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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站镇开辟稻田开河建镇始于清
光绪元年乙亥（1875）是由周盛传、周盛
波兄弟率淮军盛字军实施开创的。

周家的祖辈周福德，于明武宗正德
十四年（1519），避宁王宸濠之叛乱，由
江西抚州府临川，迁居安徽肥西紫蓬山
大柏乡枣林岗雷麻店的。祖辈务农，以
耕读传家。周盛传的曾祖父周有益，祖
父周文彬，父亲周方严。周方严六个儿
子，周盛余字爱三、周盛选字万青、周盛
华字含英、周盛波字海舲、周盛传字薪
如、周盛春字锦三。周家的家谱二十个
字：“国有文方盛、家行孝本先、典当崇
发首、礼乐少英传。”周盛传的儿子周家
驹，孙子周行道，重孙周孝强，曾孙周本
章，元孙周先昌。现留居小站的为孝字
辈以下。

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占领合
肥，周家兄弟六人对抗太平军，家宅三次
被焚毁，老三盛华、老六盛春及老四盛波
的妻子死于征战。仅盛波、盛传二人幸
存。咸丰六年（1856），应滁全音统领的
召募，督率团练征战。期间，巡抚福济要
给予六品顶戴，巡抚翁同龢保举做把总，
大臣袁甲三给过千总，周氏兄弟一概谢
绝，从未请过一饷，未受过一职。

同治元年（1862），两江总督曾国藩
派道员李鸿章在安庆召募淮军，四月，
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周盛波选募所
率团勇组成一军，入编淮军，号盛字营，
随李鸿章到上海。周盛传被任命为浮
标亲兵营哨官，一路夺取青浦、攻克嘉
定与北新泾，在四江口奋战解围，升游
击。又取太仓、夺昆山、攻北漍、克江
阴，升参将加副将衔。获得勋勇巴图鲁
（勇士）称号。继而拿下无锡，升总兵。
周盛波升为提督。

同治三年（1864），攻打常州城，周
盛传登到城壕桥上，桥被轰炸断裂，受
伤昏死，伤愈续攻，终于攻克。这年，太
平军败亡后，又与捻军作战。同治四年
（1865），在安徽宿州，雉河集一战大胜，
晋升提督。同治五年（1866）在钜野、菏
泽、柘城、罗山获胜，得到光绪皇帝翎
管、搬指、火镰、荷包等物件奖赏。同治
六年（1867），东捻军败亡，周盛传受广
西右江镇总兵衔。同治七年（1868），西
捻军败亡，被皇帝赏穿黄马褂。赏给，
只一件，赏穿，可以永久穿。

周盛传自己总结说，十几年来，经
大小四百余战，无一败。就因为自己不
忘先人训诫，待人不敢不诚，临事不敢
不慎，不敢薄人厚己，不敢因私废公。

同治九年（1970）周盛传率盛军入
陕，进潼关驻韩城，一月之内，肃清了宜
川到济川数百里内的土匪。

同年，天津教案发生。火烧望海
楼。群众打死向知县开枪的法国领事
等三人。烧毁教堂及法国领事馆，解救
了150多名儿童。烧死20名教士、修
女。七国公使照会清政府，英美法兵舰
集结大沽口。直隶总督曾国藩或处死、
或充军判刑参与案件的群众数十人，革
职查办了属下官员，向法、英、美、俄等
国赔款白银共四十八万余两。曾国藩
辱国残民，引起天津民众的极大愤慨，
同治帝只得让他回任两江总督，由李鸿
章接任直隶总督。总督府由保定迁移
到天津。同治十年（1871），盛军跟随李
鸿章驻军青县马厂。

同治十二年（1873），周盛传投入海
防建设。因大沽口诸炮台修复资费过
巨，选择建设新城炮台。新城在大沽西
30华里，明代有城垣，雍正初，有水师提
督镇守。乾隆朝直隶总督方观承下令
废除新城城垣。方观承年少时，他的祖
父和父亲因文字狱贬官黑龙江，方观承
与其兄，徒步到黑龙江探亲，路经新城，
在商家门厦过夜，被商家泼水驱赶受风
寒。流浪到葛沽，被好心人救治并款待
食宿。后来，方观承做了直隶总督，值
乾隆帝巡幸海口，方观承令葛沽欢庆接
驾，而令新城戒严回避，严惩惊驾。乾
隆在葛沽受迎迓欢欣，赐葛沽为太平
庄，到新城只见一片死寂，遂斥新城为
废城。方观承借机下令毁掉新城，报了
当年受辱之仇。因而，新城旧址土圩断
续，城池一片废墟。但地理位置重要，
上蔽津郡，旁控大沽、北塘。周盛传认
为修筑砖瓦敌楼，累栋连楹，禁不住火
炮轰击，欲防强敌来犯，必须厚筑三合
土城圩，筑西洋城堡式炮台。

