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汇龙潭08 责任编辑：顾娴慧5991072918901812225

E-mail：xianhui7878@163.com
2017年11月14日

随想录

马陆与嘉定建县八百年
赵春华

“池上草堂”两三事 杨培怡

1946 年，我就读于“私立嘉定启

良小学”，上课的教室在秋霞圃荷花池

最西头南侧的“池上草堂”。这所临池

的建筑像是一条船分了三个部分：中

间是一大间教室、东头一小间是老师

们的办公室、西头一小间是一位女老

师的卧室。教室门南，是一个像教室差

不多大的，三面透风的木架棚。这是同

学们课间踢毽子，跳绳等活动的常用

场所。

木棚东边的枣子树下有一片不大

的平正泥土地，那是男生们打弹子的

不二去处。秋天在枣树下打弹子，有时

一阵大风，有时鸟啄虫咬，枣树上会掉

下几个枣子。捡到者老实不客气，用袖

子擦一下，直接送入嘴里享用，枣子味

道真不错，很脆很甜。

近年来，返乡必去那里看看。荷花

池周围变化不是很大，池上草堂附近

除了草堂外的那棵老枣树已经“寿终

正寝”、那个木架棚早已不见外，其他

格局基本不变，只是房间的功能变成

了旅游景点。值得称道的是，园林管理

员没有把枯死的古树刨掉，而是用水

泥柱子撑着，给寻梦者留下了宝贵的

原始形象，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人性

化管理。

在池上草堂上课期间有几件事

情，始终不能忘记：旧社会教师对学生

违纪的处理，一个字“罚”！轻则原位罚

站；重则“立壁角”（面壁罚站）；再严重

的就要被老师“打手心”了。个别凶的

老师上课时带一根木制或者竹制“戒

尺”用来威慑调皮捣蛋的学生。我们班

曾经有人被打得哇哇叫的。这种情况

要是发生在当今，这位老师的饭碗恐

怕保不住了

1948 年，我上六年级时候，曾经

和其他四五个同学一起，周末放学后

被老师留下来，奉命用毛笔抄写一批

名单。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代替别人

进行了一次“参议员”的“民主”选举。

这样的民主，未免也太不民主了吧。

还是1948年，当时我们都是十二

三岁的儿童。可是有一天班上多了两

位青年。俩人看来都有十七，八岁。大

家都感到纳闷，怎么孩子堆里来了两

个大人？那么高的个子，穿着短短的黄

卡其布童子军军装，实在不相称。回到

家中一说，家长马上给出了答案：那是

逃“壮丁”的！

原来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节节败

退，1947年出台了“抽壮丁”的征兵法

案。除了独子，以及在校学生之外的家

中男丁，都有可能被抽调应征入伍。一

时间全国风声鹤唳，老百姓想出了各

种方法逃避兵役，其中混入学校读书，

倒是个不错的选择，因此我班就出现

了两个青年。“池上草堂”的这些事，让

我记忆深刻，终身难忘。

八百年风起云涌，八百年沧桑巨

变。

嘉定建县八百年，全区上下都在

开展各种纪念活动，数点人文历史的

辉煌，述说发生在嘉定的重大事件，这

无疑是一件传承历史，激励后人的大

好事。

人们羡慕南翔有江南名园古猗

园、五代双塔、茶仙陆廷灿、嘉定四先

生之一李流芳、闻名遐迩的小笼馒头、

中国山水画家陆俨少等；也羡慕嘉定

