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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影人朋友
沈寂沈寂 著著 韦泱韦泱 编编

昨昨 夜夜 星星 辰辰
我知道的上官云珠

之一
上官是复姓。中国电影界用此复姓的

据我所知，只有上官云珠。
我第一次见到上官云珠，是在著名剧

作家姚克家。上世纪40年代初，我在上海复
旦大学攻读西洋文学，系主任顾仲彝是剧
作家，他曾假座八仙桥青年会顶层的阳台
上，邀请上海著名话剧编导黄佐临、费穆、
姚克等几位大师来讲座，黄佐临讲易卜生、
费穆谈莎士比亚、姚克谈萧伯纳。最吸引人
而且口才最好的是费穆和姚克，令我们这
些初涉戏剧艺术的学生钦佩不已。姚克毕
业于东吴大学，以英语见长，曾为英文报刊
《密勒氏评论》、《字林西报》等撰稿。抗战
前，他应邀赴苏联参加戏剧节，后去英国牛
津大学讲学。他长期生活在英语世界，埃特
加·斯诺翻译鲁迅作品，遇到难题他主动向
鲁迅提出协助。美国黑人作家休斯和英国
萧伯纳来华，都由姚克担任翻译，人称他为

“洋状元”。他曾获洛克菲勒奖学基金会的
赞助，入美国耶鲁大学专攻戏剧。1940年回
国，任教圣约翰大学。鲁迅逝世，姚克是扶
柩人之一。我与同学慎仪曾怀着敬仰的学
子之心，前去拜谒。姚克住在一幢高贵的公
寓里，家具陈设不失英国绅士肃穆的气派，
书橱内洋装书排列整齐，客厅也是书房，处

处呈现西方学者高贵身份。
姚克先生谦和却又矜持。交
谈中有一位年轻妇女，身穿
黑色旗袍，用盘子送上热咖
啡，我们忙欠身道谢，只瞥见
一个美丽面庞，来不及也不
敢正面直视，她就转身离开。
熟悉当时剧艺界的慎仪告诉
我：送咖啡的是姚克太太，也
就是话剧演员上官云珠。

当时我没有看过上官云
珠演的话剧，也不知道上官
云珠其人其名。后来顾也鲁告诉我：1939
年，他到何士照相馆取照片，照相馆的女职
员姓韦，用苏州话与顾也鲁攀谈，竟然提出
自己想拍电影。顾也鲁一笑了之。第二年，
新华影片公司筹拍十部民间故事片，顾也
鲁主演《王老虎抢亲》，女主角未定，上官云
珠前去应征，可惜落选。她一气之下，加入
华光戏剧学校，参加话剧团，曾在姚克编剧
的《清宫怨》中饰演珍妃，顾也鲁饰演光绪，
叶明饰演太监李莲英。上官又在改编自美
国电影（改编者姚克，未用真名）的《魂断蓝
桥》中演女主角，可是成绩平平，给观众印
象不深，却引发了编剧姚克爱恋之情，于是
结为伉俪。

就在我们拜访姚克见到上官云珠不

久，却传来两人离异的消息，令人诧异，在
人们心中也始终迷惑。直到1949年我去香
港，在永华影片公司任编剧，有一次，永华
的制片人李祖永请特约编剧姚克来厂商谈
改编美国影片《魂归离恨天》（由严俊导演、
李丽华主演），我以后辈编剧的身份作陪。
相隔十多年，只见姚克先生华发半秃，依旧
神采奕奕。他在香港大学执教，他的新夫人
任美国葛莱公司经理。然他酷爱戏剧电影，
为香港永华影业公司编剧《清宫秘史》（朱
石麟导演），成为中国电影经典之作。我进
永华公司后，与导演中国第一部左翼电影
《狂流》的程步高同事，我对他也敬为前辈，
事事讨教。程步高与姚克相熟，最难忘的回
忆是鲁迅先生逝世时姚克在旁，明星公司

命程步高率领摄制组赶去为
鲁迅先生摄录遗容，两人就
此结下永远值得纪念的友
情。回忆往事，无意中谈到姚
克与上官离异事。姚克诚实
坦言：上官酷爱戏剧，然追名
逐利的虚荣心，诱使她投身
易获名利的电影圈。她先进
入新华影业公司演员训练班
学习，创办人以实习为名，要
滑稽演员韩兰根带队到各地
去演出一些低级的话剧。队

