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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县锡剧团的前身叫工
艺剧团，是解放初期由唐子文、
杭海良等在常州组建的自负盈
亏的民营文艺团体。为了统一
管理这些文艺团体，1952年初，
上级文化部门将该剧团交给丹

阳县人民政府文教科管理。笔
者当时在丹阳文教科分管文化
体育工作，奉命于当年 6月赴常
州将该剧团带至丹阳，不久更名
为丹阳县锡剧团。

剧团共有团员 49人，正、副

团长分别为唐子文、杭海良。主
要演员有王凤英、赵长根、周秀
英、丁兰兰、陆秀英等 28 人，下
设服装、道具、灯光、乐器、布景
财务等小组。

该团是解放初期由社会闲
散艺人拼凑组成的文艺团体，艺
术水平参差不齐，政治思想水平
不高，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文盲
占三分之一。到丹阳后不久，一
次在埤城镇演出时，团员张明贤
因道具操作失误导致火药爆炸，
将自己的两只手掌炸飞，造成终

身残疾。
为了加强对该剧团的领导，

县文教科在次年年初从学校抽
调一名叫黄进的青年骨干教师
进驻剧团，担任政治指导员，对
剧团进行整顿，举办学习班，
停业进行政治业务学习。停业
期间，由政府财政拨款，发给
生活补贴。学习期间，县委宣
传部长陈凤仪、县文教科长王
引都曾亲赴学习班作报告。经
过二十天的学习，剧团成员政
治业务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剧团面貌焕然一新，大大激发
了剧团成员的政治热情。为了
配合当时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宣传《婚姻法》等，剧团深入县
里各区、乡、镇，巡回演出现代戏
《忘本回头》《走上新路》《双推
磨》等剧。连连包场，场场客满，
既满足了广大人民文化生活的
需要，又推动当时中心运动的完
成，剧团声名鹊起。

1961年该团排练的连台戏
《济公活佛》上座率也很高，青年
演员排练的《陈琳与冦珠》《三请

樊梨花》《百岁挂帅》等公演于
苏、锡、常各大剧院，均获好评。

“文化大革命”初，该团价值
20 多万元的服饰、道具等均被
当作“封、资、修”货色而付之一
炬，干部靠边，名演员被批斗，剧
团名存实亡。

1969年初经整顿精简，剧团
并入丹阳县工农兵文工团。

1977年锡剧演出移植的苏
剧《枫叶红了的时候》，公演于上
海静安区文化馆剧场和光华剧
场，省内 30 多个兄弟剧团慕名
前往观摩，获得好评。1978年现
代戏锡剧《锁不住的春天》获镇
江地区创作二等奖。

1979 年 8 月，县锡剧团建
制恢复。是年《十五贯》《秦香
莲》二剧公演于上海大中华剧
场，上座率经久不衰。1984年
下半年，该团演出的现代戏
《家族公案》参加镇江市调演，
获演出一等奖和精神文明奖，
演员袁彩凤曾荣获苏、浙、
皖、沪三省一市锡剧青年演员
太湖梅花B组一等奖。

