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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来说，7月9日是个幸福的
日子。

隔天我从外地回常，因大雨导致
航班延误达七小时，到家睡觉时已过
子夜，故今晨起晚了。谁知，一打开手
机，看到一条微信，我惊喜得差点跳了
起来。

微信是南大街街道党建工作办
公室的周沁怡发给我的，她通知我去
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看完微
信，我竟手忙脚乱起来。一心想快些
能领到纪念章，出门后想起忘带公交
卡了，返回家拿；已经到公交站台上
了，一看别人戴着口罩，才悟出自己
口罩忘拿，又连奔带跑回家拿口罩。
而当我走进党建工作办公室见到小
周时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写一篇
文章，题目叫《迟到的幸福》”。小周
和她的同事们都笑了。因为只有我
和他们几位懂得“迟到”二字的真正
内涵。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组织关系，

本应在常州日报社，但因我退休后创
办的阳光培训中心要建立党支部，就
把关系转到南大街了。而这次调查统
计50年以上党龄的老党员时，我人在
海南，阴差阳错，被漏掉了。我回常后
又因患带状疱疹住院治疗，直到6月3
日，我赶到南大街街道办事处一问，才
知道统计工作早就结束，老党员名单
也老早就上报了。小周很负责任，还
帮我找到南大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冯
洁同志。她们答应帮我向区委组织部
反映，但能否补到就得看运气了。要
晓得，这次建党百年颁发“光荣在党50
年”纪念章，是很严肃、很神圣的事，名
单逐级上报，纪念章逐级下发，一般都

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不会多余。只有一
种可能会有多余，那就是名单中的某位
老党员遇有特殊情况不能领了。她们
苦口婆心地劝我，让我等等看，只要有
希望，一定会帮我争取的。我还傻不楞
登地问冯书记，有几成希望？冯洁则直
言相告，很渺茫。人家已经尽心了，我
能咋办？我失望之余，仍不死心、不甘
心，隔三差五地与小周微信交流，再三
恳求。小周的回答则如同刻版：“我们
一定为您争取，如有，第一时间联系
您。”你说心焦不心焦？特别是6月底的
那几天，看到人家领到纪念章时的喜
悦，我更垂涎欲滴。

冷灰堆有时还真能爆出热火星。

就在7月 1日，建党100周年纪念日，
中午11点52分，小周突然发微信告诉
我：“有纪念章了”。我看到信息后，先
是喜出望外，继而感激之情油然而
生。我知道，南大街街道的同志们，为
此肯定没少费神思，甚而包括钟楼区
委组织部的领导在统筹协调中也没少
操心。

当小周把中共中央统一颁发的纪
念章挂到我胸前时，我深深懂得，什么
叫甘之如饴了。这种幸福，不是每个
人都能享受到的。这一幸福，虽然迟
了几天，虽然让我经受了一月有余的
煎熬。但越是这样历经曲折，幸福才
越有滋味。

肖 声

迟到的幸福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波澜壮阔
的光辉历程中，形成数以万计的
革命历史档案。这些弥足珍贵的
档案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筚
路蓝缕、艰苦奋斗的光辉历史，是
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更是
中华民族一笔极为可贵的精神财
富。

作为一名常州经开区潞城街
道的档案工作者，从2018年接触
档案至今，基层档案工作给我最
深刻的印象就是“缺图少料”，重

“保”轻“用”，这些问题都制约着
新时代档案工作的科学发展。也
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收集老照
片、老档案，以此丰富自己的兰台
生涯。

前不久，听说上海藏友手中
有一组6张毛泽东信札照片有意
惜出，我在第一时间与该藏友取
得联系，希望他能将这组珍贵影
像档案予我惠存。经过多方努
力，这组照片档案被我保管珍藏，
通过查阅资料发现，这组《1954
年4月29日：毛泽东致石城乡党
支部、乡政府信》照片由中央档案
馆于2013年在共产党员新闻网
刊发。

拿到照片的那个晚上，我逐
字逐句地阅读毛泽东致石城乡
党支部、乡政府的书信，欣赏着
这采千古之遗韵，熔百家于一炉
的毛体书法，在那一瞬间，我仿
佛看到了那位时时出新意于法
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伟人
那峥嵘岁月。

1954年4月29日，毛泽东致
信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
府，明确表示了他对外婆家亲戚
的态度。他在信中写道：“我的亲
戚唐家圫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
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
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
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
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
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
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

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
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
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
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
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
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
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
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
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
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进步
的。”短短300余字的回信，虽然只
是一幅幅影像档案，但依旧如翰墨
留香，这不仅仅因为毛泽东的这些
手书灵气飞动，更主要的是，信的内
容透露着浓浓的亲情，蕴含着一代
伟人在处理公与私、国与家之间关
系时的3条原则：“恋亲，但不为亲
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
不以公济私”。