镇街道有秋霞圃、护国寺、明城墙、金

沙塔、非遗道教音乐，更有清代秦大

成、徐郙二状元等；就说西邻的安亭

吧，也有建有三国时期的菩提寺，有明

代大散文家归有光讲学的世美堂，有

1200多年的上海树王古银杏，还是江

南蓝印花布的发源地……

马陆似乎少有名垂史册的人物、

沉淀文化的古迹。

其实不然。翻检史书，回溯岁月，

八百年马陆，从其横空问世起始，就涂

抹上了浓厚的文化色彩，闪耀着不屈

不挠的奋斗精神。

地名马陆，一佐其证。

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南侵。左丞相

陆秀夫在元军的追杀中宁死不屈，背

负8岁幼帝赵昺投南海、赴国难。在陆

秀夫精神的感召下，士兵纷纷投海，

“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此事发生在

公元1279年，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卷

184，记之凿凿。这是何等悲壮惨烈的

情景！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而

陆秀夫之子陆南大为抗击元军，就在

今棕坊、石冈一带训练骑兵，此乃马陆

地名的由来。

陆秀夫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马

陆人一以贯之地得以传承。明末，居住

在石冈的龚弘四世孙龚用圆、龚锡爵

之孙龚孙玹参加抗清斗争，协助侯峒

曾守卫东门，城陷，龚孙玹与清兵展开

巷战而身中七刀，壮烈捐躯，其妻也投

水自尽；龚用圆与其弟两相拥抱，也投

河自杀，真的是一门忠烈，可歌可泣。

数百年后，公元 1984 年，马陆好儿男

在老山保卫战中英勇杀敌，以身殉国，

岳明高、印淡华、严伟林、陈雪龙、张

荣、魏永明六位热血青年这种血洒疆

场的浩然正气无愧于马陆的先祖。

再说一说，嘉定竹刻与马陆也颇

有关系。

嘉定竹刻，精妙绝伦，也是教化嘉

定浓厚的一笔，于2006年被公布为首

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明代三朱

（朱鹤、朱缨、朱雅征）创始的嘉定竹

刻，至清康熙年间，臻于高峰。可鲜有

人知，撑起这座高峰的擎天之柱，马陆

不乏其人。当年，马陆的封家村，男女

老少都会竹刻。村中见于史籍的竹刻

高手就有十多位，而且还形成了以竹

刻圆雕人物为主的艺术流派。其中以

封锡爵、封锡禄、封锡璋兄弟三人的成

就最高。康熙皇帝在苏州看到封氏兄

弟的圆雕作品，爱不释手，便下诏封锡

禄、封锡璋兄弟同时入宫，专为皇室制

艺，由此可见封氏兄弟刻竹水平之高、

之精。岁月流逝，封家村旧址不再，唯

见厂房林立。但嘉定竹刻在马陆依然

有根基在，并顽强地生长着。周铿坚持

着嘉定竹刻一路，成绩斐然；蒋玉铭、

苏玉蓉至今坚守着，更有马陆育才联

合中学一直十分注重培养刻竹后人，

还专门编制了《竹刻艺术基础》、《竹刻

技法的学习与提高》等辅导教材。更为

可喜的是上海唯一被评为工艺美术大

师（竹刻）的张伟忠也已入驻嘉定新城

（马陆镇）。

或许你也知道：名震江南文坛的

“嘉定四先生”之一娄坚是马陆人，他

的文集《学古绪言》被收入《四库全

书》，至今嘉定秋霞圃里留有他“涉趣

桥”的遗墨，州桥金沙塔有他“法华塔”

