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9月11日 星期三
编辑：殷显春 组版：孔美霞 校对：孙安琪 14老档案

最近觅得一张 1952 年 1 月
24日出版的《新闻日报》，第四版
刊登了一则消息，虽然只有短短
几十个字，还是引起了我的极大
兴趣。

消息标题是“马相伯灵柩安
葬纪念会今日下午在震旦大学举
行”。全文如下：

马相伯先生灵柩返国安葬纪
念大会，定于今日下午二时在长
乐路一三九号震旦大学礼堂举
行，会上有马相伯先生门生故友，
讲述相伯先生生平爱国事迹，欢
迎各界人士及天主教友踊跃参
加。

《新闻日报》是上海著名老报
纸，创刊于 1949年 6月 29日，由
民国时期的《新闻报》改组而来。
创刊初期，《新闻日报》侧重报道
工商新闻，伴随中国社会形势与
中共新闻政策的变迁，该报多次
转型，后合并到《解放日报》，最终
停刊。

新中国刚成立后，上海首任
市长陈毅想到了爱国老人马相伯
的灵柩还在越南谅山，应该让其
回到祖国，决定迁葬回上海。
1951 年 12 月 23 日，陈毅市长派
出了他的秘书和警卫员，陪同马
邱任我、马玉章和马百龄，赴谅山
接灵，于第二年的1月8日回归上
海故里，并准备举行隆重的追悼

大会，纪念这位爱国老人。
报纸中的消息，披露了在举行

追悼会的前一天，曾经在震旦大学
举行了一场纪念会，先生的门生故
友在纪念会上追思了相伯老人的
爱国事迹。第二天，即1952年1月
25日，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大礼堂举
行规模盛大的追悼大会。陈毅市
长亲临会场主持并致悼词。上海
市领导、相伯老人学生家人数百人
参加大会，后将马老遗骨安葬于西
郊的息焉公墓。

相伯老人在息焉公墓只静躺
了15年。空前的“文革”浩劫中，
整个墓地被毁，马相伯墓惨遭破
坏。

“文革”结束后，上海成立马
相伯迁墓筹备委员会，经过和马
玉章一家协商，决定在 1984年马
相伯逝世45周年之际，迁墓到宋
庆龄陵园名人区。可是旧墓区早
就夷为平地，改作它用，遗骨安
在？马玉章到现场和筹备人员一
起调查勘察，马玉章记得墓地的

斜对面 100米左右，是一座小教
堂。警备区派出一个工兵排，按
马玉章指认的位置开挖，终于发
现了遗骨和红绸缎的残片，但未
见棺木。马玉章确认这绸缎，就
是爷爷入殓时穿的长袍。一同勘
察的李烈钧的儿子李赣驹，当年
也在谅山为老人送葬，也做了见
证。遗骨被送往第二医科大学解
剖专家鉴定，结论是身高在 1.7~
1.8米左右，年龄在 80岁以上，马
玉章确认是爷爷的遗骸。至于为

什么不见棺木？马家做出一个颇
为合理的推断：老人墓葬已经被
盗，盗墓人以为定有值钱的财物，
又见如此优等的棺木，劈开了才
发现一无所有，因为偏偏天主教
不兴财物陪葬，于是这上等楠木
材，就被当做宝物片甲不留了。
同年10月27日，上海举行隆重的
马相伯迁墓安葬仪式。一代爱国
老人从此长眠安息在故地最高规
格的陵园，并和宋庆龄的陵墓毗
邻。

1951年 9月 15日是传统的
中秋佳节。那次节日，我是在
丹阳县志愿军新兵征招站度过
的，并遇到了一次终生难忘的
风波。

1951年秋，抗美援朝战争
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为了确保
抗美援朝的胜利，丹阳人民积
极动员起来，踊跃支前，响应
党和政府号召，坚决做到“三
要三有”。即要粮有粮，要钱
有钱，要人有人。之前，我已
被县委调到丹阳县志愿军新兵
征招站工作。九名工作人员
中，除我和县长顾维衡的弟弟
顾维贵等 3人外，其他都是解
放军镇江军分区驻丹阳独立第
六营的军队干部，连长姚清云
任站长。

