5
里多路，
他不辞劳苦奔波 10 多年，
把学
校管理得井井有条。1933 年第二学
期，如皋县第三学区教委视察冒庄小
学时给予俞笃周校长很高的评价，在
《如皋县教育公报》上写道：
“校长俞崇
祜教授国语、
写字，
讨论详细，
笔顺指示
亦周；授作文，先引起旧观念，而后揭
题，教法合于规则”。又写道：
“校长俞
崇祜为人诚实，对于校务治理勤谨，颇
得地方人士信仰”
。
俞笃周为了发展家乡的教育事
业，尽快把初级小学发展成为完全小
学，但苦于缺乏经费，他经常步行奔波
于冒庄与如皋之间，恳请县教育局核
准资助，但这一夙愿多年未酬。1932
年，同乡挚友吴景陶（原南通市文化局
副局长）从清华大学毕业回归故里，在
俞笃周校长与吴景陶的共同努力下，
将 吴 宅 腾 出 部 分 住 房 作 为 校 舍 ，于
1936 年终将冒庄小学办成了完全小
学。俞笃周聘请教师的要求很严，一
要受过师范专业训练；二要工作踏实、
教学认真；三要师德高尚、为人师表。
因此，冒庄小学以师资素质好、教学质
量高而闻名遐迩。新四军东进后，冒
庄小学曾被评为如东县“模范小学”。
1943 年，冒庄小学被苏中行署文教处

列为省重点小学之一，并在《抗日语文
课本》中印有她的名字。
俞笃周校长为人谦虚、待人诚恳；
对同事尊重友好；对学生无论家庭贫
富或天资优劣，均能一视同仁。对天
资劣者，启发诱导，使之学有所获；对
家庭出身贫寒，天资聪颖者，则免其学
费和书籍费，竭力栽培。如学生周远
谋，幼年丧母，又系独子，因祖父母疼
爱，让其辍学在家，俞笃周知道后多次
登门走访，终被说服来校。周远谋深
感老师的恩德，发奋读书，后考入理想
学校，50 年代，先后担任江苏省重工业
厅、电子工业厅和工商行政管理局的
领导职务。俞笃周的学生分布全国，
其中有担任省部级和厅局地市级领导
者，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任军、师职
者。俞笃周对后代特别是对自己的子
女要求更严，他有 7 个子女，都先后经
过冒庄小学的培育和薰陶，
他每天要求
子女工整地写仿，并亲自批阅；他教育
子女勤奋学习、
刻苦读书，
永远听党话、
跟党走。后来，子女们相继投入革命，
均为中共党员，其中，大儿子俞远担任
安徽省组织部长兼安徽省党校校长；
二
儿子俞源，
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原综合
调研局研究员，
199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
少将军衔。四儿子俞邃，
现任中共中央
对外联络部调研咨询小组主要成员、
高
级研究员；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
问、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俄罗
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荣誉博士，
曾任中
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
负责协调中央党
政军 17 个部委有关研究工作的联络办
公室副主任，正局长级联络员等职务，
他主持译著有《当代的政治体制》、
《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等；其他几个子女都
是县团级以上的干部。
1942 年在俞笃周先生生病期间，
苏中党政军领导人粟裕、陈丕显、管文
蔚等都致函慰问。1944 年经县人民政
府批准退休，并通报表扬，誉为终身从
事教育工作的
“模范教师”
，
同时奖给他
大米 500 斤。1953 年迁居南京，
被江苏
省文史馆聘为馆员，从事书法研究。
1966 年 2 月，
因患胃癌，
医治无效，
与世
长辞，享年 67 岁。俞笃周老先生虽然
过世半个多世纪了，但家乡父老乡亲
时常还会忆起他。