○旧事重温○

丹阳县锡剧团往事
■ 庄俊豪

1944 年夏天，中共丹阳太
平区区长张国荣组织区大队和
地方游击队智取了丹阳西门外
西王庵恒心堂日伪军驻地的枪
支。

据当事人陈良介绍，原靠
近丹阳的姜埝乡属茅东县太平
区领导。但姜埝乡中队缺少枪
支弹药，不能正面与日伪军较
量，只能开展游击战。张国荣
区长经常对姜埝乡中队指导员
王九令说：“我们要摸清丹阳
城内敌情，奇袭敌军，缴获武
器，扩充我军装备。”王指导
员听取指示后，就找两面派伪
乡长张某谈话，要他及时汇报
敌情，不许虚报，注意保密，
否则后果自负。为了正确地掌
握敌情，王指导员又要求乡中
队长梅金德做好伪军侦缉队员
张良清的工作。组织上要求张
良清“身在曹营心在汉”，以
特殊身份了解敌情，随时汇
报。由于王指导员和梅金德做
好统战工作，终于摸清了丹阳
西门外西王庵恒心堂内的敌伪
军卢鸿亮中队与外地保安队调
防的底细。当时伪军驻防的部
队已撤走，接防的保安队尚未
到齐，秩序混乱，如果趁虚袭
击，定能缴获一批武器。王指
导员与姜埝乡乡长丁立诚商
量，决定立即向区委汇报。刚
好区公所驻扎在绕庄桥塘圩
村。张区长听了汇报，立即召
集太平区区大队指导员陈良和
区大队长吴金荣开会研究。经
过分析，认为区大队缺乏短
枪，难以取胜。正巧，茅东县
政府和县警卫营部驻扎在离塘
圩村二里路的后背庄上。张国
荣区长即前往请示，县政委周
锋同意这次行动计划，并一再
指示，战必胜，攻必克。

为确保智取枪支成功，整
个战斗由张国荣区长指挥。警
卫营干部丁俊和贡金林率短枪
班战士张敖孝等数人和区大队

长吴金荣一起，带20响驳壳枪
和短枪，前往张巷村丁立诚乡
长家里，进一步分析敌情。同
时，区民政股长岳万寿于当天
下午将培棠乡干部赵振华、岳
无忌、岳书林和全州乡干部、
中队长唐乔根召来参战。此
时，姜埝乡乡长丁立诚、指导
员王九令、民兵中队长梅金
德、游击队员尹黑皮、吴树金
等早已在等候。陈良带领区大
队一个班，遵照区委指示，于
午饭后带武器弹药往离城二里
路的仙台观庙内集中待命。张
区长作了战斗部署，决定兵分
三路进军：一路挺进西门外西
王庵恒心堂，围攻敌营；二路
在西门河沿把守老西门桥；三
路埋伏在杨家庄东部的山下，
正对新西门岗哨监视敌人行
动，发挥阻击、防御作用。张区
长和陈良、岳万寿三人巡回活
动，随时接应，以防突变。区委
还明确指示，指导员王九令、梅
金德、尹黑皮三人为向导，各负
其职。王九令带领其他乡干部
截住老西门桥，监视敌情；梅金
德佯装老百姓与西王庵恒心堂
驻防哨兵搭讪，攀亲道故，开玩
笑，县警卫营丁俊同志跟在梅
金德后面，相机行动；尹黑皮带
领贡金林等埋伏在恒心堂周
围，伺机接应。

整个奇袭工作就绪后，丁
俊见梅金德已在与门哨说话，
便把枪藏在元宝篮里，飞步上
前用短枪顶住哨兵胸膛，厉声
喝道：“不许动，快缴枪！”梅金
德随手夺下哨兵的枪。丁俊一
枪打伤了哨兵。尹黑皮、贡金
林和其他短枪班人员，迅速从
恒心堂东弄冲进。恒心堂的伪
军有的在午睡，有的刚醒，有的
在洗脸，见有人冲进来，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傻眼怔着。贡
金林和尹黑皮用枪对着他们喊
道：“不要动，统统地举手缴
枪！”伪军这才如梦初醒，吓得

面如土色，手足无措，只好乖乖
地举起手来。此时，县警卫营
和区大队战士飞快取下挂在墙
壁上的枪支，手提肩背，胳肢窝
里还夹着，每人都拿了好几
支。他们出了恒心堂，见到老
百姓就请他们帮着背枪，并快
步走进老西门外大街。大街上
挤满了人，影响战士们的去
路。为了赶快撤离现场，梅金
德就朝西门城门口放了一枪，
高喊：“老乡们快快让路，我们
是新四军。”老百姓听到枪声与
呼喊声，立即像潮水般让出一
条道路，让战士们很快通过。
埋伏在土山下的区大队，听到
西门的枪声与人们的喧哗声，
又见战士们朝西门外直奔，知
道大功告成。张区长命令朝西
门城门口发射排枪，“哒，哒，
哒”一阵枪声，吓得哨兵连忙关
闭城门。城头上，敌人的机枪
声和小钢炮声顿时响成一片，
好像是在给战士们放“礼炮”送
行呢！参战人员避开敌人的枪
炮射击，顺利地撤离了西门，返
回宿营地。这次缴获了伪军长
枪 47 支，野鸡枪 1 支。张国荣
区长看到全体指战员从伪军驻
地缴获这么多枪支十分高兴，
代表中共太平区委给予表扬和
慰问，中共茅东县委也通报了
这次战况。

