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年前，丹阳化肥厂兴建的前前后后

香草河，其名由来鲜为人
知。唯有香草河的故事可以告
诉人们。

很久很久以前，丹阳延陵九
里有个小伙，从小无爹无娘无名
无姓。父老乡亲怜悯他、喜欢
他，亲热地叫他小伙。

小伙长大后，到一个员外家
里当奴仆。由于他勤劳、朴实、
善良，更由于他壮实、英俊、帅
气，员外家有个叫香草的丫鬟深
深地爱上了他。两人都是苦藤
上的瓜，心心相印情投意合。他
俩常在夜深人静时，躲进柴房约
会偷情，暗定终身。久而久之，
香草姑娘怀孕了，不得不私奔。
哪知他俩私奔不慎，被员外家的
看门狗抓获。员外定他俩败坏
门风罪，施行家法，将香草姑娘
活活打死，将小伙赶出家门。

香草姑娘死后，小伙将她埋
在一条小河旁。小伙哭干了泪，
伤透了心。“有情人终成眷属，为
何我俩难成双。”小伙纳闷，小伙
悲伤。他天天晚上风雨无阻地
去看她心爱的香草姑娘。

有一天，乌云密布，电闪雷
鸣。小伙明明知道一场暴雨即
将来临，但他一如既往地直奔河
边。他刚到坟地跪下就狂风大
作、云压大地、山鸣谷应、河流悲
泣。小伙哭着喊着：“香草姑
娘！我又来看你陪你来了。出
来吧！我要抱你亲你。”孤苦的
坟，也许不懂痴情的心，毫无声
息。小伙又大声哭喊着：“真对
不起你呀！都是我惹的祸。我
不该偷情，给你带来了灭顶之
灾。好冤好惨！怨自己是奴辈，
衙门不朝穷人开。我恨天公不
公，我恨地神不平，更恨自己无
能。恨不得一头扎进坟堆，与你
香草姑娘永远……”话音未落，
一声霹雳炸得地动山摇，震得河
水倒流。孤苦的坟在雷电中

“嘣”地一声裂开了。香草姑娘
懂小伙的心，出来了。一身洁白
素装像婚纱，一步婀娜多姿如仙
女。小伙倏地立起，紧抱着香草
姑娘，又亲又吻又悲又喜。又是
一声雷鸣，瓢泼大雨倾盆而下。
一对情人沐浴着暴雨，笑逐颜开

心花怒放。
小伙对香草姑娘说：“我俩

生不能成对死也成双，我决定与
你结婚来了，就此举行婚礼吧好
吗？这是一场亘古未有的暴风
雨式的婚礼，其隆重无人可比，
其盛大举世无双，你不兴奋开心
吗？”香草姑娘兴奋得心潮澎湃
连连称好。可是，她又对小伙
说：“你太真诚了，如此殉情，太
委屈你了。”小伙说：“为了纯真
的爱，我心甘情愿，与你到那极
乐世界里，喜结良缘永成眷属。”
话音刚落，又是一阵狂风暴雨，
给他俩梳洗，梳妆整容化妆。请
看，新郎多清秀，新娘多秀媚。
真是美如天仙配成双。

新郎新娘依偎着，在风雨中
跪拜天地。小伙说：“我俩无爹
无娘，天就是爹，地就是娘，请天
地做主见证。我俩成婚了。”接
着叩谢风雨和雷电：“多谢大风
吹走了我俩的苦痛和忧伤；多谢
暴雨洗净了我俩的耻辱和冤枉；
多谢雷电指明了我俩的前程和
方向。”

婚礼完毕后，小伙牵着香草
姑娘的手，缓缓走到小河旁，对
小河说：“小河，小河，我俩来
啦！请带我俩漂流到天涯海角，
让我俩在那儿过蜜月入洞房。”
小伙紧抱着香草姑娘，吻了又
吻，亲了又亲。然后欣喜若狂地
纵身跃入湍急的河流中。此景
此情，震撼了小河，小河激情地
拥抱着安抚着新郎新娘，随着风
浪流呀，流呀，不知流向何方。