芒种忙 焦屑香

拆迁前的叶家大门堂
稿草》。
后来由于时局多变，加之美棉
倾销，公益公司一蹶不振，叶氏家道
逐渐衰落。晚年的叶永勤，儿孙绕
膝，寄情诗书，怡然自乐。到叶永勤
的子女陆续出生后，叶氏逐步由商
贾之家转变为书香门第，虽然叶家
大门堂依然如故。不知道是叶永勤
有爱玉之好，还是循家族字派之规
定，其给子女取名时，叶昌珮、叶昌
莹等的末字中，都有“玉”的构成，而
孙女叶邦瑜、叶邦瑾、叶邦珑、叶邦
琨的末字中，也都有
“玉”
的构成。
在老掘港人的记忆里，叶石芗
不是以政商人士著称，而是以其书
法为人乐道。叶石芗工书，善用鸡
毫 ，多 为 颤 笔 ，古 雅 拙 朴 ，独 创 一
家。郭人和先生曾在“如东艺坛拾
趣”一文中说：叶石芗“善书，学颜鲁
公而又不拘一格。掘港建天主教
堂，其东山高处欲立一竖额,屡求善
书者而皆不当意,乃造先生门乞墨
宝,颔之以首，擘窠书‘天主堂’三字

叶石芗遗墨之二

叶石芗家富藏书，据说有万余
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其藏书被
“破四旧”的红卫兵查抄，笔者在如
东县中学工作时，于学校图书馆曾
见装满几大木箱的古今图书，据图
书馆负责人凌三景先生告诉我，这
些都是叶石芗家的。后来，学校曾
请郭人和先生整理编目。这些图书
退还給叶家时已不足十分之一，有
一些珍贵的成套古籍已残缺不全，
甚为可惜。
“1986 年 9 月 30 日，新馆
（典当巷）开放，叶明代表父亲捐赠
了家藏古籍 300 多册，如东县图书
馆现有古籍多为其所赠。”
（
《如东县
图书馆志》2009）叶仲白先生曾对外
孙樊泽兵当面说：
“这一些古书还是
给公家最好，不会散掉的。”
叶石芗雅好诗文，可其作品今
已不多见。
叶永勤与“烈燕池”一诗作者吕
迪光、流亡在南通的韩国志士金泽
荣（沧江）、北坎王开疆、浒澪张镜
湖、马塘李亚青等人多有诗文交。
作为创办掘港场迴澜书院主要
资助人之一叶大纯之子的叶永勤与
创办人之一的吕迪光友善。吕迪光
（1846-1893），字绍光，号梅轩，掘港
场人。以“烈燕池”一诗而闻名。清
光绪十九年(1890）病故后，叶石芗
特撰
“挽吕梅轩茂才”
一联：
迴二百年既倒狂澜文章憎命
破五十载未完好梦花月添愁

张可鉴（1878——？
），字镜湖，
栟 茶 浒 澪 人 ，毕 业 于 东 台 母 里 师
范。康平先生在“忆先生张可鉴”一
文中写道：
“张可鉴先生……在艺术
教育上颇有建树。他的书法、碑学、
帖学、绘画均有造诣;作品端劲秀丽,
神完气足,功力深厚,受到人们的推
崇。他与当时上海著名花鸟画家张
书旂先生(后居美国)为道友,风格上
受其影响……。
”
民国初年，张可鉴出版一本画
册，叶石芗应请为画册中的孤山放
鹤、坝桥寻诗、平沙落雁、濠上观鱼、
春郊散牧、秋林策蹇、无量寿佛、拐
李神仙、凌波仙子、荷薪樵夫、江天
半角、绝壁千寻、莲塘鹭立、桃坞燕
飞、江村晚眺、风月醉歌、罗浮疏影、
空谷幽香、湘江遗怨、彭泽归来等 20
图一一题诗。今录其题“荷薪樵夫”
图一首：
山麓烟云戴一肩，夕阳未下月
横天，
隔溪渔子殷勤问，今日曾无买
酒钱。
这些诗篇后来发表于 1925 年 8
月 1 日的《艺林丛刊》29 期上。在《艺
林丛刊》27 期上，载有署名为芜湖叶
石芗“偶感”
、浒澪张镜湖“题自绘芦
雁”诗各两首；28 期上，则载有署名
为中江叶石芗的“初夏偶成”、浒澪
张镜湖的“题自绘芦雁”诗各两首。
中江为芜湖的别称。 （未完待续）

