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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阿人物○

1949年 9月 21日至 30日，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在北平举行。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胜利。

1949年 10月 1日，在北京天
安门广场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开国大典，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
新的时代。有两位丹阳人参加了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
大典，见证了这重大的历史时刻。

管文蔚（1904 年-1993 年），
丹阳县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曾任中共丹阳、镇江、金坛、
常州等县县委书记，苏（州）常
（州）特委巡视员，中共无锡中心
县委书记，江南抗日自卫总团团
长，丹阳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司令
员，新四军挺进纵队司令员，苏北
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兼东台城防
指挥部司令员，苏中行政公署主
任，苏中军区第 2 分区司令员和
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
华中野战军第7纵队兼苏中军区
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 11纵队司
令员、苏北军区司令员，参加了苏
中、淮海、渡江等战役。新中国成

立后，任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兼
苏南军区司令员，苏南行政公署
主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江苏
省副省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江苏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
共江苏省委顾问，中共江苏省委
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等职，
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
全国政协常委，第一、二、三届全
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十二大代表。

作为华东解放区的代表，管

文蔚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 年 10
月 1 日，他被安排在观礼台就
座，参加开国大典。

除了管文蔚，还有一位丹阳
人也亲历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
不过，他不是以代表的身份参
加，而是以新闻记者的身份。

秋浦 （1919 年-2005 年），
原名贡厚生，丹阳县人，民族学

家、民族理论家。1935 年参加
革命活动。1938 年奔赴延安，
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中
国共产党。 1947 年负责筹办
《内蒙古日报》，任党委书记兼副
社长，主持报社全面工作。新中
国成立后，任内蒙古日报社党委
书记兼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内蒙
古分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民族
研究所 （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
院）副所长、中国民族学会会长

等职。著有《鄂伦春社会的发
展》《萨满教研究》等。

秋浦是我党培养的第一代杰
出新闻工作者，为新中国早期的
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9月，秋浦以内蒙古
日报社总编辑、中共特派记者的
身份采访了第一届全国政协大
会，见证了新中国诞生的全过
程。

有两位丹阳人参加了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会和开国大典
■ 王荣 王抒滟

从无到多的丹阳戏院和影院
■ 臧辉南

今年，伟大的祖国母亲七十
周岁了。小城丹阳和祖国各地
一样，在 70 年的发展里取得了
辉煌成就。笔者是一个终生从
事群众文化工作的人，站在繁
荣群众文化生活的角度，见证
了丹阳的演出场所“戏院”和

“影院”从无到有、从有到多，
市民的文化生活也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解放前，民国 24年（1935
年），三板桥西董家祠堂内开设
了“无声大戏院”，场地为 20
间简陋芦棚，以演戏为主，有
时放映无声电影，观众寥寥无
几，乡下农民几乎不进城看
戏。日军侵占丹阳后，戏院无
人管理，芦棚坍塌，戏院不复
存在。民国 29年上半年（1940
年），由眭伯英、眭景平等合股
在灯笼巷创立了“新声大戏
院”，后因营业萧条，一度改放
无 声 电 影 。 民 国 35 年 7 月
（1946年），几个军人合股重整
戏院，并更名为“大光大戏
院”，后仍因营业不振倒闭。民
国 37 年 8 月 （1948 年），束成
龙等合伙接办“大光大戏院”，
并更名“丹光大戏院”，兼放无
声电影。

新中国成立初期，“丹光大
戏院”由私人经营。1956年底
实现公私合营。1957年10月因
房屋倒塌停业重建，1958年完
工后，改名为“人民电影院”。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该影院放
映业务兴旺，被镇江列为先进
单位，并荣获了 1961 年省、
地、县三级“先进集体”称
号。之后连续三年获地区循环
红旗。

“文化大革命”时期，由
于 500 多部国产影片被禁映，

人民电影院一度被迫停业。
1978年7月，《红楼梦》等影片在
禁映 10 余年后，被获准重新上
映，城乡群众争相观看，电影院
采用歇人不歇机的方法，连续九
天 十 夜 放 映 146 场 ，观 众 达
60809 人次，影院收入猛增至
12161.80元。

1980 年，人民电影院获国
家投资 275 万元，在原地扩
建，变为楼上楼下共有 1085个
座位的专业电影院，同时将座
椅、电器设备全部更新，于同
年 12 月 26 日开张营业。1982
年投资 8000元，利用对面浴室
锅炉余热建成暖气设备。1983
年 4月，又投资 18万元添置冷
气设备。