虽然离回信时间已经过去了整
整67年——但这样的档案就像是

“告党员书”一样，时刻警醒着党员
干部要敬畏人民的心声，谨慎使
用人民赋予的权力，牢记人民的
利益高于一切。“政在去私，私不
去则公道亡。”人贪起于奢，政衰
起于腐。为政者若谋私利，必伤
民心、逼民反。腐败的本质就是
以权谋私，就是将公权私利化。
公权私化，是执政的大忌。公权
的基础在民意，公权的根基在民
心。根基不牢，地动山摇。

档案是反映一个国家在一定历
史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
基本面貌的最基础最原始的材料，
革命档案激励人、教育人、启迪人、
警示人。

作为新时代的档案人，我们要
共同肩负起对档案典籍保护与研究
的历史重任，充分利用档案文化资
源，发挥档案文化作用，引导公众了
解、支持、参与档案文化建设工作，
共同促进新时代档案事业取得新发
展，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贡献兰台
智慧。

兰台情深处，恰是百年风华路。

孙江 文/图

一组珍贵的影像档案

“给岁月以文明，而非给文明以岁
月”，是科幻作家大刘（刘慈欣）在《三体·
黑暗森林》中的名句之一。

虽然仅停留短短几日，我却觉得潮
汕完全配得上这句话。

在揭阳、汕头、潮州三地走马观花，
我喜欢打个车和当地司机聊聊天，或徒
步探索陌生城市的角角落落。关于潮汕
的点滴见闻多为现学现卖，或有班门弄
斧之嫌。只能说，潮汕文化太有感染力
了，把我给“同化”啦。

是南国，更是潮汕

在江南的又一波寒潮里，我奔向了
如春的南国。

当飞机盘旋在揭阳潮汕机场上空
时，传来清晰甜美的播报声：室外温度
27度。一出机场，映入眼帘的便是南国
常见的三角梅。

南国的暖风，一下子熏醉了我的双
眸。

过去若干年，我几乎每个冬季都会
飞往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等南方城市；
潮汕倒是第一回来。

我爱南国的暖，更爱南国繁华中的
人间烟火。

即便是10年前的澳门，20年前的
香港，也总能找到丰俭由人的美食、不费
分文的美景；更别说物价感人的广府
了。而走在潮汕街头，更是遍地吃食店：
粿条、蚝烙、牛肉火锅、白粥、粽球、肠粉、
糖水、腐乳饼……难怪广东当地有句俗
语：来粤不来潮，白白走一遭。

在中华大地上，但凡这种约定俗成
泛指的地名，大都不可小觑。譬如徽州、
譬如苏南、再譬如潮汕。潮汕地处广东
省东面，核心区是由潮州、揭阳、汕头这
三座城市构成的三角地带。早在公元
591年，隋文帝杨坚就将现在的潮汕地
区命名为“潮州”，意思是“在潮之洲，潮
水往复”。此后，“潮州”两字作为这一地
区的名号一直沿用了1300多年。1905
年，爱国华侨出资兴办了一条从潮安到
汕头的“潮汕铁路”，就此留下了“潮汕”
的概念。上世纪90年代初，汕头、潮州、
揭阳三市分治，为了与潮州市区分，“潮
汕”的说法便渐渐流传开来。

不过，很多海外的潮汕人仍喜欢自
称潮州人。

这也是种乡愁吧。

喝着茶把钱赚

回顾我20多年的境内外旅行史，铭

记在心的都是一些有意思的人文碎片，而
那些震撼一时的、物质上的金光闪闪，早已
模糊在了岁月的尘埃中。

谁说文化没有生产力？
拥有一众超奢品牌的意大利，最令我

流连忘返的是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历
史文化名城，是美第奇家族的传奇，是米开
朗琪罗的真迹。这也是意大利虽难称为一
流国家，但全世界依然愿意为意大利奢侈
品牌、超跑等IP买单的主要原因吧？再如
国人爱去的济州岛，不仅有可供买买买的
免税店，更有充满现代感的都市设计，与高
丽文化交织在一起，形成别具一格的韩风，
才能吸引一波又一波见识过祖国大好河山
的大陆游客。哪怕是后起之秀曼谷、巴厘
岛、清迈等东南亚城市，也离不开众多艺术
家的灵性滋养。

这大概是文明的力量？
“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在

潮汕地区，茶文化已经深入人心。我在潮
汕入住的汕头嘉和海景酒店以及潮州金信
四季酒店，无一不在显眼之处摆放着一套
小而精致的茶具。

涌现众多富豪的潮汕生意人，便是一
边喝着茶，一边赚着钱。

茶艺即生意。
行云流水、水到渠成！

“衣冠南渡”，初心不改

潮汕文化，与中国历史上多次“衣冠南
渡”紧密相联。

最早的潮汕移民，并非直接来自中原，
而是先在福建安顿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
后又辗转入潮。因此，比起客家人围屋而
居的保守，潮汕人多了份进退自如；比起广
府人厚重的乡土情结，潮汕人又多了些沿
海地区的敢闯敢当。