后来人们都说：“小伙成了
小河，小河两岸开满了鲜花，长
满了清香扑鼻的野草。”人们又
说：“野草是香草姑娘的化身，成
了仙草四季常青，永伴小河旁。”

人们为了赞美传颂小伙与
香草姑娘的忠贞爱情，因此将小
河改名为香草河。这是以香草
姑娘命名的河，河香万年长。

这就是香草河的故事，香草
河不仅仅是母亲河，而且是富有
神话色彩的爱情河。香草河源
于季子庙，流入古运河，造福延
陵大小村庄几千年，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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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丹阳县消防中队
改属武警编制，队员只有 25
人，这是城区唯一的一支消防
队，担负着城区的消防救火工
作。

当年 5 月的一天上午，在
城镇城北三队处的“城镇自行
车配件厂”门卫室，一个“119”
的火警电话打到消防中队，电
话中一个男子叫喊：“失火了，
快来吧！”随即挂了电话，负责
接电话值班的消防战士感到事
态的严重性，立即向领导汇报，
查实了地点。火警就是命令，
全副武装的消防员立即出动，
从城区的丹凤南路直接向北驶
去，刺耳的气笛声划破城区的
上空。几分钟的时间，消防车
就到达了工厂的大门口，消防
员并未见到浓烟，一时产生了
疑惑，难道是假火警电话？于
是打开车门，全部跳下车，将大
门团团围住。门卫室值班的范
师傅是一位诚实的老工人，也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和消
防员发生争执，并且丝毫不示
弱，果断地讲：“厂内根本没有
失火。”这时有一个领班的消防
员上前理论，问：“这个电话是
你们门卫的号码吗？”对方回
答：“对。”“那为什么虚报火
警？”对方回答：“不是我们打
的。”经过一番争执，消防员只
好找厂长，我当时兼管安保工
作，也见证了这一过程，消防员
随即拿出录音机，叫我们辨别
报警人的声音，其中有一个分
管基建的同志证实，这人不是
厂内的工人，是一名来厂内做
工的瓦工师傅。

为了解除误会，弄清事情
的真相，我们把这位青年瓦匠
也叫来，重新播放了录音机，经
查实，电话确实是从门卫打出
的，姓张的青年瓦匠也承认是
他打的，他出于好奇，去门卫倒
开水时见无人在场，本着试一
试的心态，反正对方又不知谁
打的，不会有人知道，开个玩笑
而已，谁知消防车真的来了。
当时在事实面前，他吓得说不
出话来，只有连连认错。由于
他的认错态度良好且并未产生
严重后果，厂长担保，对他进行
了严肃的口头警告和批评教
育，才免去了治安处罚。为此，
结合这次事件，工厂又对全厂
进行了一次安全教育、安全大
检查，做到警钟长鸣。

35年过去了，回想起来，玩
笑可以开，唯有“119”火警电话
的玩笑永远不能开，因为关系到
人民生命安全，但愿这种火警风
波永远不会再发生。

○旧事重温○

丹阳化肥厂现名江苏丹化
集团公司，为国家大型企业，始
建于 1958年。1963年划归江苏
省化工厅管辖，为县团级，1968
年又下放为丹阳县管理。近年
来，国家为治理和保护太湖水域
出台了相关文件，丹化集团遵照
省文件要求，关闭了丹阳城区原
化肥生产基地。

丹化厂位于丹阳城新北门
外马家山上。1958 年党中央大
办农业的一声春雷，使沉寂几千
年的马家山荒山复苏，焕发了青
春。昔日的马家山荒凉无际，是
一座杂草丛生的丘陵坟地。当
地曾传一首民瑶：

马家山上乱坟堆，杂草丛生
无人炊；

白天野兽到处蹿，夜间鬼火
绕山转。

丹化厂的建设使马家山厂
房林立，灯火辉煌，充满欣欣向
荣的现代化气息。时至今日，丹
化厂正好走过一个花甲子。六
十年的风风雨雨，使企业经受了
锻炼，工厂不断得到发展壮大。
1971年又兴建了石油化工，企业
由单一生产化肥企业转为能生产
多种化工产品的综合化工企业。