员有殷秀岑、张婉、杨华等，上官因美貌年
轻，是演员中佼佼者，虽担任主角，实在是
大材小用。当时姚克已享誉文坛，又是著名
教授学者，岂可有声名不佳的夫人，因此离
异。对姚克是一种自尊庄严的决定，对上官
也是排除束缚的释放。

上官与姚克分手前已怀孕，分娩后，将
女婴托家乡人抚养，自己又考入可立即拍
电影的艺华公司。第一部影片是《玫瑰飘
香》（1941年），导演高逸民、吴文超。内容是
写五个少女的故事，主要演员有李丽华、张
翠英、杨柳等。上官饰演小妹妹，虽有戏，在
李丽华大明星的盛名气势笼罩下，黯然失
色；接着又在《黑衣盗》、《国色天香》、《泪洒
相思地》等影片演出。这些电影乏善可陈，

也无影响。上官云珠虽然未能满足名利欲
望，也总算能进入她想往已久的电影圈。

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电影由张善琨
接管，创办伪“华影”。留居上海的影人为了
生计，也不甘心退出影坛，让位给汉奸文
化，坚持拍摄反映社会现实的影片。导演费
穆、柯灵、周贻白、刘琼等从事话剧，上官云
珠随刘琼参加“新艺”、“同茂”等话剧团，曾
与卫禹平、冯喆、黄宗英、孙道临同台，演出
《京华春梦》、《风雪夜归人》等话剧。李丽
华、陈云裳、周璇等继续拍片，在所有影片
中不见上官的身影，这一时期的上官在银
幕上只是一片空白。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提出审查附逆
影人，曾在伪华影拍过影片的男女明星纷
纷离沪去香港，而在沦陷时期并未拍影片
的上官，却一身清白。在一次喜庆宴会上，
坐在徐昌霖身旁的应云卫环顾四周，指指
坐在蓝马身边的一位漂亮女人，说《天堂春
梦》不是在找女演员吗？又告诉徐昌霖：她
名叫上官云珠，孤岛时期演过几部影片，不
灵光，几年不拍戏被人忘记，现在上海女明
星都到香港去了，留下不多。应云卫话未
完，蓝马已过来，请应云卫和徐昌霖到自己
桌上去，介绍上官云珠。开口就说：我替你
找到女演员了，和我正好搭档。

（二十）

东海镇将廉洁征兵工作
落到实处

签订书面承诺
畅通监督渠道
本报讯 今夏征兵期间，东海镇征兵领导小组

组织全体征兵工作人员认真学习廉洁征兵“十条
纪律规矩”，提高廉洁征兵责任意识。

镇征兵领导小组全体成员签订了《廉洁征兵
承诺书》，并将《廉洁征兵公开承诺书》放大成彩页
张贴于集镇农贸市场、公交站台、医院、银行等人
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将廉洁监督卡及时发给预征
对象，畅通监督渠道，自觉接受群众和社会的监
督；村公开栏及时张贴征兵相关政策规定。

全镇上下掀起了一股征兵清风，真正做到热
心接待预征对象、耐心解答征兵政策、贴心服务应
征青年，将廉洁征兵内化于心、守规守纪外化于
行。 （宋词 沈凯）

东珠新村开展食品安全检查
本报讯 8月中旬，东珠社区对辖区

内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进行了专项检查。
检查以辖区商店、超市等经营场所为

重点，检查经营者是否销售“三无”、过期、
变质、假冒伪劣等食品。社区工作人员还
进行了《食品安全法》宣传。 （陆爱辉）

住建局排水处开展安全
生产检查活动

逐一记录隐患
落实专人整改
本报讯 连日来，市住建局排水管理处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活动。
重点检查各泵站、涵闸等主要设备运行情况，

对设备的定期检查、维护以及责任的分解、落实情
况重申了安全生产规程、操作规程、事故预想及应
急预案等制度规定；同时对可能影响安全生产的
防洪排涝、消防等外部因素进行逐一检查。

检查组要求相关部门，必须把安全目标管理
摆在重要位置，严格将责任落实到个人，不留死
角。加强安全知识学习，做到上级文件必学，基础
安全知识常温，基本安全操作熟知。强化警示教
育，杜绝违章操作。通过安全检查活动，将可能导
致重大生产事故及人身伤害事故的安全隐患，逐
一记录，并落实专人专职限期进行整改；建立安全
生产隐患复查制度，不定期对存在问题、薄弱环节
进行经常性检查，确保隐患整改落实到位。

