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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京 孙友田

一位美丽贤淑的乡村少

女，

走进了中国最早的诗歌

总集《诗经》。

微风吹拂着她柔美的飘

带，

阳光映照着她白净的皮

肤。

《诗经》的开篇之作《关

雎》是一首爱情诗，

起句便是“关关雎鸠，在

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

淑女和思念她的君子，

都是这首诗的主角和亮

点。

相传孔夫子在删定《诗

经》时，

把这首爱情诗放在三百

篇之首。

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

里，

一位年轻的女子，

竟出现在诗三百的首篇

首句，

让世代咏唱。

淑女

■江苏盐城 周洪林

2018年是农历戊戌

年，俗称狗年。2018年1

月5日，中国邮政发行《戊

戌年》生肖邮票一套 2

枚。该套生肖狗邮票延

续第四轮生肖票整体“合

家欢”的气氛。第一图

（图1）名曰“犬守平安”，

公犬昂首挺胸，目光炯炯

有神，瞪视前方，两只耳

朵机警地竖立着，两条后

腿有力地后蹬，随时能够

离地飞奔、抵御外敌、守

护家宅。第二图（图2）名

为“家和业兴”，棕色母犬

展现了母爱，低头亲吻一

只幼崽，黑色小狗昂头挺

立，像幼童学步一般努力

挺直身躯，眼里活灵活现

地透出幼稚胆怯。二犬

相依，舐犊情深，寓意家

业兴旺。两图相连，预示

着家的平安和睦与国的

兴旺富强。第四轮生肖

狗年邮票，以小见大，祈

愿华夏神州大地国泰民

安，繁荣富强。

用狗票制作邮品再

盖上“狗戳”，更具有收藏

价值。说来真巧，2017

年12月1日，在北京举办

的2018戊戌年中国集邮

生肖贺岁季发布会上，中

国邮政正式公布了45家

具有浓厚“狗”文化背景

的《戊戌年》生肖原地邮

局名单，给广大集邮爱好

者带来了佳音。现介绍

如下，供参考。

北京门头沟分公司

狗牙山（临）、北京西外大

街支局名犬乐园（临）、北

京十二兽首邮局（临）、天

津和平区鞍山道邮电支

局狗不理（临）、辽宁抚顺

新宾县永陵邮政支局义

犬（临）、吉林长春分公司

家旺（临）、黑龙江哈尔滨

道里区分公司上游街邮

电支局生肖邮局（临）、黑

龙江哈尔滨松北区分公

司松北一路邮电支局狗

岛邮局（临）、河北保定满

城集邮门市部神星狗塔

（临）、河北滦南县邮政局

集邮公司高狗庄（临）、河

北张北县邮政局集邮专

柜玉狗梁（临）、山东淄博

市分公司集邮与文化传

媒部沂源狗跑泉主题邮

局、河南遂平县和兴乡邮

政营业所狗冢庙（临）、河

南宜阳县集邮公司天狗

峰（临）、河南淮阳县集邮

公司民间艺术�泥泥狗
（临）、山西运城市大厦邮

政营业厅狗市巷（临）、山

西寿阳县邮政中心营业

厅狗儿堙（临）、山西大宁

邮政分公司狗头山（临）、

陕西眉县汤峪邮政所太

白山哮天犬（临）、内蒙古

敖汉旗狗泽都邮政所、宁

夏同心县预旺邮政支局、

宁夏中卫市邮政分公司

大麦地岩画狗（临）、江苏

徐州集邮与文化传媒部

石狗湖（临）、江苏苏州公

司门市生肖邮票博物馆

（临）、江苏连云港分公司

集邮与文化传媒部灌南

义犬庵（临）、浙江绍兴皋

埠支局吼山（临）、安徽黄

山市分公司天狗（临）、江

西九江市湖口县双钟邮

政局狗头山、江西玉山县

三清山邮政所天狗望月

（临）、江西乐安县新大楼

营业部招携狗井洞、福建

厦门市海后路支局台狗

巷（临）、湖北黄石市交通

路邮政所大冶汪仁、湖南

岳阳集邮分公司黑狗岭

（代）、湖南邵东县分公司

集邮门市部汪塘、湖南茶

陵县炎帝路支局狗子岭

（临）、湖南平江县邮政支

局集邮部小黑狗（临）、广

东惠州市惠阳区邮政局

函件集邮公司石狗屋

（临）、广西隆林县龙山邮

政支局狗场（临）、海南三

亚市狗岭路临时邮局

（临）、重庆南岸黄桷垭邮

政网点狗儿丘（临）、重庆

开州迎宾街邮政支局狗

儿坪（临）、贵州安顺市狗

场邮政所紫云狗场、云南

牟定戌街邮政所、青海玉

树市集邮门市部藏獒

（临）、新疆阿克苏地区集

邮 分 公 司 獒 邮 天 山

（临）。

除上述《戊戌年》生

肖原地邮局名单外，笔者

还通过与邮友交流，收集

了我国部分正在启用的

含狗字邮局（所），如：河

北永年狗山邮局、浙江顺

泰黄狗斜（临）、湖南怀化

市邮政局狗崽冲（临）等

（图3）。

狗票盖“狗戳”，添

趣又添乐。在喜庆狗年

之际，能够收藏到一枚趣

味盎然的“狗票狗戳”实

寄首日封，肯定是广大集

邮爱好者的一大乐事。

狗票盖“狗戳”添趣又添乐

老革命家张格心私家格言印

图3部分正在启用的含狗字邮局（所）戳

■江苏南京 胡剑明

日前，藏友叶先生在福州

一古旧书市，淘得一枚清代玉

质龟钮印章。该印边款（图1）

为“立身养德”“格心谨遵”，印

面为白文“张重甫印”（图2）。

经多方考证：此印为一位叫“张

格心”的革命老干部的大半生

“携身之物”，称得上是一件非

常有纪念意义的革命文物。

经考证相关资料及走访了

解到：张格心（1916—1989），原

名张纯家，江苏省睢宁县李集

镇人。1938年2月参加革命，

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其