经区委研究决定：所缴获
的长枪上缴给县警卫营 18支，
其余的枪支分发给姜埝、培棠、
全州三个乡中队，手中有枪，何
惧豺狼，从此太平区的抗日战
斗节节胜利。

○烽火岁月○

张国荣智取西门伪军47支步枪
■ 孙洪如 张小毛

○曲阿人物○

吕城名医赵禹珍
■ 黄庚发

赵禹珍（1915~1984），吕城镇
马元里人。赵禹珍8岁读私塾，16
岁时由其父亲送至武进罗溪镇，拜
谢恒昌医师为师学习中医。在学
习过程中，赵禹珍勤奋认真，刻苦
钻研各种中医临床医疗技术，五年
后满师返回吕城，1935年在镇上挂
牌行医，主治中医内外科疾病。

赵禹珍在吕城出名有一段故
事。吕城西南街有一人名叫贺桐
芳，他曾在1935年至1937年任吕
城高等小学校长，后任丹阳参议
员。1943年时，他妻子病了，遍请
了吕城医生都没有看好，贺桐芳不
由着急起来，于是花重金到常州请
名医，所请的这位名医，是马培之
的徒弟，他不肯到吕城来，并说：

“堂堂一个吕城镇就没有一个好医
生，我不相信。”说归说，在贺家的
恳求下，他还是到吕城来了。

常州名医到吕城贺家后，首先
诊断了贺桐芳妻子的病情。然后
到堂前坐下，主人家赶紧泡了香
茗，等着他开药方。但他偏不开药
方，而是吩咐主人把看过病的药方
拿出来给他看。他认真看了以后，
单独抽出一张药方，对主人说：“你
替我把这位赵禹珍先生请来。”不
一会，赵禹珍便来了。进门后他赶
紧双手抱拳，向常州名医行礼。坐
下来以后，常州名医就说：“今叫你
来，我替你讲，你开的药方全部对
头（有十多味中药），已经很不错
了。但是你的胆子小了些，药量不
够。”于是叫主人拿来纸和笔，仍叫
赵禹珍执笔，重新开药方，把药量
加上去。病人两天药吃下来后，已
有好转，没十天就全好了。

常州名医在吕城待了三天，还
看好了几位疑难病症患者。

通过这件事以后，赵禹珍在吕
城地区声名鹊起，远近闻名，找他
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起来了。

1943年，赵禹珍在行医的同
时，担任时化乡伪乡长，在任职期
间，他利用合法身份，多次掩护地
下党及新四军人员从事抗日革命
活动，并积极地多次为地下党筹粮
筹款，因此得到地下党领导人顾维

衡（丹阳解放后第一任县长）的赞
赏。

1951年10月，赵禹珍和吕城镇
其他诊所的一批仁人志士积极响
应政府号召，共同创办了吕城联合
诊所。联合诊所成立后，赵禹珍主
持中医内科，兼任吕城联合诊所医
务主任。在创办联合诊所初期，赵
禹珍积极筹集资金亲赴外地采购
医疗设备，并把家中的医疗器具和
桌椅无偿捐献给联合诊所。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赵禹珍
刻苦钻研中西医理论和医疗技术，
他的临床经验和医疗技术扎实精
湛，特别是对黄胆肝炎、急慢性肾
盂肾炎、伤寒、妇科疑难杂症和小
儿科等都有独到的治疗经验和方
法。在50余年的行医生涯中，他为
无数患者解除了病痛，使他们恢复
了健康，所以赵禹珍被吕城人民群
众称之为“一代名医”。

