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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6月1日是全市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天。
这一天，全市城乡都沉浸在欢乐的庆典之中，如城
镇更是万人空巷，跃进路上，从影剧院到市政府路
段的两旁，到处都是欢乐的人群，人们欢呼雀跃，
欢庆如皋撤县设市。这一天，翻开了如皋1580年建
县（东晋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历史新的一页，
标志着如皋开始迈向一个新的历程。

1987年前后，全国掀起了一股撤县设市热潮，
各地为了地区的经济腾飞和市政建设的繁荣，纷纷
申请撤县设市，当时南通市六个县中，就有五个县
提出了申请，而国务院是按计划有序地进行批准。
如皋在碰到殡改工作严重滞后和龙卷风自然灾害
后，仍继续努力。

溧阳争先推延了如皋申报进程。1989年12月
11日，石秀峰县长带我们进京，火车抵京时已是晚
上8点多。那时，移动电话还没有普及，只有少数
的大老板才拥有“大哥大”，程控电话只在部分发达
地区才开始装配，通讯十分不便。出发前我们未能
与北京方面取得联系，出站后就自己去找住宿，我
们一行先到燕京饭店登记，一打听，每人一晚上住
宿费需要130元，秀峰县长说：“太贵了，另找住处
吧。”于是，我们便到燕京饭店旁边的燕京宾馆，每
人花8元钱住进了地下室。住宿解决了，晚饭又成
了问题。当时处在计划经济时期，东西长安街两侧
又大都是机关部门大院，没有小吃店，戴武松同志
步行了一里多路，好不容易才在一家商店买了几块
面包、一袋花生米、两袋榨菜。花生米是塑料袋烫
封的，没有撕口，又没有剪刀，秀峰县长便用手
撕，一使劲，塑料袋是撕开了，可花生米全部撒到
地上，秀峰县长无奈地一笑：“没得嘴福，吃不成
了。”那天晚上，我们就用几块蛋糕、榨菜充饥，在
地下室度过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即去地名区划
司，拜会了张文范司长和孙伟林处长，因张司长来
过如皋，与秀峰县长已经熟识，所以未有过多的客
套，便进入正题。张、孙向我们介绍了有关江苏撤
县设市的情况，表示他们一直关心着如皋的撤县设
市工作，待时机成熟时，一定帮助申报。

后来我们于1990年1月12日再次进京。张司
长如约邀我们去他家里作客，晚饭是在家中自炊
的。张司长的夫人、高级工程师李承榕女士亲自下
厨，张司长陪我们喝酒聊天，气氛十分融洽，直到
晚上十点多才告别。这次北京之行主要是应邀拜
会，联络感情，撤县设市的事无须多谈，大家都心
照不宣，但在席间还是得到一个信息，经区划司与
江苏省民政厅沟通，江苏已同意民政部将如皋列入
下一批撤县设市计划。于是我们便开始打点回程，
1月16日上午，我们驱车赶往南苑机场，但是天空
却下起了鹅毛大雪，天寒地冻，飞机延航，只得滞
留机场过夜，直到第二天中午才登机返回。

乘热打铁，5月14日我俩再次进京拜会张司
长，了解进程。张司长告诉我们，如皋已列入司里
安排的江苏下一个撤县设市计划，并说他月底要前
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参加一个学术活动，到上海
后，将再次打电话与江苏省民政厅进行沟通。眼看
艰难的追建过程即将有果，我俩内心有说不出的高
兴。可是，好梦不长，北京传来消息，江苏要把溧
阳先行申报。溧阳是时任省委书记沈达人的挂钩联
系点。当时，省民政厅长刚刚换任，新任厅长把溧
阳的位序前移。据说新厅长曾亲自打电话向张司长
致歉，并表示溧阳设市后下一个指标即给如皋。

如皋市档案馆珍藏着两份关于如皋撤
县设市的重要档案。一份是1991年4月9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下发南通市人民政府的
苏政发［1991］38号文件《关于设立如皋
市的通知》：

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撤销如皋县，设
立如皋市（县级），以如皋县的行政区域为
如皋市的行政区域，不增加机构和编制。
鉴于县级市由省直辖涉及的方面较多，如
皋市暂仍由南通市人民政府管理。实行计
划单列。

另一份是一张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文件单［1991］政字00036号《关于江苏
省设立如皋市的批复》（复印件），上面有
时任省长陈焕友于1991年初的批示“撤县
建市仪式要从简”。其余省领导表示“赞同
焕友同志意见”。