（陆燕燕 蔡樱子）

彩臣二村七彩夏日活动丰富
本报讯 8月17日上午，彩臣二村举

办“七彩夏日”暑期学生活动，20多名社区
青少年学生踊跃参加。

活动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组织青
少年观看“文明礼仪”风尚视频，引导他们
从小学礼仪、知礼仪、行礼仪。第二部分围
绕“我读书我快乐”这一主题，大家分享了
各自喜欢的书籍。 （顾伟玲）

本报讯 8月23日上午，汇龙镇城河
村7名身穿红马褂、头戴小红帽的志愿
者，将新印制的《城河村志愿者服务联系
表》贴到全村10个志愿者服务对象家的
墙头。联系表中，有新增的10多位社区志
愿者的地址、电话号码，方便服务对象随
时联系。

据了解，汇龙镇现有党员、学生、教
师、农民、医生等组成的文明创建志愿者
队伍40多支，6000多人活跃在城乡，他
们发放创建宣传单，举办健康知识讲座；
开展交通法规宣传与违规劝阻，维护交通
秩序；到社区、进学校，开展敬老扶孤、助
弱、助残、助学等活动，传递社会正能量。

从前年开始，汇龙镇党委、政府调整
充实镇志愿者协会工作领导小组，编印

《汇龙镇志愿者宣传手册》，通过宣传发
动，全镇有6000多人报名参与志愿者服
务活动，建立了志愿者档案。同时，该
镇将全镇27个行政村的161个网格和60
多家规模企业的志愿服务内容分解到各
志愿者队伍，确保文明创建志愿者活动
不留盲区与死角。在此基础上，去年该
镇召开了“光荣行动”文明创建志愿者
服务启动仪式、观摩会、推进会，全镇
文明创建再掀热潮。

为追求创建实效，汇龙镇创新活动形
式，今年开展了“关爱贫困群众送温暖”等
10多个主题活动。如“邻里守望、情暖夕
阳”活动，各村通过排摸梳理出70岁以上
孤寡老人、失独家庭，建立服务名册，落实
服务人员，从与老人上门陪聊、水电修理

到助医、助行，努力使志愿者服务常态化、
制度化。每逢节假日，志愿者团队到服务
对象家中送水饺、粽子等物品，与老人一
起欢度佳节。东郊村村民朱卫香因计生后
遗症瘫痪在床多年，该村志愿者帮扶不断
线。今年元宵节那天，该村党员志愿者团
队通过QQ群、微信群发出帮扶朱卫香倡
议，9位在外工作的流动党员志愿者看到
后马上以微信红包的形式给予捐助。光荣
村有14名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村关工委
将这些学生的信息在微信上发布
后，该村有64名离退休老干部志愿
者伸出援手，与他们开展结对帮
扶、捐款助学活动。

目前，汇龙镇志愿者队伍发展
迅速，6000个小红帽活跃在城乡，

成为文明创建的一支生力军和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汇龙镇坚持每年通过召开会
议、经验交流、表彰先进等形式激励先进，
将活动不断引向深入。今年五一、七一期
间，全镇600多名志愿者分别受到了镇、
村党组织的表彰奖励，有多人经推荐被评
为“启东好人”，从而促进全镇志愿者队伍
不断壮大，服务质量不断提升，文明创建
活动不断深入。

（沈晖 陈小茂）

锦绣华庭组织主题演讲比赛
本报讯 8月23日，锦绣华庭社区组

织中小学生开展“党在我心中”演讲比赛。
15名中小学生紧扣主题，结合生活实

际，回顾党的光辉历史，真情讴歌党的丰
功伟绩，抒发对党的无限热爱和争做优秀
少先队员的坚定信念。精彩的演讲，赢得
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陈美）

日前，前往江苏省“水美乡村”南阳
镇启兴村采访，只见村庄内条条大道与
林荫绿树、崭新路灯及洁净水面相映成
辉。问及成功经验，村民杨正兵的一番
话特别中听：“做老百姓想做的事情，就
定能办得成、做得好！”