的题字。

或许你也知道：嘉定历史上出过

3个状元，其中就有马陆的王敬铭，而

且是嘉定科举状元第一人；而其祖父

王翃乃一代名医，疗民疾，救灾荒，惠

及成千上万草民，编著有《万全备急

方》、《握灵本草》、《伤寒汇编》、《杂症

元机》等医书，有的被上海图书馆收

藏。

那个严衍，原籍马陆镇，专心古

学，一生著作丰富，有《资治通鉴补》、

《宋元道鉴补》、《休绠四书说》等传世。

那个赵洪范，马陆戬浜人，为官有

政绩，且擅诗文，爱蓄石，在巡按云南

时，把一块清秀挺拔的巨石绕道越南，

海运至嘉定，名为“翥云峰”，现立于汇

龙潭公园。

而现当代的马陆，人才一如星光

灿烂。

石冈有一代名医张山雷；戬浜的

陈耕陶，是农业化学家；大裕村的昆虫

学家陶家驹，其著作有《中国农业昆虫

学》、《中国蚜虫志》等中英文本；祖籍

石冈的陈冰夷，是《世界文学》主编，中

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值得一提的是，经查考，马陆的赵

姓人民系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之后。

宋末元初，宋宗室赵默庵由平江至嘉

定城南即马陆一带隐居，遂有马陆至

今3500余人赵姓。赵默庵可能没有想

到，他的后人赵小兰飘洋过海，居然当

上了美国的两任部长！

马陆从一出世就与马结下了不解

之缘。马是马陆人的图腾，从二十一世

纪曙光初现时，马陆就在世纪广场的

罗马柱上雕塑了马的形象，由此可见

一斑。马的精神，马的奋蹄不息，马的

飞奔，这是马陆人的追求的写照。

八百年历史，翻到今天这一页，马

陆人一如既往，何曾停止过前进的脚

步？而且，从新中国成立之后，马陆人

踏着先人的足迹，以敢为天下先的勇

气、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斗志，谱写了前

无古人的崭新篇章，揭开了新的史诗！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业合作社

和人民公社时期，马陆的农业生产一

直是上海郊县的排头兵。马陆，曾经是

上海市郊第一个“千万富翁乡”、第一

个“亿元乡”。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特别是近十多

年来，马陆以壮士断腕的大无畏精神，

转型发展，重新安排山河，忽地开通了

一条地铁，忽地冒出了一座高楼，忽地

变出了一座园林，把原本阡陌纵横的

农田神奇地变成了高楼成群、绿树成

荫、大道如网、花团锦簇的现代城市。

马陆所有这一切，都是根植于马

陆原本深厚的传统土壤之上，特别是

优秀文化历史之上，是马陆优良传统

的继承、发展、创新！

人们愿意从陆家嘴看上海，从外

滩看上海，其实，我们也可以从马陆看

上海。马陆的这些历史性的巨变，正是

嘉定的巨变、上海巨变的缩影。

马陆之今日，应该是嘉定八百年

来历史发展的必然，是马陆，也是嘉定

八百年历史中最新最美最靓丽的画

卷。

秋的收获 董颂三/摄

往事如风

晚年生活乐开怀
徐祖荣

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了，这是一

次振奋人心、催人奋进的大会。对我们

老年人来说，感触最深的是晚年生活

越来越好，幸福指数越来越高。我和老

伴都 70 岁了，真算是赶上了好时代，

晚年生活无忧无虑、乐开怀。

首先是养老保险越来越健全，每

月能领到足额的养老金外，国家还年

年为我们老年人增加养老金，还发放

老年补贴和高龄津贴。手头宽裕了，晚

年生活质量有了保障，充满了幸福感。

以前我和老伴想出门旅游，要精打细

算好几年，才能出趟远门，现在不一样

了。不仅吃穿无忧，还有余钱去各地旅

游。

其次我俩几乎年年出次远门旅

游，每年坐飞机或火车软卧，去了新

疆、云南、东北等地，还走出了国门，到

了国外“白相”。至于附近江、浙二省的

风景名胜，我们则自己开车去修身养

心、陶冶情操。晚年变成了“玩年”，这

也许是我的前辈们做梦都想不到的

事。

再有圆了我能继续工作、发挥余

热的梦。我经常想：人老了，更要有追

求；退了休，还有很多的事可以做，还

可以实现自身价值。我被邀成为一些

单位法治教育的辅导员、以及维护社

会稳定的志愿者。

退休不是终点，奉献更有价值。由

于自己长期在政法战线上奋斗了一辈

子，直至退休。怀着对政法事业血浓于

水的深情厚谊及长期基层一线工作的

经历，陪审更成就了我的梦想。2014

年 5 月，嘉定区人大常委会任命我为

人民陪审员。当年我已经 66 岁了，还

能发挥余热，开始人生新的挑战，这一

机会，我倍加珍惜。

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不忘共产

党。虽然我已步入古稀之年，但作为一

名老党员、一名老兵，要坚持每天看

报、读书、听广播、看电视、按时参加陪

审等各项社会活动，不忘初心、不负众

望、不辱使命、永不停歇，坚定理想信

念，带头讲规矩守纪律，带头传播和弘

扬正能量，继续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工作，让百姓在美好生活的追梦路上

有更多的获得感。

读书
太阳多么好，

照耀窗和桌。

我手捧书本放桌上，

字字蓄阳光，

夜里发亮看得见，

天冷读书也温暖。

白雪和红辣椒
一串红辣椒挤在屋檐下，

叽哩咕噜，

笑白雪是无根的颜色，

到头来还得趴地上。

雪花说红辣椒是五十步笑百步，

自己离开了故乡，

在别人的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红辣椒的脸羞得像雪里梅花。

童诗（二篇） 戴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