人民大会堂：1952年春，在
新北门马路南侧兴建动工，是年
因财政困难，县政府发动各界人
士开展每人义务拆城墙砖 30块
的活动，用以建造会堂，次年元
旦建成使用，内设 1200 个座
位。此后大型会议和各地剧团
均在此开会和演出，年收入超万
元。1955 年起，江苏、上海、沈
阳、武汉等地的锡剧团、京剧团、
杂技团、越剧团先后到此演出。
表演艺术家荀慧生、姚澄、王兰
英、沈佩华、王彬彬、梅兰珍等都
曾来此登台献艺。1963 年至
1964 年的两年内，重新翻建了
观众厅和门厅。“文化大革命”期
间，会堂设备被“造反派”破坏，
业务陷于停顿，门庭冷落。粉碎
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大会堂从浩
劫中复苏，一面接待本地和外地
的集团演出，一面经营电影放映
业务。1977年自筹经费9万元，
除将一层门庭翻建成三层门庭
外，又重新整修机房、宿舍、食
堂。至此，担负起开会、演戏和

放映电影三大任务。
丹凤影剧院：原位于新民东

路 20号，1979年 7月动工兴建，
1981 年 2 月交付使用。面积为
3100 平方米，观众厅分池座和
楼座两层，池座有 1028个座位，
楼座有 526个座位，以放映电影
为主，间有上海、江苏、浙江等地
的京剧、越剧、锡剧来此上演，当
时为城内规模最大的影剧院。

工人文化宫：工人文化宫前
身为 1953 年建成的“工人俱乐
部”，原址在东门大街南货栈，有
六间平房，内设阅览、图书、乒乓
球等活动室供工人开展活动。
1956 年在灯笼巷新建“工人俱
乐部”，面积为 965 平方米。除
设有图书、阅览、乒乓球、康乐球
等活动室外，还辟有一个小剧
场，为工人业余演出和开展活
动提供了场所。1966年“文化
大革命”开始后，活动全部停
止。1973年，各类活动室重新
恢复，小剧场改建成电影放映
室。1981年“工人俱乐部”改
名为“工人文化宫”，增设电视
放映室、弈棋室、游艺室，并
于每年国庆、元旦、春节举办
各种灯会和灯谜游乐活动。
1985 年，县总工会在公园西路
又新建第二个四层楼房的工人
文化宫，占地面积 2336平方米，
内设职工教育室、影剧场、电视
放映室、图书室、展览室、冷饮
室、舞厅。此外还根据不同业余
爱好者的兴趣，组织灯谜、信鸽、
桥牌、京剧、美术等协会开展了
多项活动。

之后，随着城乡经济的发
展，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
高涨，仅靠城内的影剧场所，已
远远不能满足全县人民的文化
需求，除吕城影剧院和皇塘影剧

院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
十年代建造外，其余19个乡、镇
的影剧院均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和八十年代兴建。

至 1986 年，全县有乡镇影
剧院 24座。至 1989年，乡镇影
剧院增至 29座。各镇影剧院仍
在不断改造，提升品位，增加科
技含量。

再到20世纪90年代，城区
电影院（厅）得到进一步发展：

1、豪华电影厅：1996 年
12月建，厅址在新市口文化城
三楼，使用面积 180 平方米，设
座位100个。1998年，该影厅实
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放映收入占
全市年电影放映总收入的10%。

2、数码电影院：2000年6月
建，院址在新市口文化城四楼
南，系江苏省县级市首家数码影
院。该影院的使用面积 800 平
方米，设座位 610 个，与豪华电
影厅交错放映，实行优势互补。
现由于电影放映业务量少，由原
先的市文广新局改名为“百姓剧
场”，每年在此举办“为民戏剧
月”系列活动，把全国各地的剧
团请来演出，免费为市民送上

“文化大餐”。
随着丹阳各项事业的建设

发展和结构调整，工商企业和常
居人口都向城市四周扩展，原有
的戏院、影院都集中在老城区，
不方便四周群众观看。现在，人
民电影院、人民大会堂、丹凤影
剧院已不复存在，原址建成企业
和商业用房，但影院设施并没有
减少，卢米埃丹阳金鹰影城、中
影国际影城、保利吾悦国际影
院、丹阳锦豪国际影城、丹阳天
华国际影城、时光测试影院等，
遍布小城四周，更加方便群众就
近观看电影。