丹阳化肥厂的建成，使我国
著名化学家、化工部副部长侯德
榜为首主持设计的化肥生产新
流程——“碳化法合成氨制碳酸
氢铵”的工艺蓝图化为现实。

传统的化肥工艺是高压水
洗除去合成氨过程中的二氧化
碳，生产出来的氨再加工成硫酸
铵或硝酸铵，这种生产还需配有
硝酸厂、硫酸厂，不仅投资大，而
且还需大量的不锈钢，这在建国
初期是不可能办到的事。侯德榜
设计的新流程在合成氨清除二氧
化碳的过程中同时获得化肥。这
种工艺免除了高压水洗，免除了
氨加工的硫酸或硝酸的配套装
置，生产设备少，投资小，见效快，
便于普及推广，是一个“多、快、好、
省”生产化肥的新路子。

这个新流程的成功来之不
易，为推广这个新流程，中央决
定全国先建十三套。我省只有
苏北的六合化肥厂一家。丹化
厂是全国十三套之外的江苏省
第一。与此同时，化工部还在上
海化工研究院内建了一个实验
示范厂。1959 年正在大家轰轰
烈烈建设时，突然传来了上海化
工研究院实验示范厂生产不过
关的消息，主要是生产过程中

“氨与二氧化碳不平衡”和“碳化
过程中生成结晶”，堵塞设备、管
道和阀门，使整个工艺生产不能
连续。因此，中央办的十三套装
置纷纷开始下马，只剩下六套继
续坚持。丹化当时基建已近一
半，是上还是下，面临巨大压力
和生死抉择。经过多次慎重研
究，县委决定继续坚持“上”。

丹化厂是新流程二版设计，
年产合成氨二千吨，产碳酸氢铵
八千吨。丹阳县投资 500万元，
设备制作统一由省下达到南京、
苏州、无锡、常州、徐州五个市二
十二家厂制造，有定型设备 250
台，非定型设备107台，土建由镇
江建筑公司施工，设备安装为南
京水电设备安装公司。

丹化厂的建设一直受到上
级部门的支持关怀。国家计委
主任李富春，农垦部部长王震，
化工部部长彭涛、副部长侯德榜
（先后来厂八次），江苏省委书记
江渭清，副书记彭冲，省化厅副
厅长徐以达先后来厂指导。省
厅还专派陈东和李澜言两位总
工程师驻厂指导和协助工作。

在各级的重视关怀下，工厂
建设很快。自 1958年 8月 18日
破土动工，到1960年10月1日就
建成投产。投产后，全国各厂都
遇到了上海化工研究院存在的
同样问题：工艺不能过关。丹化
厂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全体职
工吃住在厂，取消工休，奋力拼
搏闯关，摸清了问题，掌握规律，
1962年停产大修两个月，对整个
系统及设备进行了检修和更新
改造。开车后运行正常，打通了
工艺。1963 年全年出产合成氨
2636吨，超过设计能力31.8%，全
年出产化肥 10544吨，实现利润
72万元，一举在全国率先闯过了

设备关、技术关、经济关。
1964 年 5 月，国家计委、经
委、科委联合授予本厂“合成
氨法制碳酸氢铵”工业新产员
二等奖。1965 年 7 月 18 日《人
民日报》第二版发表了《我国
首创化肥生产新流程成功》《功
成从失败中来》《勇气、办法、
科学》等长篇文章。1965年 10
月10日，“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
碳酸氢铵”荣获国家科委颁发
的发明证书。1965 年 12 月 16
日，“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
氢铵”通过国家级技术鉴定。