中秋节的前几天，站长为
了表达对我们的慰问，召集大
家商讨如何过节的事。他提议
让新兵站事务长找一家有名的
南货店，为节日订做一批月饼，
要求每个月饼重半斤，品种为
豆沙、椒盐、五仁等苏式月饼，
每人发 8个。另外中秋晚上办
一桌筵席聚聚餐。先拿出60万
元（旧币，合新币60元）不封顶，
但必须质量高、品种好。那时
期，副食品非常丰富，且价廉物
美，我们都感到太昂贵奢侈
了。当时机关干部每天的伙食
标准为0.32元，有时调整为0.31
元或 0.315 元，属“大灶”伙食。
志愿军新兵每人每天的伙食标
准为 1.26元（小灶）。平时，我
们是与新兵分开就餐的，这次

一桌菜就花费那么多，还不封
顶，过于浪费了。建国后，党和
政府的干部廉洁奉公已成风
气，深得人民的信赖与赞赏。
我们这样做，是违背精神原则
的。因此，我们决定当晚“罢
宴”。那天下午，我们就离开了
办公室。站长见状，就守在大
门口（今西门小学，原是城隍
庙）拦截我们，劝我们晚上聚
餐。但我们态度坚决，不为情
面所动。站长只好妥协，已办
的筵席用来招待各界知名人士
代表。另给我们准备便餐一
桌，还安排警卫员、通讯员联
系好丹光大戏院请大家看演
出。一场中秋罢宴的风波，在
相互谅解的气氛中，终于落下
了帷幕。

年幼中秋赏月的往事，至今
仍然留在我的记忆中。

小时候，由于家境贫困，中
秋节根本买不起月饼。记得10
岁那年的中秋节，母亲早早准
备，自己动手做月饼。她向人
家借来 10斤面粉，同时借来一
个木制的月饼模子。中秋节那
天，母亲把我早早喊起，让我帮
她做月饼。我一听有月饼吃，
立马蹦下床。母亲很高兴，她
将面粉和好，又将准备的鸡蛋、
红糖调和做馅。她叫我帮她擀
面团，我虽然不大会，但也跟着
学，将面团一块一块递给她。
母亲将调好的馅料放进面团，

再放进月饼模子里，用手压实后，
将月饼从模子里倒出来。

制成的月饼坯子，表面可见
清晰的牡丹花纹和“中秋月饼”四
个大字。然后，父亲再将月饼一
个个放在火炉上用慢火烤制到
熟。我迫不及待地先尝了一块
烤熟的月饼，觉得分外香甜。那
一次，我觉得能亲手帮大人制作
月饼，是很有趣的劳动，这种童年
趣事，每每回忆起来，都使我激情
满怀，50多年前的情形至今仍历
历在目。

到了中秋之夜，母亲让父
亲在家门口放一张小木桌，摆
上自家制作的中秋月饼，还有

苹果、毛豆角等。母亲说毛豆
角是用来祭奉月兔的，苹果代
表全家平平安安。全家人围坐
在桌前，一边赏月，一边猜谜
语、说笑话。记得有一次，父亲
在中秋之夜一连出了几个谜语：

“生在田里，死在锅里，活在怀里”
“风雨中修身，沸水中溢香”。大
家听后知道这些都是茶谜，每猜
中一个，大家都捧腹大笑，至今难
忘。

而今，笔者已步入老年，但
中秋赏月往事中的童心犹存。
幼时和母亲一起制作月饼、团聚
赏月、开心猜谜的往事，至今仍萦
绕在脑海中。

1979年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三
年，我在后巷新华中学任教。作为
主抓高中毕业班的教导主任，我自
感任务重、压力大。如何再创1979
年高考辉煌是我首先考虑的问
题。校领导、毕业班老师期待我们
教导处能拿出可行的实施方案。

利用空余时间，我与教导处人
员走访了省丹中和访仙中学，他们
授课的严谨性、复习的针对性、措
施的实效性值得我们学习。在回
校后的行政会和毕业班任课教师
会上，我代表教导处谈了教学和复
习的具体方案，要求大家咬紧学校
下达的奋斗目标，精心备课、上课，
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通力协
作，奋力苦战，争取如愿完成目标
任务。