1949年10月1日，首都30万军民齐集整修一新的天安门广场。秋浦管文蔚

○城市记忆○

在我们国人的思想里，有
时会想不起自已的生日，尤其
是父母的生日，但只要有人问
起新中国的生日是哪天时，大
家均不用思考，“10月 1日”脱
口而出，这大概就是我们国人
的国庆情结。

我生在新中国诞生前夕，
长在红旗下，童年时对国庆的
意义还不怎么了解。上小学
时，只知道每到国庆节就可以
放假休息，可以随父母到外婆
外公家，吃上一顿美餐，稍作
休息再去访仙逛街串巷，吃着
父母买的糖果，无忧无虑地四
处奔走着，一点倦意也没有。

随着岁月的变迁、年龄的
增长，1958 年我因成绩优秀被
保送到某新办的普通中学读初
一。那年国庆前夕，学校举行
庄重的升旗仪式，当听到雄壮
的国歌声，看到升旗手将国旗
冉冉升起时，师生们都心潮澎
湃，觉得内心有一种无比的自
豪感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光阴似箭，今年已是新中
国成立 70周年。在 10月 1日的
阅兵仪式上，当国旗护卫队迈
着整齐的步伐来到升旗处将五
星红旗升起时，现场十多万群
众齐声高唱国歌，而坐在电视
机前的我们也深受触动。随之
而来的兴奋，发自肺腑的激
动，大家都充满了自信和力
量，要为自已的人生和国家的
事业而拼搏，要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奋斗。那时那
刻，我明白这就是革命的力
量，祖国的力量。

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我
至今还难忘儿时及初中时度过
的简单且朴素、活泼又快乐的
国庆节。相信这也是所有中国
人的国庆情结。

○回音壁○

国庆情结
■ 朱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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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看点

本报讯（记者 魏裕隆）二十
多年前离开丹阳在外打拼，如今
回到家乡创业，延陵镇行宫村殷
生荣、偶冬梅夫妇俩投资 300 多
万元开办养老院，服务老人。

夫妻二人今年均为 50岁，20
多年前离开家乡去往南京开浴
室。去年10月份，二人经过商量
后回到老家投资创办养老院，今
年 8 月初试营业。目前，共有十
几名老人登记入住。重阳节前
夕，记者来到延陵镇大吕村圩桥
自然村为民养老院，占地 4800多
平方米的院中央有池塘，四周有
石椅和健身器材，池塘南面种植
着青菜、毛豆、萝卜等时令蔬菜。
池塘北边有房屋，室内共设65张
床位，还有单人间、双人间、三人
间、四人间的居室，每间约 30 平
方米左右，配备液晶电视、空调等
设施，床头有紧急传呼器，拥有独
立卫生间。考虑到冬天老人使用
空调取暖，会导致空气不新鲜容

易生病，夫妻二人特意花费20多
万元，购买了供暖风机。在食堂
内，设有桌椅，配备 3 台柜式空
调。每周还有菜单公布，早餐有
馒头、包子、鸡蛋、咸鸭蛋等早点；
午餐三菜一汤，荤素搭配；晚餐有
粥或面，方便老人消化。

为了创办养老院，夫妻二人
先后来到九里村、谭巷村等地四
处考察，最后把养老院的地址定
在了这里。“这地方原是圩桥小
学，有 15间教室，5间厨房，还有
几间校舍，之后就成了危房，院内
杂草丛生，一片废墟。去年，我得
知他们开养老院的设想后，就联
系了村委会，帮他们办理各种手
续，夫妻俩又新建了房屋以及食
堂等设施。”原行宫镇退休干部徐
国连告诉记者，二人不仅花光了
全部积蓄，还向亲戚朋友们借了
50 多万元。为何要创办养老院
呢？偶冬梅对记者说：“我妈身体
不好，平时没人照顾。前年正月

回来给她钱，她却说：‘你给我钱，
我能吃吗？’这句话深深触动了
我。作为女儿，平时不在母亲身
边，老人最缺的就是关爱。”偶冬
梅说，这也是夫妻俩决定开办养
老院的初衷。