1684年，清政府首开海禁，为了防范
海盗，朝廷规定商船必须涂上不同颜色
的油漆以示区分。潮商的船因规定涂上
红色，被称为“红头船”。红头船从汕头
的樟林港声势浩大地出发，不惧风浪，远
涉重洋。在时局动荡、风云变幻的清朝
中晚期，潮汕商人逐渐接棒晋商、徽商等
商帮，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帮
之一。

清代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这样勾勒潮
商的形象：“潮人善于经营，窭空之子，只身
出洋，皮枕毡衾以外无长物，受雇数年，稍
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不作海外
巨商矣。”

据说，深圳的富人区，潮汕人占比最
多；众所周知的李嘉诚、马化腾、国美黄光
裕等，更是潮汕富豪的翘楚。

现在，在揭阳潮汕机场内，便静静停泊
着一艘红头船的模型。

天南海北、寰宇内外，有潮水处，便有
潮人。

张琛 文/图

潮来汕往不思归之一：风土篇

给岁月以文明

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出差，为了提
高效率，吃碗面条最省事。

小时候吃面就是面，没有什么名
堂经，但名字好听，叫作阳春面，这颇
有阳春白雪的联想，其实就是光面。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面里有浇头了，
荤素搭配，名目繁多。

兰州拉面，面是拉出来下锅，面
条劲道。面好了放浇头，主要是牛
肉，把预先煮好的牛肉切片，那片纸
样薄。再加咸菜、香菜、葱花等，味
道还行。

河南烩面，面条煮七八分熟，和其
它食材放在一起烩。我理解的烩就是
和在一起干烧一会儿，让面条随汤一
起入味。味道也蛮好。

苏州的红汤面，面条下好，放佐
料，酱油必不可少，也会加些浇头。苏
州木渎的羊肉面，放的是羊肉羊杂
等。羊肉羊杂烧得濡软入味，最妙的
是高汤，吃起来相当美味。

镇江的锅盖面很出名，面条倒成了
配角，各种浇头独领风骚，让人觉得吃
面只是个噱头，吃各种浇头才是道道。

前些天去南京，下午要做一场讲座，
中午时分才到达，就在云南路的巷弄里
找了一家面馆对付。客人还不少，一看
菜单，全是皮肚为主题的面条。我问什
么叫皮肚，原来是猪肉皮晒干后油炸而
成的食材。我点了一碗皮肚小排面，38
元。等了十分钟，上面了。感觉面条生
硬，小排可能是冷的和进面里的，也生
硬。皮肚没有鲜味，入口粗糙。但旁边
的人还是吃得津津有味，大概不合我的
口味吧。

不禁怀念起常州的那碗面。前一阵
去常州，朋友带我去吃早餐，说是网红面
店。我心想，全国到处都吃面，网红面馆
多如牛毛，故弄玄虚罢了。

那家叫“灵得面馆”。朋友点了一碗
鳝丝面，18元。我要了一碗青椒肉丝面，

10元。面店老板很热情，说：“请稍等。”就
去灶台前操作。在等待面条的时机，我仔
细打量了一下这个面店，墙上挂着各种浇
头面条和客饭的图片，看上去很不错。面
馆规模不大，两排桌子，每排六张，每张可
坐四个人。虽小，环境整洁，色调舒服。
在等面条的时候，朋友端来一碗面糊，稀
薄正好，味道也纯，感觉真好。

一会儿的功夫，朋友的鳝丝面好
了，他去窗口端到桌上，在等我一起
吃。我问：“我的面呢？”他说，在做。我
就纳闷了：“不是一起下面，分别加浇头
吗？全国各地好像都这样做面。”他说
不是，除非是相同的浇头，否则都是分
别做。我抬头看厨房，看到他们夫妻在
不同的地方劳作，妻子在下面条，店主
在炒菜，果然是炒我的那份青椒肉丝。

过了三五钟，看着他们做好了，通知我
们去端。

我把面端到桌前，看到新鲜的辣椒
肉丝盖在上面，色泽养眼，香味扑鼻而
来，情不自禁地大口开吃。菜香，面条的
软硬也恰恰好，妥妥的家的味道，甚至比
家里烧的还要好吃，灵光佬！

我是溧阳人，常州算是我家乡，是长
三角经济发达地区，著名的苏锡常之
一。我几乎吃遍了全国各地的面，尽管
各有特色，但如此考究，如此精致，做出
比家常还家常的面条，真是难得！

周如明

一碗灵光面

作者在整理家中摄影收藏

《1954年4月29日 毛泽东给石城乡党委、政府的回信》。6张照片档案

学习“三杰”精神 汲取前行力量（金坛刻纸）
万莉君

汕头南澳岛风光

汕头“小公园”风搭着脚手架的民国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