“文革”中，赵禹珍也没能幸
免。由于他当过伪乡长，又是地
主成分，所以也受到了不公正待
遇。但由于他平时待人和霭可
亲，且很少和人有什么过不去，
所以在那个特殊年代，没受到太
大的冲击。

拨乱反正后，下放金坛的名
医杜贵宪也回到了常州，不少吕
城人都慕名去常州找杜贵宪看
病，当他知道来人是吕城人之后
说道：“你们吕城人为什么要来找
我，赵禹珍先生是我的师兄弟，
他绝对不比我差，你们跑了‘冤
枉路’。”吕城东南街的徐跃生先
生就碰到过此事，听杜贵宪先生
亲口讲了这番话。

赵禹珍一生为人谦虚，从来没
架子，请他看病的人无论地位高
低、穷富，都一视同仁，在单干的年
代，他对比较困难的患者不收诊
金，是一位德艺双馨的名医。

赵禹珍于 1979年光荣退休，
1984年 5月 3日病逝于马元里家
中，享年七十岁。1984年5月5日，
吕城中心卫生院在洪家大队为赵
禹珍举行了追悼仪式，高度评价了
赵禹珍医生作出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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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看点

本报讯 （记者 裕隆 通讯
员 毛吉仙）“虽然我们现在退休
了，可都是共产党员，而且是老
党员，我们退休不褪色，创办公
益助学机构，为教育作贡献，为
社会作贡献。”近日，退休干部
臧鹰跃与许生炎、许国栋两位党
员一起创办了桂冠公益助学中
心，说起了这番心理话。

走进位于北环路的东湖大厦
119号桂冠公益助学中心，有两
间公益大教室，一间 90 平方
米，一间 200 平方米。据了解，
三位党员退休后，一直关心我市
的教育工作。他们利用社会力
量，办公益助学机构，邀请了教

师志愿者，为低年级的儿童开设
英语、数学等课程，还设有晚托
班，不仅能弥补家庭教育的不
足，还能培养留守学生健康的人
格，并且开展结对帮扶、电话家
访、交心谈心等，给留守儿童温
暖关怀。“作为老党员，帮助孩
子们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能眼
看着这些优秀的孩子，因为家庭
贫困而失去上学的机会。他们是
祖国的未来。”今年64岁的许国
栋说，我市很多外来务工子女的
父母因工作繁忙，忽略了对孩子
的关爱和沟通交流，这些孩子是
一群特殊的群体，他们受到的家
庭教育也相对落后，与城市儿童

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在这种情况
下，他们容易出现焦虑、自卑、
敏感、性格孤僻等心理问题。老
党员们通过教师志愿团队，不仅
了解贫困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家庭
教育，还与家长沟通，建立微信
群，及时把孩子的进步成长和学
习情况汇报给家长。党员们在平
时经常与孩子们沟通，了解孩子
需要什么，在想什么，帮助他们
解决心中的疑问。

最近，该机构还开设了英文
经典听读公益课堂，邀请专业的
老师设置优质的课程，帮助学
校、家长、孩子三方解决日常学
习及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说起

助学教育，臧鹰跃的女婿桂楠也
经常与一些年轻的教师交流讨
论，如何从孩子的教育入手，如
何办活动，让孩子们通过活动学
到知识。“我们教育的目的，其
实就是家校和谐，共育人才，为
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桂楠
说，为了保证助学活动的专业
化、持续性，他还利用自己的人
脉资源和社会关系，聘请了一批
高校教授、中小学教师、中山大
学眼科中心专家、心理学导师、
书法家协会的书法家等作为中心
的志愿者，开展公益服务。

据了解， 桂冠公益助学中
心，是经民政部门批准成立的民

办非企业单位，是专业的独立法
人的公益性社会组织。该机构以
发挥社会教育功能，开设青少年
社会教育公益课堂，运用社会力
量，传授专业技巧和方法，融社
会活动、科普知识等趣味活动为
一体，为留守儿童以及外来务工
子女提供授课助学、心理辅导等
帮助，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成
长。三位党员表示：“希望孩子
们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不要害怕，
更不要放弃，因为他们会一直关
心他们、帮助他们。”