我们还定期召开阶段性学生
大会，总结经验，提出改进意见。
至今尚未忘记的一件事值得回味，
为充分调动学生的非智力因素，我
大担提出在学生中开展发扬“古人
读书精神，争做学习主人”的活动，
营造积极向上、勤学好问、苦练内
功的浓厚氛围。在广泛发动和精

心准备下，学校召开了毕业班师生
“打好攻坚战，再创新辉煌”誓师大
会。教师代表、各班学生代表纷纷
在会上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
笨鸟先飞、悬梁刺股的故事使大家
深受启发和鼓舞。会后各教研组
又认真讨论，借鉴兄弟学校的复习
经验，制订了可行的教学和复习计
划。对优秀生抓住不放，在提高他
们解题能力上狠下功夫。学生中
也形成了你追我赶、公平竞争的态
势，各层次的同学均在不断进步
着。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全体毕
业班师生的艰苦奋斗和努力拼搏，
新华中学 1979 年高考取得了历
史性的辉煌。19 位品学兼优的
学生被各高校录取，其中陈卫平
被清华大学录取，徐红岩被中山
大学录取，轰动了全县，录取人数
名列丹北片各中学榜首，得到了
全社会和家长们的充分认可和赞
扬。乡村中学竟有学生进入全国
一流的名牌大学，一般人觉得不
可思议，取得如此成绩的背后，凝
聚了师生们艰辛的付出。

一张老报纸引出的马相伯墓轶事
■ 周松涛

○文献钩沉○

迁葬后的马相伯墓“文革”前的马相伯墓《新闻日报》刊登的报道

中秋佳节“罢宴”记
■ 韩家驹

○岁令话旧○

○记忆深处○

中秋赏月忆童年
■ 刘联芳

难忘1979年高考
■ 朱银和

本报讯（通讯员 吴山弟）昨
天，来自世界各地34个校友会的
近 300名代表欢聚复旦大学，参
加 1992 年复旦大学世界校友联
谊活动暨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
复旦首任校长马相伯先生铜像揭
幕仪式。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
复旦校友陈至立到会为马相伯铜
像揭幕，并代表市委、市政府表示
祝贺。

全国政协副主席、复旦大学

名誉校长苏步青教授题诗祝贺：
“赤子来归巍哉母校，青春永驻兴
我中华”。市政协主席、复旦大学
顾问谢希德教授也欣然命笔：“畅
叙友情，加强联系，共同建设复旦
美好的明天”。复旦大学校友、香
港乐声电业公司董事会主席李达
三先生昨天向母校捐赠 500万元
港币，用来建设“复旦会计楼”，恢
复会计系。（原载于1992 年11月
5日《文汇报》）

近代教育家复旦首任校长马相伯先生
铜像揭幕
陈至立主席出席仪式致贺 来自世界各地的校友参加揭幕仪式
和校友联谊活动

○旧文新读○

○旧事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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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70年前，无数的革命先
辈抛头颅、洒热血，用自己的鲜血
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美好生活。
近日，记者来到市人民医院，采访
了我市一位抗战老兵陈立志，听
他讲述当年的战斗故事。

初生牛犊不怕虎
“14岁时，我就参加战斗，跟

着队伍在沭阳打鬼子了。当时，
条件艰苦，随时都会丢掉性命，
但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从来不
感到害怕……”虽已 91 岁高
龄，但他在人民医院的病床上说
起打鬼子的事情，依然记忆犹新、
思路清晰。陈立志是江苏沭阳
人，1928年 8月出生，1941年 3月
参加革命，1945年5月入党，曾参
加过抗日战争、渡江战役等。
1941年，为配合沭阳县成立独立
团，沭阳周楼乡政府成立了乡小
队，区政府成立了区中队。乡里
20 多人报名参加了该团，陈立
志也在其中，打了人生中的第一
仗。“作为新兵，这是我参加的
第一场正式战斗，当时打得很漂
亮，也很成功。”至今，陈立志
都记得当时的许多细节。那时，
县里成立了新四军沭阳联防大
队。在马场镇，驻有日本兵的据
点，据点内还有汪精卫的“和平
军”，共同驻扎在这个镇子里。
陈立志所在的县大队加各镇小队
和各区中队，已有 1000 多人，
人数多于敌人，准备春节前后打