县领导非常重视省领导的批示。于
是，如皋出台皋委发［1991］ 54号文件，
强调认真落实陈焕友省长及江苏省、南通
市主要负责同志的指示，明确建市活动的
指导思想为“隆重、节俭、安全”。正因如
此，如皋撤县设市庆典中涌现出了不少廉
洁节俭，奉公无私的真人真事。

自制标语省经费
时任县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吴光明，

在 《忆如皋撤县建市宣传工作》 中回忆
道，县委宣传部拟定十条《如皋撤县建市
宣传标语》，下发全县，要求各乡镇、各部
门，配合宣传如皋撤县设市的活动。县委
还统一部署，要在如城悬挂相关的大幅宣

传标语。这项工作如果外包，开支必然不
小。于是，县委宣传部统筹安排，采取

“人能用就用，钱能省就省”的方针，首先
组织人员前往如城各处实地勘察，选中人
流量大、交通便利的地方，确定制作标语
的数量、形状、尺寸等。数百幅标语，如
果只是用纸张书写，贴在布上，哪里经得
起风吹雨打呢？于是擅长美术字的吴光明
书写好标语后，县经委“从工厂抽调数名
女工将字用刀刻成模板，然后再将模板和
的确凉布送到东陈毛巾厂喷印。从写字到
喷印，一连四五天，大家起早带晚，忙个
不停。中午一般都不回家，吃完盒饭接着
干；手臂酸疼了，甩一甩再干；实在疲倦
了，伏在办公桌上打个盹儿。”

任务最终及时完成。其中艰辛，正是
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令人敬佩的是，百
条标语几乎没有什么开销，真正执行了

“隆重”与“节约”并行的活动方针。

自愿参演争奉献
如皋上上下下，所有民众都自愿为撤

县设市庆典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庆祝活
动十分热闹。曾是如皋老领导的王遐松就
是见证人之一。

王 遐 松 （1923—1992）， 如 皋 人 ，
1942年入党，历任泰县学联主席、泰县雅
周区区长、如皋城西区委书记、如皋县委
委员、如皋县委宣传部长等职。新中国成
立后，他又出任泰县县长、如皋县县长、
南通地委委员、金湖县委第一书记、省农
业办公室农业处处长、江苏省农科院副院

长、连云港市委副书记、江苏省党史工委
顾问等职。

参加庆祝典礼的王遐松，写下了两首
同名诗作《热烈庆祝如皋市成立》：

旭日东升市诞生，放歌高唱乐升平。
倾城盛装蹁跹舞，碧海江天桑梓情。

毫光紫气满江天，岁月蹉跎千五年。
奔向小康时运转，昆仑跃马再扬鞭。

第二首所述“千五年”是指如皋从东
晋建县至撤县设市时有1500多年的历史。
如今撤县设市，蹄急步稳，奔向小康，当
然需要热烈祝贺。诗中还提及“放歌高
唱”“蹁跹舞蹈”的载歌载舞的热闹景象。
当时参加庆祝表演的人员的确不少，但是

“隆重”中不失“节俭”。这要归功于当时
宣传工作做得好。

1987年，如皋县人民政府拟定皋政发
［1987］170号文件《关于申请批准如皋县
设市撤县的报告》，希望南通市人民政府同
意如皋撤县设市。在总述中，报告强调如
皋是“苏北古城”。在分述中，报告所述首
要条件便是“如城历史悠久”。现据报告所
述内容及笔者所知相关历史文化知识，试
将如皋撤县设市的历史文化条件记录与分
析如下。

《关于申请批准如皋县设市撤县的报
告·如城历史悠久》全文如下：

从东晋义熙七年始建（县）以来，至
今已有1500多年。如城是宋朝理学家胡安
定和明末清初四大才子之一冒辟疆的故
里。冒氏别墅的亭台楼阁临水而建，倒映
如绘，故名“水绘园”。古老的定慧禅寺已
整修一新，水环寺，楼包殿，别具特色。
大成殿飞檐翘角，画栋雕梁，融典雅、壮
伟于一体。以上古迹，均列为省历史文物
保护单位。如皋又是苏北革命老根据地之
一，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就诞生在如皋

西乡，解放战争中著名的七战七捷就有三
战三捷发生在如皋境内。

这段文字，短小精炼，基本概况出了
如皋历史文化的轮廓与特色，即三大文
化。1.文人文化。如皋文人，历代辈出，
尤其是知名度极高的冒辟疆（明末四公子
之一，并非“四大才子”）家族。曾有人
说过，若论南通历史文化，半壁江山在如
皋；若论如皋历史文化，半壁江山在冒
氏。仅仅冒辟疆一人，既是文学家 （诗
人、散文家），又是书法家，更是忆语体散
文的鼻祖，因此报告中提出冒辟疆十分必
要。只是冒家水绘园，早已衰败。今天世
人能见到的冒家建筑实为水明楼，是乾隆
年间盐商汪之珩在水绘园旧址上修建的，
以此来纪念冒辟疆的。水明楼得到园林学
家陈从周先生的推崇，被列为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理所当然。