丹化厂的成功是我国“小
化肥”发展的摇篮。丹化厂过
关后，国家立即按丹化设备工
艺开展定型化设计，并编写岗
位操作法，制成书在全国发行，
该厂接受了除西藏、新疆等少数
省外的全国生产操作技术培训，
为江苏的昆山、武进、高淳、盱
眙等有关厂输送了厂长、工人，
帮助江苏有关厂开工投产，每年
为省举办化肥厂长轮训班，兴办
了“江苏省丹阳化肥工业学
校”，为全省输送科技人员。丹
化的业绩对全国化肥工业发展
影响重大。

今天，丹阳化肥厂已成历
史，但对满腔热血、献身丹化
的职工来说，真是依依不舍、
难以忘怀。

○城市记忆○

香草河的故事
■ 杭光亚

一次假火警风波
■ 刘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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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看点

“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
成了当下许多独居老人的生存状
态。根据全国老龄办公布的数据，
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 2.41 亿人，占总人口
17.3%。其中去年新增老年人口首
次超过1000万。目前在我国2.41
亿老年人中，有近一半独居或空
巢。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有些老
人因身体状况不稳定，遇到突发事
件难以应对，甚至遇到生命危险的
时候，也可能因来不及求救而酿成
悲剧。 近年来，类似“独居、空巢
老人离世无人知”的消息时有报
道，让人唏嘘。

社会现状：

事件1
今年8月，安徽某小区一对老

夫妻死在家中，也是多日后才被发
现。据了解，老人有儿有女，其长
子就住在老人对面的小区。两个
小区隔一条马路，走路也就十多分
钟；在另一小区，住在14楼的独居
老人李师傅也死在了家中。据李
师傅女儿说，父亲63岁，他们的小
孩在小区附近上小学，因为孩子放
暑假，加上这段时间工作比较忙，

来的就比较少了。一个星期前，她
还和父亲通了电话，谁知没多久，
就接到了父亲的死讯。

事件2
据我市一媒体报道，去年七

月，丹金路一民房倒塌，83岁的独
居老太丁某被困在房内，邻居发现
后立即报警，民警和消防官兵迅速
赶至现场将老太从窗口救出。

独居老人，一般指无退休金生
活困难以及退休后经济条件一般
的老人。不仅子女离家，而且丧
偶，是比空巢老人更弱势的群体。
他们有的靠夫妻互相照顾，有的依
赖亲朋好友子女兼顾关照，有的获
得社会公益组织的帮助。作为独
居老人的他们，平常是怎么生活的
呢？近日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走进
了他们的家中。

走访：

一人独居多年
9月17日下午，走进龙凤二村

71岁的徐如章老人家中，在70多
平方米的房子内，电视机、旧式洗
衣机、旧空调、老式的木制床等，就
是整个屋子内的陈设。长年的独
居生活，他变得沉默少语，每天的

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呆着。徐
老很多年前与妻子离异又遭遇女
儿身患白血病不幸离世。也许是
生活的不顺与丧女之痛的打击，如
今他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胃溃疡
等疾病。“这么多年了一个人生活
习惯了，我现在有 2700多元的退
休金，勉强过日子。趁着现在身体
还行，我就多出门走动走动，如果
哪一天身体真的不行了，我自己就
去养老院养老，那里人多又热闹。”
像徐如章这样的独居老人在我市
还有很多，这样的独居老人也受到
社会的关注和关心。平日里，社区
工作人员、社会爱心组织会通过走
访的方式与他沟通，陪他聊天，详
细询问他的日常生活状况和身体
状况，叮嘱他要注意身体，让他充
分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帮助。

今年93岁的周美谷，她思路清
晰，身体健康，曾是一名教师，老伴
1981年去世。走进老人家中，她正
在看着《爷爷毛泽东》一书。房屋
内虽然光线昏暗，但房间内收拾得
干净整洁，家具虽然陈旧但摆放整
齐。老人说，我老伴去世后只剩下
我一人，没事整理整理屋子，小儿
子经常来帮我做些家务。现在两
个儿子、一个女儿虽然工作很忙
碌，但每周都来看望老人。“我住的
房子虽然不大，但住得舒服想干什
么就干什么，很自由。”

如何关爱独居老人？

政府解题：积极开展老年人
“安康关爱行动”