城堡开工前，先筑了两道堤防，填
土数尺高，外御海潮，内截港水。

同治十三年（1874），城堡炮台动
工。估工需要万吨白灰。北京房山出白
灰，路费工期都难适应。周盛传走访得
知，可烧蛤蜊灰代替白灰，遂建五十座灰
窑，日出灰三百吨，节省十万两白银。用
了十个月修成，工料用八十万两银。

内城一周长一千余丈，高一丈五
尺，墙厚七尺五寸。每隔八尺一个丁字
咬墙垛，城脚宽七丈，上口宽三丈五
尺。十丈一个隔堆，一门炮，隔堆下是
子药库、藏兵洞。城四角各有大炮二
具，城上炮位共七十一处。

外城周长一千一百二十八丈，高减
内城八尺。以利城上射击。四门月城。
炮台自下至上，高五丈二尺。容千人。
城内外有河，内河周长八百四十丈，宽四
丈，深一丈。外河通海，周长一千八百七
十一丈，宽十二丈，深一丈七尺。

同年，马厂到新城之间铺路，马新
大道二十天筑成。设驿站，大站四所，
小站十一所。这一年，盛军在新城试种
稻田，开万亩，获稻千余石。试种成功。
光绪元年（1875），盛字军除马队留守马
厂外，步队全部移屯到新城往西第一个
大站之后的第一个小站，地名潦水套。
共扎下十八座营盘：亲军营、盛字营、传
字营、右军正营、右军右营、右军老左
营、新左营。左军正营、左军左营、左军
右营、中军前营、中军后营、中军右营、
水师营、前军正营、前军左营、前军右

营。新的营地，南扼岐口，东控大沽，声
气相接，以张远势。开始了收买草洼荒
地开垦稻田的先期事项。

开垦范围，北至咸水沽，南至岐口，
东至新城，西到咸水沽引河西。古籍记
载，“距海河六七里之间，皆为废址，居
民或指认段落，以收刈草之利，偶逢无
水之年，试种麦榖，亦有收获。纵横百
里，可指者不过六十余家，或寄粮于灶，
或认垦于官，大率偶一输课，水至则
免”。光绪六年（1880）绘就的《盛军屯
田图》显示，共计垦地一千三百六十五
顷八亩五百八十二毫九丝四忽八微。
总发地价，大钱四万二千六百九十零八
百三十文。四至：东，新城，东南，大沽，
南，大港边，西南，韩家场，西，西小站。

光绪元年春，从营地向东开河三十
里至新城，向北开河二十里至咸水沽海

河。（在今北闸口、小站西、官港）建大石
闸三座。解决引水、灌田之需。

这一年，因为营地本是荒凉的开
洼，少人居住，也没有商贩。勇夫购物
要跑数十里到咸水沽或葛沽，来去行踪
不便于稽查。故而在营地的前面空旷
处，“购材筑屋以止商旅”，吸引了很多
咸水沽、葛沽的商家，前来开辟店铺，经
营兵民所需的商品。俗称行营买卖
街。买卖街建有东西两座城楼为城
关。街道南北各有三个坊门，城门外，
还有一处栅栏门，共为九门。城邑“既
成，命之曰新农镇”。新农镇位于马厂
到新城大道上的一个小驿站，所以新农
镇又称为小站。

又因为开屯的勇夫，驻地过于分
散，又没有通讯设施，联络，传递政令，
都需要有一个集会的地方，周盛传遂下

令在小站镇的西边兴建了八十多间房
屋，作为盛军屯田会馆，周盛传、周盛波
去世后，清廷敕建的周公祠，就建在原
屯田会馆处。其所延续，乃有了今天的
会馆村。会馆村的稻田，是纯正小站稻
的中心点位。李鸿章曾到小站视察，嘉
其节省。

初期所开咸水沽到小站再到新城
的这一环绕之河，水流缓慢，可灌地亩
较少，周盛传认为，“欲兴水田，非得海
河、运河，两水纵横贯注，荡涤澄清，不
能大著成效”。李鸿章上奏朝廷，立案
开凿南运减河。丈量结果，马厂比海口
高出四丈七尺五寸。这时，有候补知府
杨守琛提出异议，认为“凿新不如修
旧”，请修捷地减河。李鸿章遂派遣天
津道员吴毓兰、史克宽，同知吴同斌，实
地勘察。发现捷地减河河口以下四十