为外来务工子女提供课外辅导

退休老党员办公益助学机构

本报讯 （记者 魏裕隆）
为弘扬京剧艺术，展现离退休
后的精神风采，近日，我市同
乐京剧社与镇江祥和京剧票友
19人欢聚一堂，共同唱响中国
传统国粹艺术。

在面积不大的活动室里，

记者看到，京剧票友听着时而
高亢时而婉转的唱腔，或用手
打着节拍，或眯着眼睛细细品
味。联谊会现场，来自镇江票
友精湛的唱功，深深吸引着在
场观众，他们看得津津有味，
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喝彩

声。举办联谊活动就是为了让
票友们老有所乐，也是增进各
票友之间的情感交流。”来自
祥和京剧票社负责人王应昭
说，此次联谊会阵容整齐，剧
目精彩，赢得现场票友和观众
的阵阵掌声。票友们表示，要
在有生之年，积极参与京剧艺
术活动，既做民族传统艺术的
爱好者，更要做好传播者。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同
乐京剧社与周边城市如镇江、
常州等地的兄弟社团常联系搞
活动，也经常接受邀请去外地
演出。每次活动时，票友们会
精心准备。《穆桂英挂帅》《沙
家浜》《智取威虎山》《四郎探
母》等经典京剧名段尤其受欢
迎。同乐京剧社负责人花建云
乐呵呵地说：“和票友们相聚
交流是一种乐趣，大家以戏会
友，共同交流，老有所乐，在
弘扬国粹、学习京剧的过程
中，自己也得到了锻炼。”

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镇丹票友联袂演出

乐活

记者 裕隆 摄

最近去看父母，发现他们
居然跑去听健康讲座了，还鼓
动我也去听。每天早晨一大
早，二老就相约一起赶到几里
外的某地，不仅和一群老头老
太听讲座，还乐呵呵地提着免
费的鸡蛋、香皂、牙刷之类小
礼品回家。

几天后，二老又开始往家
搬东西了，这些并不是免费
的，而是他们花了几百块钱买
的，让我看了倍觉不安。这些
东西有吃的喝的。眼看着父母
往家拎的东西越来越多，我是
越来越着急，可是父母脸上的
笑容却是越来越多。我屡次劝
他们不要听信所谓的健康讲
座，他们嘴上答应得好好的，
可过后仍旧我行我素，隔段日
子还依旧往家搬各类保健品，
房间堆满了各种药品，东西也
是越买越贵。我多次劝二老不
要听信所谓的讲座，他们就是

听不进去。虽然花的不是我的
钱，可想着父母把自己的退休
金大把大把地花在这上面，却
在其他方面越来越吝啬，舍不
得吃，舍不得喝，我是越来越
无奈。

琢磨了好几天，我开始力
劝父母跟我一起早晚锻炼，可
父母不愿意。我又针对二老的
喜好，找到适合他们的运动项
目。于是，我硬拉着他们去公
园广场打球，挨个做器械运动，
每晚又发动全家人一起散步，
节假日登山、旅游。我还时常
向他们传授正确的养生之道。
与此同时，我也时常提醒自己，
和父母相处时保持和颜悦色的
态度，多花些时间陪伴他们。
一段时间下来，父母脸上的笑
容多了起来，也不再去听那些
所谓的健康讲座了。

现在，父母越来越健康，心
态也越来越年轻。而我与父母

的关系，也更和谐融洽。我认
为，还是要多花些时间陪陪父
母，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做做
家务，或者带他们去做想做却
一直没做的事情，别让他们感
到孤独。有时间，多陪陪父母。