在2018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
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居
家、社区和互助式养老，推进医养
结合，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等。据
了解，今年2月，我市按照《丹阳市
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
意见》相关要求，通过公开招投标
确定了“安康通”为我市政府购买
居家养老服务。“安康通”公司作为
承接主体，对60岁以上失能半失
能、高龄及经济困难失能老人进行
详细了解，对于独居、患病、贫苦，

或年龄、精神、经济方面原因导致
生活困难的，给予相应的帮扶。

社区解题：走访关爱
我国已明确以居家养老为基

础、以社区养老为依托、以机构养
老为辅助的养老模式，很多地方也
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居家养
老”为主的养老模式，可以充分发
挥社区服务功能，为独居老人提供
医疗服务与咨询，协调安排就近的
帮扶对象，对老人进行积极的关怀
和陪伴，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
活。中秋节前夕，公园新村社区还
与社会文艺团体开展“爱满中秋，
关爱老人”活动。他们来到云阳福
利院看望并慰问了那里的孤寡老
人，在送上月饼及节日祝福的同时
还向老人们献上了一台精彩的文
艺演出。

针对空巢、独居老人，我市各
社区志愿者开展结对帮扶，为他们
提供心理抚慰、应急救助、健康保
健、法律援助等服务，积极为他们
排忧解难。今年92岁的蒋恒老人
自老伴 2005年去世后一直独居。
太阳城社区工作人员经常走访慰
问关心老人，倾听老人需求，帮助
他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另外，他们
还通过开展志愿结对、健康知识讲
座、文艺活动等邀请辖区内的独居
老人从家中走出来，减轻他们的孤
独感和寂寞感。

社会解题：“公益之花”处处盛
开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
步，在我市也有了一批热心服务老
人的爱心公益组织。他们自发组
成各种义工团体，常年坚持公益，
服务老人。如意慈善公益服务团、
齐梁义工社、爱心义工社、凤凰
520、九九爱心社、爱在飘扬……这
些爱心团队中有很多人来自各行
各业，有企业老板、学校老师、工厂
工人、普通上班族等等。今年3月，
齐梁义工社组织了吕城镇28位残
疾人士和4位独居老人前往无锡
梅园踏青赏花，丰富了他们的业余
生活；丹阳爱心义工社团队一直服
务于孤寡老人、失独老人、五保户、
重病老人等，他们每天走访上门，

为老人们测血压、理发、做家务，尽
自己的努力，解决老人的生活困
难，只要老人有需要，团队就会随
时到场。他们从一个人到一个团
体，传递着温情，也提升了城市的
文明。

自身解题：培养兴趣爱好
不少老年人独居后，其实可以

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也可以根据
自己的性格来选择适合的项目。
在我市吕城镇就有一位独居老人
张忠良，老人年轻时爱打篮球，后
来与象棋结缘，他不仅通过下棋打
发了时间，而且还从这小小的棋子
中琢磨出了养生之道。他因为下
棋结交了很多棋友，这些棋友大都
拥有乐观的心态、高雅的情趣，大
家会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品品
茶、聊聊天、下下棋，心情愉悦。

也许每位老人的性格各不相
同，有内向腼腆的，有外向开朗的，
有喜静的还有好热闹的。性格内
向、好静的老年人，可以选择书法、
画画、下棋、种花、养鱼等项目，来
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性格开朗、好
热闹的老年人，可以学习唱歌、跳
舞、打球。在培养自己的兴趣中发
现乐趣，过好生活。

除了自己多了解多学习，独居
的老人还要尽可能地多参与社会
活动，结识更多有同样爱好的人
群，这样大家一起交流、一起学习，
不仅提高了自己的水平，还由此认
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丰富了晚
年生活。

家庭解题：常回家看看
随着社会老龄化时代的到来，

独居老人的养老问题已经成为一
个社会问题。除了各级政府部门、
街道、社区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外，
子女要关心老人内心的想法与需
求。平常要主动介入老人的精神
世界，认真倾听他们的喜怒哀乐。
作为子女，如果长时间离家不能陪
伴父母，也要通过电话、视频等方
式，经常联系。周末的时候，常回
家看看。总之，做子女的应给予独
居老人更多的关爱，使他们的晚年
更从容幸福一些。