胡安定即胡瑗，北宋理学先驱之一。其
实宋代许多名人，如范仲淹、周敦颐等，都受
过他的影响，直至近代，钱穆先生在《国学概

论》中还推介了胡安定刻苦求学的故事。
除去两位名人，报告中未曾提及的重

量级如城文人，至少还有王观及其主要家
族成员与戴联奎。在如皋，宋代为王氏，
明代为冒氏，显赫一时。王氏家族出过多
位进士。戴联奎为嘉庆、道光的老师，官
至左都御史，权倾朝野。而且王氏家族、
冒氏家族、戴家府邸，均在如皋集贤里
（即冒家巷），当时建筑群仍然保存完好，
如能写入报告，必然添色不少。

2.宗教文化。如皋定慧寺建于隋唐时
期，历史悠久。民国时期，如城更是寺庙
林立，大有“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景象。

如皋还涌现出常惺法师等爱国高僧。因此
报告介绍定慧寺的建筑特色，十分必要。

3.红色文化。如皋是革命老区之一。
在如皋创建的红十四军是江苏境内唯一列
入中央序列的正规红军部队。粟裕指挥的
苏中七战，有三战在如皋取得胜利。不
过，有两点，值得补充：首先，吴亚鲁烈
士应当提及，他于1922年就加入中国共产
党。他不仅是南通、徐州两地的革命火种
播种者，还是平江惨案的受害者之一。其
次，1945年底，苏皖边区一分区成立，下
辖崇明、泰兴等十多个县。如皋时为一分
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解读与分析如皋撤县设市的历史文化条件
□彭伟

1986年，国务院下发文件，鼓励“撤
县设市”。如皋抓住历史机遇，于次年正
式向上级政府交去皋政发［1987］170号
文件《关于申请批准如皋县设市撤县的
报告》，希望南通市政府批准如皋县撤县
设市。

如皋撤县设市，条件有利，符合国务
院[1986]46 号文件精神。总体上来说，当
时如皋县总面积 1476.9 平方公里，耕地
122.54万亩，总人口139.07万人，辖44个
乡、9个镇。县政府所在地为如城。20世纪
80 年代以来，如城经济建设及各项社会
事业取得大力发展，其综合功能和辐射
能力不断增强。因此如皋已经基本具备
了撤县设市的基础和条件。

在撤县设市中，旧县城的地位与条
件，至关重要。细细说来，除去历史文化
方面的有利条件，据《关于申请批准如皋
县设市撤县的报告》，当时（1987年 10

月）如城在以下方面的条件比较有利。
1.交通十分便利。如城镇距南通63

公里，与张家港、常熟、江阴市隔江相望。
通扬、如海、如泰运河穿城而过，南接长
江，北通京杭大运河。通榆、通宁、如黄等
公路干线交汇如城。每天有班车来往于
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徐州等城市。如
皋飞机场军民两用，辟有航线，直达北
京。纵贯苏北的铁路和204国道修筑后，
如城将成为水陆空运输、四通八达的枢
纽之地。事实证明，撤县设市的如皋，交
通十分发达，如今还通上了高铁。

2.人口密度较高。如城共有面积26
平方公里，在城常住非农人口 120940
人，占全县的60.1%，定量户口63382人，
占全县的57.1%。具体说来，在城定量人
口：63163名，在城定销人口：219名，郊
区菜农人口5060名，在城计内工、合同
工、临时工人口：20469 名，水上人口

2580名，拟划进如城16个村准农业人
口：19800名……

3.经济发展迅速。如城时有工业企业
144个，其中县属全民大集体企业56个；
独立核算的商业企业327个，其中国营商
业企业56个。在党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
的方针指引下，来如的外宾外商日益增
多，对外交往日益频繁，经济技术基础日
益加强。如城已开始走上以工业为主体，
以轻纺、食品、机械行业为支柱，以出口
创汇为导向的外向型的经济发展之路。
1986年，工农业总产值62504万元；国民
生产总值 27128 万元；出口产品收购
6569万元。预计1987年工农业总产值
80900万元，国民生产总值31200万元，
出口产品收购 7600 万元，分别增长
29.4%、15%和15.7%。

正因为具备以上有利条件，如皋最
终成功撤县设市，由如皋县变为如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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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撤县设市庆典中的廉洁节俭往事（上）

□殷亚平

回顾如皋撤县设市的有利条件
□春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