掉据点里日本人的部队。临近过
年的某一个下雪天，晚上 11点
左右，县大队二营派一个班，先
行侦察。在镇南边有一条沟渠，
内有许多芦苇，水不太深，侦察
战士们轻轻破开薄冰，涉水过去
俘虏了两个站岗的哨兵。战士们
审问了俘虏得知镇上部队有多少
人、有多少武器弹药、火力点的
布置等情况后，马上汇报给部队
上级。部队马上急行军，埋伏包
围了该据点。敌人不知下雪天会
受到新四军埋伏，都在呼呼大
睡。

马场镇与沭阳有 30 公里
路，沭阳是日本人的大本营。陈
立志说，那时候没有公路，但敌
人几个小时就能赶来支援。上级
要求速战速决，晚上 12点部队
发起攻击。连长谢德文下命令，
打仗要求快求狠，不能放跑敌
人，就是要全部歼灭。现在回想
起来，那场战斗很激烈，因为没有
火炮，全靠硬攻，大概打了四个小
时左右，终于打垮了敌人。为防
止沭阳县城的敌人赶来，打下来
什么物资都不要，只要武器弹
药。这次战斗，共歼灭了50多个
日本人，俘虏了 100 多个“和平
军”。

“经历了那场战斗后，我才知
道仗原来是这么打的。”陈立志笑
着说，那次打完胜仗后天快亮了，
老百姓就用家中的山芋干和玉米
粉煮粥给战士们吃，战士们吃得
特别香甜。第二天，十里八乡都

传颂新四军打了胜仗。陈立志回
家告诉家人，自己参加了这次战
斗。经过这场战斗，县联防大队
已有700多人，区中队60多人，乡
小队30多人。两年后，县大队发
展成三个营，陈立志在二营二排
当班长。那时候部队属于新四军
沭阳联防大队。

逃过一劫
休息了两个多月后，陈立志

调到沭阳县公安局武工队。他住
在沭阳吴集镇一位地下党员家开
的磨坊店里。有一天上午，店里
来了一个陌生人，自称是陈立志
的外甥，之后便离开了。磨坊老
板凭经验，预感陌生人是汉奸特
务，便让陈立志赶快转移。当时
磨坊老板把陈立志的鞋子抠了一
个洞，将事先准备的纸条塞进了
他的鞋子里。他对陈立志说：“你
不能向西走，那里都是隐蔽的新
四军部队，为了避免被跟踪，你还
是向南走好，然后再绕道找到上
级。”陈立志便向南走了三个多小
时，来到一个小集镇上，买了两个
烧饼充饥。一直到晚上 7点多，
才到达县政府联防队。

到了联防队后，陈立志才得
知磨坊老板被日本人抓去灌辣椒
水、严刑拷打并且被活埋了。他
感慨，如果当天磨坊老板不告诉
他赶快离开，自己就要被日本人
抓去灭口了，那次经历让他印象
最深，也是最危险的一次。好在
有地下党员磨坊店老板，自己因

此逃过这一劫。

淮海战役担任担架员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华

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
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
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
国民党军进行了战略性进攻战
役。陈立志从沭阳县调到宿迁县
委，担任警卫排排长。当年6月，
宿迁县委抽调两个排，陈立志跟
随部队，在宿迁穿城负责从战场
上往下运送受伤战士。

战斗打响后，陈立志不怕苦、
不怕累，紧紧跟随主力部队，冒着
枪林弹雨从前线往后方运送伤
员。他用自己的衣服给伤员裹
伤，帮助医护人员包扎，精心呵
护伤员。在一次战斗中，担架员
每 2人至 4人一组，陈立志奉命
上最前线抢救伤员。“我到现在
还记得，抬伤员的时候，有个伤
员血不停地流，我的小腿都被鲜
血浸透了，血顺着小腿灌满了
鞋，走一步一个血脚印。”他回