关爱独居老人 我们能做什么？
本报记者 魏裕隆

本报讯（记者 魏裕隆 通
讯员 李淑君）“我爱你中国，我
爱你春天蓬勃的秧苗，我爱你秋
日金黄的硕果……”9月17日上
午9点半，活动室内歌声嘹亮、热
闹非凡，20余名老年朋友齐聚在
这里，参加了社区开设的老年兴
趣班声乐第一课。

活动室内，学员们做了自
我介绍后又分别一展歌喉，演
唱了《我爱你中国》《青藏高原》

等经典歌曲。他们个个神采奕
奕，声音洪亮，声情并茂。这样
的课堂，不仅丰富了老年人的
生活，更是圆了许多老人少时
的梦想。正在上课的吴阿姨
说：“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学，现在有
了兴趣班，觉得离家近，我就过
来了。这也算是圆了我学习声
乐的梦想。”正与学员们一起唱
歌的陈裕良退休在家后，平常

喜欢打麻将、听音乐、唱老歌。
他认为不用跑太远，也不用交
学费，家门口就能有这么好的
条件上课，不仅丰富了他们的
晚年生活，还能让老年人精神
不老，实现新的人生价值。

华南新村社区负责人介
绍，辖区内 60周岁以上的老年
居民大约有2500人。为了丰富
老年人的生活，社区在上周五
开设了老年兴趣班，并设置培
训课程，每周一、周三、周五开
设声乐、舞蹈、戏曲、书法课程，
报名对象为男 50 周岁至 80 周
岁，女 45 周岁至 80 周岁，身体
健康的离退休干部、职工和社
会老人。她表示，兴趣班能让
老人们心情愉悦，还能开阔视
野，对社会、家庭、自身都有好
处。老人们在这里真诚相处，
互相帮助、共同提高，也能让彼
此加深感情，增进友谊，共享晚
年的快乐生活。今后，他们还
将结合老年人的需求，开拓辖
区资源，开展喜闻乐见的休闲
活动。

家门口有“兴趣班” 社区居民忙得欢

图为学员在教室内唱歌。记者 裕隆 摄

我时常忆起那年的中秋，那是
父亲健在的时候，他还清了我们几
个姊妹读书欠下的外债。为了与
父母团圆，我们从不同的工作单位
赶回老家，陪父母过中秋节。

吃罢晚饭，父亲兴致勃勃地
招呼我们：“今天，一家人到齐了，
我们好好赏回月。”大姐夫国清哥
将方桌搬到大门口，母亲摆上香
案，几个姐姐拿来苹果、香梨、月
饼等供果，父亲对月焚香。祷告
礼毕，我们便将桌子搬到晒场，父
母居中，我们在父母身旁依次落
座。“今天的月亮好亮啊，这么多
年我是第一次发现月亮可以亮到
这个程度。”父亲庄重地仰望着天

上的那轮白玉盘动情地说。“这些
年来，为了家庭，你真的是太辛苦
了。”母亲说得满眼是泪。

天空又渐高远，月儿又复丰
盈，父亲和国清哥已去世多年。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
家，每到月明之夜，我总是情不自
禁想起那次幸福的团聚，总感觉
幸福的时光太过短暂，常陷入对
美好过去无尽的追忆之中。近九
十岁的母亲见此情景，就跟我说：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有过
美好就够了，正因为相聚不易，我
们更要珍惜难得的团聚。”体会到
母亲的感慨，我要认真过好每一
天，活在当下。

每逢中秋倍思亲
王丕立

图片来源于网络

乐活 忆事

关爱老年人，关
注老人身体健康。
近日，丹阳爱心义工
社组织义工上门为
老人服务。图为义
工为76岁空巢老人
刘干宏测量血压。
（记者 裕隆 通讯
员 曹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