里通流，再下七十里至母猪港淤塞，再
下二十里，找不到河道。在下三十里到
海口，下游高仰，河口被筑埝。全河六
道桥梁均坍塌。修复比新开减河工程
量更大，而且修捷地减河只有泄洪一个
功能，而新开减河能泄洪还能灌溉垦
田。于是决定开挖马厂减河。

马厂减河于光绪六年（1880）二月
十一日开挖，由淮军、练军（在直隶军额
之绿营兵内挑选部分兵勇，依湘淮军营
制提高饷额，加强训练，称为练军）共三
十四个营施工三十四天，三月十五日竣
工。河头河尾建五孔大桥闸，新城建三
孔拦潮闸，靳官屯大闸立碑，李鸿章题
写碑文。笔者有一首拙诗：“引水马新
肥稻粮，靳官碑记记沧桑，一篙御河桃

花汛，十里村爨玉粒香”。后两句常被
人引用。

盛军自光绪元年至十年（1875-
1885），共修建大石闸九道，小木桥三十
八道，大木桥十道，小桥阴涵五十九处，
建立庄房二十八处，垦植稻田一千一百
多顷，种植成熟的六万余亩。

自光绪六年十月至七年十二月，
（1880-1881），招民领种。每亩收大钱
二百文或一百五十文不等，民户领种熟
田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余亩。

盛军屯田彻底改变了津南土地的
农业价值，创立了优质小站稻。为认识
和改造沿海盐碱地，提供了经验。

前人天津屯田，在村落之间选择垦
地，而盛军选择斥卤之地作垦区，避免
了世家风俗干扰，便于开拓，便于集中
管理。更便于开辟兴建水利设施，大面
积开垦。

前人天津屯田，只有海河一个水
源，甚至只靠塘泊坑洼灌溉，或靠潮汐
涨落灌排，水质较咸。而盛军利用海
河、南运河两个水源，排灌分别渠道，引
甜去咸，水质优渥。

盛军改进水利设施的建筑工艺，解
决了滨海土质松懈易淤积的弊病。牢
固的水利设施，为吸引农民领种，创造
了好条件，不再有前人屯田的“旋作旋
废”现象。持久了土地的种植资源，养
育了一代代沿海农民。

小站稻的种植成功，使盛军从吃漕
运军粮变为自食其力，还担负了赈济灾
民和供应京津的旁务。《清稗类钞》中
说：“庚寅以前，在京南人皆食粮米，（俗
称津米）此米乃李文忠公所部淮军，在
天津新农镇开辟屯田之所出”。

光绪二年、三年、四年（1876-

1878），盛军三次赈济灾民。每次都救
济几万人众。灾民来自东光、河间、献
县、交河、青县。沧州各地。粥厂分别
设在小站、咸水沽、葛沽、唐官屯、中塘
洼、西南坨、中和台、甜水井、大孙庄、小
韩庄、杨郭庄、杨刘庄、王稳庄、刘唐庄
等多地。为赈济灾民捐资的有盛军各
僚属，也有淮系的同僚，通永镇、大名
镇、开花炮队、练军等多位将官。

周盛传在小站还曾积极备战中法
战争。同治十二年（1873）法军就已经
攻占了河内。黑旗军刘永福抗法，把法
军逼出河内。同治十三年（1974），法侵
略者强迫越南签订了《法越和亲条
约》。光绪八年（1882），法军再占河内，
越南又一次联合黑旗军抗法。周盛传
屡次争取购置洋人枪械，加强训练，准
备与法一战。

光绪九年（1883）李鸿章经略越南
战事，周盛传几次请战，加紧了新武器
训练。招足了裁撤的队伍，加强了山海
关、岐口、大沽口的海防兵力。

光绪十年(1884)，李鸿章考试盛军
新武器训练，三百人打靶，六十人五枪
全中。八成以上中四枪、三枪，得到嘉
奖。周盛传编写的《操枪章程十二篇》
被清军推广，成为后膛枪训练法式。为
备战，周盛传学习俄国人烤面包制法，
把面包入箱严密封存。后因中法签了
停战条约，面包没用于中法之战，光绪
十七年（1891）天津水灾用来赈济灾民，
甲午战争中（1894），东征队伍食用，仍
没变质。