“这里环境优美，服务又好，
我们感到很幸福很开心，子女也
很放心。”92岁的耿小丫说，自己
腿部骨折行动不便，9月初入住
后，夫妻俩当护工精心护理，喂
自己吃饭。偶冬梅告诉记者，入
住这家养老院，腿脚正常的老
人，每月护理费只要 1380 元，
还有一位专业的护工照顾。“我
与丈夫办养老院的目的，就是要
让农村老人可以得到集中照顾，
让留守老人享受人间温情。”采
访时偶冬梅表示，如今农村空巢
老人日益增多，养老问题已成为
社会关注的焦点，尤其是一些高
龄、失智失能老人成为养老的难
点。尽管现在亏本，但她热衷这

份光彩的银发事业。现在，她与
丈夫最大的心愿，就是将养老院
越办越好，今后为老年人提供照

料、娱乐、医疗护理等一体化服
务，满足老人的多重生活需求。

延陵镇夫妻自费办养老院服务老人

图为偶冬梅与老人在一起 记者 裕隆 摄

“爸爸，天气冷了，我给你多
加些衣服，注意保暖。”在延陵镇
九里村张庄自然村的一间老宅
内，77岁的女儿戴琳琳正照顾102
岁的父亲戴明风。人们常说，家
有一老，如有一宝。如今老人五
世同堂，是子女们心中的“宝贝”。

注重养生
戴明风老人生于穷苦战乱的

年代，为养活子女，他年轻时做过
很多小本生意，卖酒、卖炒货、卖
生活用品等，还给人做零工。之
所以健康长寿，归功于饮食起居
中有许多讲究。日前，记者来到
延陵镇九里村张庄自然村，探访
了这位“老寿星”。老人共育有三
个儿子，两个女儿。他在饮食方
面讲究软烂、清淡。儿媳妇介绍
说，早饭老人吃奶粉搭配饼干和
鸡蛋；午饭吃半碗饭以及斩肉和
豆腐；晚饭吃稀饭加肉松。

经常运动对身体是非常有好
处的，这位百岁老人每天都喜欢
散步。由于年纪大，腿脚不便，现
在老人每天在家中进行散步。他
几乎每天都要在屋里走上好几
圈，有时家中来了客人，没有时间
陪他一起散步，他就会自己慢慢
移动走上几圈。此外，老人每天
坚持泡脚，子女还经常给老人按
摩。戴明风的高寿，和他家人的
照护有着极大的关系。

爱抽烟
子女说，老人听力不好，但头

脑非常清晰，虽然不多说话，但简
单的交流还是可以的。在与其子
女交流的过程中，让记者惊讶的
是，这位老人现在最大的爱好是
抽烟。“原先他不抽烟，后来他见
到香烟很好奇，就拿起来抽，结果

抽着抽着就上瘾了。”大女儿说，
父亲有十多年的烟瘾，生活在镇
江的小女儿每次来看望父亲，都
不忘买几条香烟给他抽。虽然爱
抽烟，老人自己很注重控制，每天
平均只抽四支烟。

考虑到老人的身体健康，家
人都建议他还是少抽或不抽为
好。

家风传承：你养我长大 我陪
你变老

“平时晚上他自己单独住，我
们就在隔壁，孙子、重孙们都经常
回家来看老人，特别孝顺。”儿媳
妇介绍说，戴明风自己能够起
床，虽然腿脚不便，但有些事情
还是可以自理的。在家人们看
来，互相珍惜是家人之间最重要
的相处之道，一大家子和睦相
处，家人之间从来没有过争吵，

不管家中谁遇到困难，都尽可能
相互帮扶。

老人一生性格平和，从没与
人红过脸。家庭和睦，子女孝
顺，给予了百岁老人无尽的精神
慰藉和关怀。“孩子们都很孝顺
他，只要有时间，不管多远都会
回来看望。其实这是一种良好家
风，应该代代相传。”53岁大孙
子戴荣平感慨。虽经历时代变
迁，老人始终保持乐观心态面
对，爱自己、爱家人，怀着积极
的心态，见证了祖国的发展。如
今生活水平的提高，让他变得更
加爱惜自己的身体和珍惜来之不
易的幸福生活。据了解，目前我
市百岁老人共有54名，其中男性
12名、女性42名。全市最长寿的
老人龚秀英108岁，生活在皇塘镇
观音堂村。

