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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中取静的老宅闹中取静的老宅，，如今焕发全新光彩如今焕发全新光彩！！

““重生版重生版””张家大院张家大院：：
讲述往日丹阳辉煌讲述往日丹阳辉煌

除了主体建筑以外，大院
围墙范围内还保留了原张家大
院厨房和三栋后期加建建筑。
据工作人员介绍，后花园的这
三栋建筑建于上世纪五十至七
十年代，保存较为完整，具有
一定历史代表性。设计师借鉴
了中国传统园林的空间组织方
式，用玻璃连廊将保留的三栋

加建建筑与原厨房（现为办公
区） 和体育局二层楼串联起
来，既增强了空间的连续性和
趣味性，也提供了休息和活动
的场所。“这些附属设施的功
能尚待开发，但我们便民的宗
旨不会变。”该工作人员说，

“如果以后组织一些社会活动
的话，也会在加建建筑这一片

开展。”
城市的古建筑是历史的见

证者，也是不可磨灭的记忆，
无论是学习历史、追忆往昔还
是寓教于乐，张家大院都是市
民们的好选择。目前张家大院
已经开始试运营，喜欢尝鲜的
市民不妨先睹为快！

服务宗旨是便民，附属功能尚待开发

上周丹阳网事版刊登了丹阳上周丹阳网事版刊登了丹阳网红网红““云阳云阳
楼楼”，”，本期本期，，记者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进行探记者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进行探
访访，，再向读者展示一个新晋再向读者展示一个新晋““网红打卡网红打卡
地地””———张家大院—张家大院。。市中心的中山路商业繁市中心的中山路商业繁
荣荣，，人潮往来不息人潮往来不息，，但很多市民不曾注意到但很多市民不曾注意到，，
这里还有张家大院这样一座闹中取静的精致这里还有张家大院这样一座闹中取静的精致
古宅古宅。。它规模宏大它规模宏大，，是非常具有地域代表性是非常具有地域代表性
的民国老建筑的民国老建筑。。如今如今，，经过精心修缮的古宅经过精心修缮的古宅
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快和记者一快和记者一
起去看看吧起去看看吧！！

修旧如旧，最大限度呈现建筑原貌
张家大院始建于 1934

年，主人为从事丝织生意的
富商张祖篯。大院建成后尚
未使用，日寇侵华，丹阳沦
陷，这里一度成为日军宪兵
司令部。张家大院坐北朝
南，分为三进三院四厢房和
后花园，有大小房间二十多
间，两个天井，2003年被市政
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据工
作人员介绍，这次修缮完整
保留了张家大院的主体建
筑，工程重点为拆除后世加

建建筑，修复年代久远的屋
顶、地面和墙体。

步入大院，浓浓的民国
风情扑面而来：青石铺地，墙
嵌琉璃，二、三进的楼房由厢
房连接形成“走马楼”，刻有

“竹苞松茂”字样的砖雕门
楼，刻有“东井银泓”字样的
古井，四座高高耸立的五峰
马头墙……拂去历史的尘
埃，张家大院的一砖一瓦都
焕发了新生。

常设展览讲述常设展览讲述““阳绸阳绸””辉煌历史辉煌历史
大院的主题建筑内设有常

设展览《丹阳民族工商业展》，
分为“溯源——历史的长河”、

“阳绸——依稀的背影”、“工商
——时代的辉煌”三个章节，以
时间为线索系统讲述了张家大
院的历史背景，曾名噪一时的丹
阳产丝绸品种“阳绸”的兴衰，近
代丹阳工商业的繁荣等内容。

张祖篯当年花了多少块大洋建
张家大院？那个年代他又为什
么要在家里设置防空洞？民国
时期上海滩的明星为什么爱穿
丹阳丝绸？丹阳纺织丝绸行业

“五朵金花”指的又是什么？看
完展览，这些问题都会有答案。

在古宅的房间内穿梭往
来，展板、遗址、老物件与各种

现代的声光电设备多方位呈现
出生动有趣的时代风情，让参
观者一秒回到那个年代。此
外，您还可以用微信扫码收听
语音讲解。相信参观这个展览
对于各个年龄层的市民都会是
一次不错的体验。

丹阳丝绸产品成为民国上海电影明星服饰常用面料

张祖篯会客场景模拟 小汤 摄

修缮前的张家大院主体建筑

张家大院修缮后

走马楼 小汤 摄

小汤 翻拍

张家大院外景张家大院外景 小汤小汤 摄摄

夹弄夹弄 小汤小汤 摄摄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小汤小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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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爱人身患重病，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转危为安，之后建立“龙行天下群”微信群——

为回报社会他开始热心公益事业

本报讯 （记者 李潇）“近
两年来，我们群做了不少有意
义的事。2017 年 3 月，我们为
延陵困难家庭筹集了爱心款
5000 元；同年 7 月，为山东滕
州困难地区的孩子捐书 2000多
册；同年 9 月，为滕州贫困家
庭捐了 500 多件衣服；今年 7
月，‘板车哥’徒步万里为贫困
孩子募捐助学款来到丹阳时，
我们筹集了 6058元爱心款……
这些都是有组织的活动，其他
小范围的爱心活动则更多。今
后，我希望我们群在交友聊天
之余，能做更多类似有意义的