周盛传在军中曾几次为探母请假，
均被李鸿章强留，直到其母亡故。十三
年没有见到母亲，后被准奔丧，在海上
受风寒，归家后，悲痛过甚，旧创复发，
于1885年辞世于母亲灵前。光绪皇帝
为他作了碑文，赐谥号“武壮”。准予国
史馆立传，并准在立功之地建立祠堂。
一百多位官员挽联哀悼。到小站军营
吊唁的百姓趾踵交错，如丧亲人。

李鸿章的挽联说：“勋业亚凉州，
璘玠齐名，一代将才推伯仲；澂清望渤
海，关张无命，几时神笔会风云”。璘
玠是宋代抗金名将吴璘吴玠兄弟。关
张无命，神笔会风云，是引用李商隐诗
《筹笔译》。

周盛传身后，周盛波统领盛军，1888
年也在军中病逝。皇帝赐谥号“刚敏”。

卫汝贵接替二周统帅盛军，甲午之
战，开赴平壤，因贪财蚀饷、畏敌怯战，
被清朝廷处死。

盛字军屯田建镇
刘景周□

此刻 我在斗室里踱步思绪万千

写津南哟 怎样才能写出她的神采

唱津南哟 如何能够唱出她的风范

推开窗 清风阵阵徐来 郁郁花香扑面

望夜空 颗颗星斗闪烁 朗朗明月一弯

四十多年呵 百舸竞游 帆乘风行

津南铿锵跋涉的足音响起在耳边

四十多年呵 奋勇进击 扬鞭策马

津南砥砺前行的身影浮现我眼前

于是 我握紧按捺不住的笔杆 轻轻拨

动诗人的琴弦

在稿纸上用力地写下改革开放四十多

年与津南的春天

津南的春天呀 从脚下的土地开始

四通八达的道路又增双地铁线

那是津南敞开怀抱 拥抱世界的手臂

路卷着时代风云 手指间叶舒花绽

津南的春天呀 从人民的生活开始

一幢幢高楼拔地起 一座座洁净庭院在

身边

那是津南城乡发展走在前

如椽巨笔写就的辉煌壮丽的诗篇

草托着春光美 绿树轻摇叶片

海河故道 月牙河清波秀水牵手云白天蓝

身是这样轻盈 舞姿如此蹁跹

大秧歌 健身操 旗袍秀 民俗与时尚竞艳

产教融合 大学科技园 大学研究院 ……

都是一样呵 一样的船击水走 叶茂枝繁

教育医疗 社会保险 扶贫助残……

都让百姓呵 让百姓心安神泰 笑上眉尖

昨日的壮歌已经属于昨日

无需在列长长的一串名单

今天的新曲要靠今天谱写

我们已经听到了未来急切的呼唤

抢抓重大历史发展机遇、走出津南绿色

高质量发展之路

津南呀又勾画出一张宏伟的蓝图、铺展

开一幅壮丽画卷

一城两芯三区 四廊五带多节点

成林 成片 成景观 大绿 大水 大花园

心驰神往中 一株株绿树站立面前

绿屏·辛庄湾、咸水沽湾、双桥河湾 八

里湾 已经写下一行行诗的美篇

翘首渴望里 一芃芃碧草招手轻喊

快看那花间曲径 月下幽廊 托出美丽

的风光无限

春天里的津南又昂首出发 阔步向前

津南的春天充满蓬勃生机 诗意盎然

国家会展中心开展 揽四海宾朋

华海清科 海尔互联工厂 创新发展“双

碳”先行…… 各个都是炫目的亮点

联想佳沃 现代农业展新图 振兴小站

稻 擦亮知名品牌……

一项项洋洋洒洒 结成津南胸前最美的

花环

眸子里有了憧憬 心头升腾起火焰

津南踏上了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

你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途径迎接挑战

都问问自己吧 你是负重还是空肩

于是 我听到了这样铿锵有力的回答

我是津南人 生在津南爱津南

津南是奔腾的骏马 我愿做托起马蹄的

飞燕

我是津南人 长在津南建津南

津南是在建的大厦 我愿做为大厦奠基

的方砖

我是津南人呵 住在津南恋津南

哪怕我是一株小草 根浅叶单

也要倾吐生命的绿色 装扮家乡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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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津南（局部）油画 作者：王成

小侠是个保安。
凡是住在小区，没有不认识他的。

即使不住这里，但要赶上他值班时到过
小区，肯定对他印象深刻。可和他打交
道，一般都是从不愉快开始。

小侠的几个主要特征太过明显：一
是戴副眼镜，像两个啤酒瓶底糊在脸
上，度数还不低。二是认死理，脾气死
倔，一点不会通融，人轴得要命。三是
名字好记，本名叫展钊，和南侠展昭同
音不同字。