忆，自己抬伤员的时候，听到伤
员们不停地呻吟，有的还没抬到
地方就没有呼吸了。遇到敌人的
飞机扫射，炮弹在身边就炸开了
花，一起去的几个抬担架的队员
纷纷中弹倒地，自己也受了伤。
那次战役，他亲眼目睹了许多战
友流血受伤，成千上万的人倒在
血泊之中。英勇故事，不胜枚举，
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才换来祖国
的今天。

感恩祖国
1988年离休后，陈立志经常

跟子女们讲以前打仗时候的事。
如今，陈老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
完成战友的遗愿。“2014 年我到
北京去，与老首长见面，他叫我写
回忆录，后来由于身体原因一直
没有时间写，现在许多老战友陆
续去世了。”提到新中国 70年来
的变化，陈立志激动地说：“看到
国家越来越繁荣昌盛，我们很开
心、满足，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
民越来越幸福！”

甘洒热血换新天
——91岁老兵陈立志的峥嵘岁月
本报记者 魏裕隆 通讯员 马明耀 陆益青

红色典藏

图为老兵陈立志

本报讯（记者 魏裕隆 通讯
员 李淑君 曹霞）花好月圆，又到
中秋团圆时。近日，华南新村社
区携手爱心义工社，邀请辖区老
年居民在会议室一起制作冰皮月
饼，庆祝中秋佳节。

此次活动吸引了 20多位老
年居民前来体验，大部分人都是
第一次做月饼，他们跃跃欲试，都
很想体验一番。当天，爱心义工
社的志愿者准备了制作月饼的冰
皮预拌粉、馅料等材料，向老年居
民讲解月饼的制作方法。随后，
老人们几人一组，戴起手套，按照
步骤，揉搓糯米团、称馅料、撒糯
米粉、上模具，忙得不亦乐乎。记

者在现场看到，短短一个小时，豆
沙、黑芝麻、红豆、板栗等多个不
同口味、圆润的月饼就成型了。
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居民们还
边品尝边交流。“以往中秋节都是
买的月饼，今天头一次跟邻居们
一块动手做月饼，感觉很有意
思。”吃着自己亲手做的月饼，68
岁的陈阿姨开心地说。

活动中，社区居民们不仅体
会到了亲手制作月饼的乐趣，还
增进了社区邻里之间的感情。月
饼虽小，却承载着浓浓的邻里
情。参加活动的老年居民纷纷表
示，希望社区以后能够经常开展
这样的活动。

华南社区老人
“真情巧手做月饼”庆中秋

记者 裕隆 摄

乐活

英国“社交疗法”受老人
青睐

据报道，英国的家庭医生们另
辟蹊径，推出新型“社交疗法”，鼓
励老人积极参加社交活动，达到

“无药胜有药”的效果。
与大众普遍认可的医疗方式

不同，英国的家庭医生与各种服务
实体建立联系，建议老人做义工、
当社区活动的组织者、进行艺术创
作、结交新朋友、坚持体育锻炼等，
帮助他们战胜疾病，延缓衰老。调
查发现，老人们普遍反映身心都得
到了改善，满意度非常高。（综合）

信息超市
防老人走失 北京推“夜

班值守补贴”

为防止老年人走失，近日，北
京西城区推出了《西城区社区养
老服务驿站运营扶持办法》，鼓励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开展夜间服
务。据了解，社区养老驿站每年
最高可获得6万元的基础运营补
贴。(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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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答案：立春、立秋、芒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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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老年体协在天波城小区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文艺汇演，多支文艺团队表演了歌舞、戏曲、太极拳等形式多
样的节目。老年朋友们用激情昂扬的演出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风
貌，热情讴歌了党和祖国。（记者 裕隆 通讯员 花建云 摄）

9月6日，丹阳市第十四届运动会老年乒乓球比赛在市乒校
乒乓球馆举行。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郑坚、吴道忠、夏国新分
获男子单打一、二、三名；邹惠仙、陶瑛、岳国珍分获女子单打一、
二、三名。开发区代表队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团体冠军，延
陵代表队和陵口代表队分获团体二、三名。（记者 裕隆 通讯员
吴道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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