打开儿时的记忆，每逢芒种季节，
焦屑的吃法很有讲究，
最常见的是
如若遇到一个阴雨闲空的日子，
我父亲
先盛上半碗焦屑，
用滚烫的开水（稀饭）
一定会和邻居们一起，
将刚进仓的元麦
冲泡，以半湿略干为佳，然后用筷子搅
或大麦放入锅中用沙子掺和在一起炒
拌，黏糊糊、香喷喷，还略带青酸，吃起
熟，
然后筛去沙子，
放在石磨上磨碎，
以
来十分爽口，若是再加上一小勺红砂
细密的罗筛过筛，
筛下的焦黄粉即为焦
糖，
更觉香甜可口了，
细细品尝，
那口感
屑。可能是因为当时选用刚进仓的新麦
真是美极了。如果喜欢吃咸的，
在焦屑
做成，
所以还散发出新鲜泥土的清香。 里拌入咸菜，滴上几滴芝麻油，举箸尝
制作焦屑，一定要选刚收割的新
尝，那味道是出奇的鲜美，食后定叫你
麦，因为陈年麦子经过长期的存储与
唇齿留香、
绕颊三日。
曝嗮，炒出的焦屑不如新麦清香，而且
焦屑的最大特点是耐饥。农历五
最好是选择元麦，因为元麦粘性小、口
月，天气开始炎热，下田劳作的人们容
感好。炒前须将麦子淘洗晒干，上锅
易饥饿，早上能吃上两碗新麦制成的
时，灶膛内的火可适当旺一点，不过翻
焦屑，可以很好地补充能量，一上午都
炒的速度要快，过一段时间，只要有一
不觉得饥饿。所以，多数庄户人家都
点微火就行了，如果是干柴，则用余
喜欢在新麦收割后，磨点焦屑存放在
火，不用再添草了，假如一直用旺火
瓷坛瓦罐之中，以防昼长夜短的夏日，
烧，容易将麦粒炒成焦黑，吃起来味苦
有时下午在田间劳作，觉得腹中饿了，
不香，翻炒的工具也不宜用锅铲，因为
放下手中的活计，跑回家中泡碗焦屑
用锅铲翻动不易炒均匀，使麦粒生熟
充饥，也可算是农家午后的一顿丰盛
不均，乡下人一般用芦苇扎成长把，人 “腰餐”。
站在灶边，以长把在锅中不停地搅动，
现如今，广大农村富裕了，农民生
这样既不烤手，也省力，且炒得均匀。 活富足了，餐桌上的副食品亦极大丰
待麦粒噼噼啪啪地在锅中炸得欢、蹦
富了，再也不要以焦屑来充饥了。但
得老高时，便迅速将麦粒铲起，筛去沙
人们仍不忘炒新麦、磨焦屑，每当这个
子，倒进笆斗或簸箕之类的器具中冷
时候，我就想再吃上一回父母亲为我
却，待热气散尽后，便可以磨焦屑了。
们制作的焦屑，只可惜，这个愿望永远
磨焦屑要用石磨。我家有一副小
也不可能实现了，因为他们已经离开
石磨，只见父亲先把石磨的上一片掀
我们多年了-------。
起，然后用扫把把磨齿里的生粮刷干
焦屑之所以能成为餐桌上不可或
净，铺一层刚炒熟的麦子，再把磨片放
缺的传统佳肴，主要是因为它是来自
下来，这样，就可以磨了，我家正常是
田间的绿色食品，而且内含长寿奥秘
父亲牵磨，母亲负责添磨，牵磨是重体
所在。在这树木葱笼、绿意肆虐的夏
力活儿，牵的速度越快，麦子也就碾得
日，如果你来到乡间，浓浓的焦香味道
越碎，粉屑仿佛大雪似的从磨口纷纷
夹杂着返青秧苗幽幽的清甜气息，飘
扬扬飘扬下来，磨好后，用细眼罗筛筛
浮在田野、村落的空气里，嗅一嗅，香
出麸皮，筛下的就是焦屑了，尽管工序
香的、绵绵的，令人陶醉、流连忘返，享
繁一点，但这样制作的焦屑香味浓郁、 受着这原生态的美味，一定算得上是
营养丰富。
一种清新的幸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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