迁入新居得“温锅”，亲朋好友携带
礼品认新门，欢聚畅饮。能参加的，不是
亲戚，就是朋友，血缘近，关系好，烘托出
祝贺乔迁的喜庆气氛，场面很热闹。

可小区住户的温锅，过程往往是这
样的：来访的欢天喜地地到达，门口被
拦。报上业主姓名关系，打通座机电话
核实，拿出身份证明登记，开始还能好
言好语地商量，可一个环节有漏洞就弄
个不欢而散，再好的脾气都按捺不住。
电话里就没了好语气，就那个戴眼镜的
保安，说不明白啊，叫什么，南侠的那
个。一通下来，别人吹胡子瞪眼，肺都
气炸了，他脸上倒不泛波澜。

住户来兴师问罪，有什么了不起，
不就是看门的吗？他也不卑不亢，对
啊，我就是看门的，还是你们雇来的，我
就得给你看好门啊。别人怎么就能通
融，就你油盐不进啊。别人是别人，我
是我。最可恶的，完事他还会来一句，
再见啊。再见，再也不见！哼！业主拂
袖而去。

李大妈当年还年轻，跟着在城里做
生意的丈夫买了楼房，搬进了小区。老
家的父母，就因为没带身份证件，在小
区门口折腾了半天，当爹的急脾气一上

来，把从老家带来的两只鸡、两条鱼，扔
到赶来的李大妈身上，直接打道回府
了。李大嫂气得啊，指着小侠，浑身都
哆嗦，嘴里恨恨的，别让我再见到你。

日子总得往下过不是，过着过着，
倒过出小侠的不错来了。别的不说，但
凡小侠值班，大家伙肯定安心，不是小
区的住户想偷摸混进去，根本没有可
能。小侠还有个本事，小区住户，包括
临时租房子住的，只要见过一次，全都
能认清楚，比门禁卡还管用。好家伙，
十几栋楼，靠里的四栋还是高层塔楼，
算算得多少人家。更让人服气的，疫情
期间大伙儿戴上了口罩，在小侠眼皮底
下，照样没有漏网之鱼。

我平常爱好写作，舞个文弄个墨啥
的，有时和文友小聚，一激动，喝多了是
常事。有次酒醉，第二天钱包怎么都找
不到了，自己喝断片，想破脑袋也记不
清咋回的家。快中午的时候，小侠敲开

了房门，讲起了我昨晚的壮举，小区门
口，要将钱包里的一叠整钞甩给的哥，
还嚷嚷不用找了，得亏是小侠值班，及
时把我扶回了家，而我不依不饶，钱包
给小侠，不拿着就不行。小侠叮嘱我，
才子啊，酒多伤身，可得悠着点。

我和小侠探讨过，小侠称呼的由
来。他往上推推眼镜，别的同事叫过他
展大侠，他没敢应。后来听说了一句：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
邻，当个保安呢，为邻里街坊巡逻值班、
守卫安全，也算是个小侠了。开始是保
安同事叫，后来小区住户也叫开了。

一份工作干二十多年，小侠干成了
老保安，我们也成了老住户。天天抬头
不见低头见，就像老朋友，举手投足间，
有了熟络和默契。

上周四早晨上班，迎面碰上李大妈
买菜回来，兜头就来了一句，才子，知道
小侠出事了吗？都不容我纳闷，接着
说，又出手了，估计这段时间想见到不
容易喽，休克骨折，医院躺着呢。

谁上赶着见他啊，我嘟囔了一句。
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是小侠干的事儿。
断断续续，小区业主群里传来更详细的
信息，还原了事情的大致经过：周二下
午，小侠在小区巡逻，到了5号楼，眼见
着中间单元四层朝南的位置，空调室外
机外挂着个小小的黑影，晃晃荡荡，就要
掉下来，小侠飞奔过去伸出双手，勇敢地
当了次肉垫，也得亏是个孩子，体重不到
四十斤。饶是这样，代价也有点大。

有这样的安全卫士保驾护航，住得
踏实！行侠仗义、胆大心细，干得漂
亮！群里的大拇指，刷满了手机屏幕。
几天见不到小侠，别说还怪想的，我准
备买点水果，去医院看看他。

小
侠
不
见

闻
捷

□

《大美津南》全长8.5米，以全景的视角描绘了家乡海河故道沿岸旖旎风光和宜居秀美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