村庄美不美，绿树见分晓。在我市
乡村，虽然处处可见树木，但像启兴村
条条大路展现这般美景的村庄却并不
多见。由此，再次印证“顺了民意好办
事”。大道两旁，绿树成荫，百姓所盼。但
真要种好一棵树，其实并不容易。难就

难在排排树木不在百姓宅前，就在群众
宅后，这树木“碍”了农户风水怎么办？
虽然此风水说，摆不上台面，但许多农
家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于是乎，在相当
多的村组，农路两旁的树木不是缺棵少
株，就是难成绿荫，天长日久，年复一
年，已成农村绿化造林的障碍与败笔。
那启兴村又何以种好了排排树木了呢？
他们的做法其实也简单，先将绿化意义
宣传普及到户，又听取群众建议，选择
较为高档的女贞、榉树作为主体树种，
再干脆将“风水说”摆上桌面，以民间广
泛认可的“‘青龙角’树木与农户东墙脚

‘对直’不碍风水”方式开展道路绿化，
如此种树，顺应并尊重民意，大获成功。
10 年来，启兴村所栽种的数万棵树木
中，除极少数因特殊原因未长成外，成

活率和保存率几近100%。而反观有些村
庄，年年种树，明里暗里，大都消失于村
民的毁损中。上述反差，折射了一个道
理，当群众不接受你的种植方式和树木
品种时，你再大的阵势、再高调的宣传、
再所谓的奖惩措施又有何用？

农村中，凡事偏离甚至违背了农民
意愿，就断难有理想的结果和效果。看
启兴村十分中用的植树经验，我们不
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兴办农村实事
工程，动工前，务必了解百姓愿望、
务必激发民意需求、务必摒弃“一锹
掘个井”的工作思路。同时，还务必
汲取能够获得事半功倍效应的种种民
间智慧。当然，其前提必须是干部具
有足以服人的责任心、事业心和勤勉
清廉的人格魅力。

飞鹤公司员工参加无偿献血
本报讯 8月24日上午，启东飞鹤分

公司组织员工参与交通系统无偿献血活动。
早上7时30分，大家来到献血点排队

等候。他们中有初次奉献爱心的“献血新
星”，也有连续献血十余年的“献血达人”。
32名志愿者献血9600毫升。（顾蓓蕾）

汇龙镇有40多支文明创建志愿者队伍

6000小红帽活跃城乡

顺了民意好办事
◇姜斌

位于华山南路南苑东路交汇处的夜排档建设项目，是市政府实施的一项为民实事工程。该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占地4000余
平方米，于今年6月初开工，预计11月底竣工。图为8月24日晚，工人挑灯夜战。 郁卫兵摄

第三届中国常州亚洲赛
区体育舞蹈公开赛举行

少年宫代表队
摘金夺银揽铜
本报讯 近日，从2016年第三届中国常州亚

洲赛区体育舞蹈公开赛上传来喜讯，我市少年宫
拉丁舞代表队凭借强劲的实力取得六金六银十铜
的优异成绩。

此次公开赛在常州武进体育馆举行，共有多
支中国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拉丁舞、摩登舞
代表队参加比赛。市少年宫拉丁舞代表队献演的
恰恰、桑巴、伦巴、牛仔等舞蹈，其高难度的动作技
巧、优美而充满激情的舞姿，征服了评委和在场观
众。带队的蔡老师激动地说：能够参加这样高规格
的赛事，对提高启东少儿舞蹈水平，增加比赛经验
有很大的帮助。今后如有机会，将会带队冲出亚洲
走向世界。

据悉，市少年宫拉丁舞代表队曾多次荣获国
际少儿国标舞大赛金奖，多次登上少儿春晚，多次
在社区文艺演出中亮相，曾赴香港进行交流访问
演出。 （季则）

基层派出所强化旅馆业管理
本报讯 近日，连兴港边防派出所对

辖区旅馆开展集中检查，提升旅馆业主消
防安全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强化旅馆业
阵地控制。

检查内容包括，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
系统登记录入情况，是否如实登记入住人
员身份信息，是否与公安机关开展常态化
沟通、发现可疑人员是否及时举报等。民
警还对旅馆安防设施、消防设施、消防通
道建设等进行了检查。期间，共检查旅馆7
家，发现隐患5处，当场整改2处，下发隐
患整改通知书3份。 （黄晓燕 启公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