父“张重甫”是晚清秀才，在当

地很有声望。他读书刻苦，一

年即在私塾读完“四书”“五

经”，又能够背诵许多旧体诗

文，为日后从事革命工作打下

坚实基础。稍长，他自学了小

学课程，直接报考初中，但由于

他没有小学文凭，临报名时，只

得向一位名叫张格心的同乡借

用文凭，即以张格心的名字报

名。最后，以优异成绩考入江

苏省宿迁中学。从此，他便易

名为“张格心”。

张格心初中毕业后回到故

乡，担任小学教员。当时的李

集镇被国民党基层政权树立为

“模范镇”，实际上社会风气闭

塞，封建落后思想禁锢着人们

的头脑，受害最深的是广大妇

女。她们幼小时即受缠足之

苦，成年后还要遭束胸之害；平

时不准进学堂读书识字。亲见

种种，张格心决心要革除这些

封建陋习，并先从张氏家族中

姊妹做起。他分别找长辈讲道

理，他说：“缠足束胸实为对身

体的一大摧残。束胸不仅限制

肺活量，而且直接影响哺育后

代。把天足人为地裹成畸型小

脚，与跛子何异？何以劳动？

何以走路？”在他说服和鼓励

下，张氏姊妹中有的主动放足，

有的断然拒绝缠足。他还积极

鼓励女孩子读书识字，求知明

理。乡邻的一些女孩子先后进

入学读书。两个堂妹都先后参

加了革命。

在任教期间，张格心周围

已聚集了一批有志青年。他们

关心国内外形势，经常聚会，谈

论革命与抗日前途，表现了关

心社会的热忱。

1936年夏，为了进一步开

阔视野，探求救国的真理，张格

心放弃教职，考入江苏省立徐

州中学高中部（徐州市第一中

学）。在徐州中学，他进一步接

受了革命思想。不久“七七卢

沟桥事变”爆发，日本相继侵占

德州、平定、绥远、上海、太原等

地。张格心感到这是民族生死

存亡的关键时刻，即决定辍学

从军，奔赴抗日前线。

1938年春，他返回家乡，将

自己投奔革命的想法告诉了父

母。父亲张重甫非常支持，并

将自己的私印又请人刻上“立

身养德，格心谨遵”交给儿子随

身携带。几天后，张格心与几

位青年一起告别家乡，踏上了

西行之路。他们到达山西临

汾，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先进入

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学习。不久

转道北上，到达延安进入“抗大”

学习，为第四期学员。后任中共

山东分局党校教员、指导员，鲁

中区党委党校教育科科长，鲁

中区党委宣传部教育科科长，

巡视团主任，中共鲁中淄博特

委宣传部部长，中共沂南、泰安

县委书记。1949年随军南下入

闽，同年9月9日至1950年4月

任中共福建省晋江县委书记。

一别十年，只在1948年随

解放大军南下时，他才得匆匆

返乡一次。走上革命之路后，张

格心一直以父亲的“立身养德”

的教导作为自已的座右铭，并将

父亲赠予的刻有“立身养德，格

心谨遵”的这枚私印随身携带，

以时时提醒自己谨遵教诲。

在这十年中，他的弟弟、两

个堂妹及他的侄儿也都相继参

加了革命。他的一个年仅14

岁的侄女为党的地下工作者传

递情报，不幸被捕，献出了年轻

的生命。他年逾花甲的双亲也

忍受着各种反动的政治迫害，

他们为儿子而骄傲，也希望能

在迟暮之年，再见到儿子一

面。但遗憾的是，就在张格心

重返故乡的前一个月，他的父

亲张重甫因病离世。

张格心这次只在家乡停留

不到三天，就随大军南下。这

一去历经37个寒暑。从闽南

调至闽北，又从闽北调至福州，

从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而省委

宣传部长直至副省长，担子越

来越重。他的足迹几乎遍及闽

省各县，他把自己的光和热全

都奉献给了福建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张格心曾担任中共福建省建阳

地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部长，省

文教办公室主任，省革命委员

会副主任，副省长，省人民政府

顾问、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

合会第一届委员会主任、省广

播电视大学校长、省红十字会

第三届、第四届会长、中共福建

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

中共十二大代表。

“立身养德”“知恩图报”是

中华文化的精髓，家国情怀的

源泉。鸦有反哺之情，羊有跪

乳之恩，人有感恩，方能立志闯

天下。张格心一生从事革命工

作，从老父亲早年赠予的这枚

私印中谨记教诲，锻炼激励自

己，形成了“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品质修养，

常怀“养德”为民之心、常思强

国之略、常念复兴之文，他的革

命的一生，贯穿了吃水不忘挖

井人的感恩之情，秉持“民乃官

之本”的智慧思维，攀上了人生

道德的巅峰，闪现人性的光

辉。张格心的这种“立身养德”

的情怀，永远值得我们后来人

学习与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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