事情。”近日，在微信群“龙行
天下群”的一次总结会上，群
主金泉鑫的讲话感动了群友。
近两年来，在金泉鑫的带领
下，群友们参加了很多有意义
的公益活动。金泉鑫说，他热
衷公益活动，是因为其爱人陆
网娣生病得到了很多人的帮
助，当时他很是感动，此后，
他开始热心公益事业。

2016 年 4 月，陆网娣被查
出患有重病，生命垂危，齐梁
义工社成员得知此事后，积极
发动捐款，在得知医院血库告
急时，义工们还纷纷挽袖献

血，其他爱心人士也给予金泉
鑫极大的帮助，最终其爱人转
危为安。此后，金泉鑫便将更
多的精力投入到公益活动中。
一名齐梁义工社成员告诉记
者，金泉鑫加入他们组织后，
每次活动都积极参与，并且主
动承担一些累活、脏活，同时
也影响并带动了身边一大批人
加入义工这个大家庭。

2016 年 8 月，金泉鑫与一
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建立了微信
群，取名“龙行天下群”。“其
实，一开始我们群就是很纯粹
的聊天群，后来，我在群里发
起一些爱心活动，一些群友看
到后主动联系我要捐款捐物，
这让我很感动。”金泉鑫说，只
要一提到公益帮扶，群友们都
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我的爱人是因为爱心人
士的帮助才渡过了难关，虽然
我的经济能力有限，组织能力
也有限，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
力去帮助别人。”今年 55 岁的
金泉鑫因为要照顾爱人，只能
做时间比较自由的微商来维持
一定收入，空闲时，他将大部
分时间都投入到公益活动中
去，他觉得，这让他的生活更
充实、更有意义了。

图为金泉鑫（右三）捐款后和“板车哥”的合影。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最
近一段时间，家住玉乳泉小区 7
幢的唐炳生大伯烦恼不已，因为
不知何时，一个如篮球一样大的
马蜂窝“盘踞”在他家一空调外
机下，马蜂还不时窜至家中，导
致家中小孙女被蜇伤。

8日上午 9时许，记者来到

玉乳泉小区 7 幢西侧楼下。在
现场，记者抬头看到，在 6 楼外
墙的空调外机下，有一个马蜂
窝。这个马蜂窝呈球形，直径约
40厘米，大约有一个篮球大小。
蜂窝上爬满了马蜂，不断地飞进
飞出，发出“嗡嗡”的声响。

唐炳生告诉记者，几天前，

他无意中发现家里飞进来几只
马蜂，很是纳闷。于是，经过一
番寻找，他终于发现这个“盘踞”
在空调外机下的马蜂窝。“几天
前，小孙女还被马蜂蜇伤了。”唐
大伯告诉记者，“因为我们没有
专业工具，生怕被马蜂蜇伤，迫
切希望有关部门或者专业人士
能前来帮助摘除。”

据医生介绍，马蜂是毒性很
强的蜂种，含神经性或血液性毒
素，但它们不会无缘无故蜇人，
只有在被惹怒时才会蜇人，因此
市民不要贸然用竹竿去捅蜂窝
或自行清除。一旦发现马蜂窝，
市民应拨打 110或 119电话，与
警方或消防部门联系。另外，如
果遭遇马蜂攻击，要趴下不动，
用衣物保护好自己的头颈，千
万不要狂奔，以免马蜂群起追
击。如果被马蜂蜇伤，可用针
或镊子挑出毒刺，并且涂抹一
些肥皂水、苏打水或氨水，再
用红花油涂抹伤处。若伤势严
重，应立即送医。

空调外机下惊现马蜂窝
居民盼有关部门或专业人士帮助清除

图为唐炳生家空调外机下的马蜂窝。记者 王国禹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单健）汽车停在马路边，
后座乘客也会涉嫌交通肇事
罪？日前，市检察院就办理了
这样一件特殊的交通肇事案，
目前已对汽车后座乘客依法提
起公诉。

检方介绍，今年 5月 21日
中午，下班后的林某某进入老
板齐某某停放在路边的汽车内
谈话。谈话结束后，林某某未
对汽车后方来车进行观察，便
开启汽车左后方车门。突然，
车外传来“嘭”的一声，正巧
路过的电动自行车应声倒地，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秦某某与后
座王某某均摔倒在地，其中王
某某伤势严重，二人立即被送
往医院进行治疗。后经鉴定，
秦某某的伤势属轻微伤，而王
某某因重度颅脑损伤，经抢救

无效死亡。
6月25日，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大队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
定书，认为林某某打开车门时撞
上行驶中的电动自行车，其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七条

“乘坐机动车应当遵守下列规
定：（三）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
车辆和行人通行”之规定。同
时，这也是造成该事故的主要原
因，事故认定林某某承担该事故
的主要责任。

承办检察官审查后认为，
林某某违反交通法律规定开启
车门，致一人死亡、一人轻微
伤，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其行
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犯罪事
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
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汽车后座乘客突开车门
撞倒电动车致一死一伤

图片新闻

昨 日 下
午 2 时 30 分
左右，北二环
路 练 湖 新 城
小区附近，一
辆 面 包 车 在
路 口 被 另 一
辆汽车撞翻，
所 幸 无 人 员
伤 亡 。 据 一
位 目 击 司 机
称，该面包车
疑 似 闯 了 红
灯。（记者 茅
猛科 摄）

主营主营：：乐琪乐琪、、荣城荣城、、
杏花楼杏花楼、、华美华美、、金宝金宝
利等品牌月饼利等品牌月饼，，企企
事业单位发中秋福事业单位发中秋福
利的首选利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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