有时间多陪陪父母
邱蕾

亲情

市第七次文代会召开抒怀
张月兰

支付宝相互宝上线，针对60~
70岁的老人癌症救助

近日，支付宝老年版相互宝上
线，这是一个专门为60~70岁的老
年群体成立的防癌互助社群，老人
患上恶性肿瘤后，可以申请最高10
万元的互助金。

相互宝是什么？相互宝是支
付宝上一个可以免费加入的大病
互助群。如果有人生病，能够领到
最高30万元的互助金，互助金由相
互宝成员一起分摊，相当于“一人
生病，大家出钱”。一旦老人患病，
根据患病程度，可以申请5万元或
10万元的互助金，单个成员救助不
超过1元钱。“老年版相互宝”上
线之后，质疑声不断，针对外界质
疑“老年版相互宝”的互助金额度、
分摊费用、保障范围等问题，支付
宝在官方微博进行了集中回应。

爸妈没到60岁，能加入“老年
版相互宝”吗？

“老年版相互宝”针对 60~70
岁的用户。没到60岁的父母，大家
可以帮他申请加入相互宝。等爸
妈满60岁时，只需简单操作就可以
一键“迁移”到老年版相互宝，而且
不需要重新计算等待期。这样不
会产生保障空白期。

爸妈也是60~70岁的，但为什
么去申请系统却显示“开放中”呢？

为了保证长期健康运行，“老
年版相互宝”在逐步开放中。

除了亲爹亲妈，为什么不能
为岳父母、公公婆婆、爷爷奶奶
加入相互宝或者“老年版相互
宝”？

相互宝和老年版相互宝目前
都只支持为直系亲属添加。所
以，大家能为自己的爸妈、子
女、配偶加入，但还不能为岳父
母、公婆、爷爷奶奶加入。如果
想要加入，建议还是让这些亲人
的直系亲属代为加入。

“老年版相互宝”只能保障到

70岁，70岁之后要怎么办？
理想的个人保障可以包括三

大部分，首先是社会保障，也就是
基础医保，然后是互助保障，最上
层是专业、多样化的商业保险。

（综合）

教育部：拟招募4000名优秀退
休教师到农村讲学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教师队伍
建设，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优势资
源，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做好2019
年银龄讲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
通知，2019 至 2020 学年拟招募
4000名优秀退休教师到农村讲学。

申请银龄讲学计划的退休教
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
教师为主，年龄一般在65岁（含）以
下。讲学教师原则上应具有中级
及以上教师职称，以高级教师为
主。讲学教师服务时间原则上不
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
讲学。（新华网）

老了还玩游戏吗？调查显示英
国老年人27%热爱游戏

最近一份英国的调查报告显
示：老年人群中游戏玩家占的比
例也不是少数！65岁以上的老人
中还有27%会常常去游玩电子游
戏。英国地区已经存在一大批高
龄游戏玩家了。这份调查共采访
了 2000多位来自英国的成年人，
结果发现：55~64岁的人群中有
42%在过去五年里享受过游玩电子
游戏，而65岁以上的人群中也有
27%的人有过类似经历。那么这些
人群最喜欢玩什么游戏呢？调查
显示，策略游戏成为了“老年选
手”们最爱的游戏类别（40%），
另有20%的“老年组”玩家表示，
为了方便和孙辈们进行交流，他
们还会去玩多人游戏。

（综合）

信息超市

诗风雅韵

日照中庭聚俊贤，都为赫赫在峰颠。
兴看佳作新词笔，喜见坊间旧纸铅。

同论友朋诗对语，共随耆宿调和弦。
谁言九曲难归海，鱼跃龙门不负天。

亮您观点，说您想说，我们
都愿倾听！

欢迎读者投稿《老人天地》,
可以是您的生活事、情感事、隔
代教育、人生感悟等，字数在
600~800字之间。

来稿请注明【真实姓名+年
龄+详细地址+邮编】

电话：13912812976 （微
信同步）

投稿邮箱：williamz402@
126.com

如梦令
肖平

常忆入乡千户，
溪水石桥槐树。
延社下河东，

孺子年华熬度，
熬度，熬度，
修悟人生心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