生活有规律
百岁老人被子女当个“宝”
本报记者 魏裕隆 通讯员 毛玉芬

图为大女儿为老人泡脚 记者 裕隆 摄

乐寿

1.囗河山囗
河山，国家疆土。空格填上

一央视男主持人。使前两字为
一河流名，后两字为一省名。

2.囗宁波囗
宁波，浙江市名。空格填上

一男歌手。使前两字为一南京
地名（区），后两字指大波浪。

3.囗琴弦囗
琴弦，琴之弦线。空格填上

一女歌手。使前两字为一民族
乐器，后两字为一天文名词。

4.李囗囗囗平
李平，女歌手。空格填上一

词牌名。使前两字为一唐朝诗
人，后两字为国家女排教练。

参 与 猜 谜 的 读 者 ，加
13912812976 微信号，将您的
答案发送至此号。

上期答案：张飞、关羽、孙
权、孔明、陈胜、陆游、孙策、朱
温。独木桥。

猜一猜

随着年岁增长，保持健康积
极的心态格外重要。

不宜觉得“一切以孩子为
重”。临床发现有近一半老人过
度担心子女、儿孙，还认为自己
的身体状况会成为小辈的负
担。建议老人要有自我独立性，
放下时刻担忧的心，“儿孙自有
儿孙福”，轻松一些，双方可能都
更自在。

不宜觉得“这对我来说太晚
了”。有些老人的心态比实际年
龄更苍老，对新事物有抵触，导
致不同程度跟社会脱节。当然，
有些事情对年轻人来说很简单，
但老人尝试起来显得很难，年轻
人不能表现出嫌弃，这样会让老
人更觉恐慌。虽然手指会颤抖，
记忆有减退，但老年朋友请勇敢
尝试新事物，每一点进步都是一
种奖励。

不宜觉得“过去才是美好
的”。老人往往爱回忆过去，认
为从前比现在美好，这种现象称
为“回归心理”，是在寻找慰藉。
儿女切不可盲目说父母“过时”

“老掉牙”，这是一种伤害，正确
做法是多陪父母出门走走，看看
世界和新事物。现在的就是最
好的，老年朋友要谨记“活在当

下”。
不宜觉得“我说的话没人听

了”。如果老人有这种想法，就
会变得越来越沉默。年纪大了，
学习力、记忆力、思维逻辑等方
面是会有所下降，但岁月沉淀的
经验和智慧更是一种值得分享
的财富。不妨放下担忧，大胆表
达，不仅能锻炼思维和口齿，还
能让自己心情舒畅，变得开朗、
随和，更受欢迎。

不宜觉得“我承受不了损
失”。有的老年朋友会因为某件
事情没做好，就否定、责怪自己，
再也不敢做任何尝试，害怕失
去。要调整心态，晚年也有很多

“可能性”，生活在于尝试，在于
体验，但涉及财务等事情需与家
人商量。

不宜觉得“我不中用了”。
老人身体虚弱，有些慢病不是一
朝一夕就能治好的，切不可因为
身体不争气，就责怪自己给儿女
添麻烦，充满愧疚，这样不利于
身心健康，也不是儿女想要的。
老人要学会接受现实，放下心理
包袱，坦然从容地面对年龄和境
况。“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人
不妨把自己当个“宝”。

放下思想包袱 轻松养老
周军

乐言

信息超市

日前，民政部印发了《关于
进一步扩大养老服务供给 促进
养老服务消费的实施意见》，要
求围绕“就近可及、买得到、买得
起”的目标发展社区养老服务，

推动解决当前存在的养老服务
有效供给不足、养老服务消费政
策不健全、营商和消费环境有待
改善等突出问题。(人民健康
网)

2022年我国社区养老有望“就近可及、买得到、买得起”

天津高校开办全国首个养老本科专业

针对目前养老事业的新需
求，以及养老人才培养不充分不
平衡的现象，日前，天津职业大
学与天津理工大学联合开办养
老专业本科教育，在理工大学社
会工作专业基础上，增加“老年
福祉与管理”专业方向，旨在培
养老年服务中高层管理人才。

首批 30 名新生将在未来四
年时间里，接受养老理论知识学
习和专业技能训练。将来毕业生
的就业方向主要是民政、劳动和
社会保障等政府部门，企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福利
和公益团体等机构，从事老年机
构管理与服务等工作。（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