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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昭阳街道文林社区

组织开展“欢乐踩街闹元宵·邻里

温馨一家亲”志愿服务活动，丰富

了社区居民的文娱生活。

付荣梅 杨桂宏 摄

闹元宵

老徐一家人在派出所合影。

本报讯（通讯员 王崇伦 邰 轩） 2月
16日下午，来自常熟市的老陈夫妇二人带
着女儿小瑜来到南沧派出所，请民警帮忙
为他们的女儿寻找亲生父母。

原来，老陈夫妇于1991年收养了一个
出生才70多天的女婴，只知道亲生父亲的
姓名，是兴化人。他们已经在兴化城区找
了好几天，但杳无音讯。一家人束手无
策，只好来南沧派出所求助。值班民警了
解情况后，热情接待了他们。由于年代久
远，时间跨度快30年了，90年代的信息还

很不健全，民警只能通过大平台一步步地
排查，查询与其亲身父亲同名同姓的人，
最后锁定了张郭镇的老徐，后通过涉警人
员系统成功查询到老徐的手机号码，并与
其取得联系，老徐确认了有一女儿28年前
在常熟市区被人收养。

听到女儿来兴寻找亲生父母，年近60
的老徐激动得流下了泪水。一个多小时
后，老徐带着两个孙女和女儿见了面，这
样两家人欣喜地相聚在南沧所，对民警表
达了万分感谢之情。

常熟夫妇风尘仆仆来寻亲
兴化公安倾情帮助终圆梦

街头又见“糖担子”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 华 通讯员
刘 晓） 2 月 14 日，室外春寒料峭，市民

政局婚姻登
记处大厅内
却 激 情 满
怀、暖意浓
浓，为庆祝
祖国母亲即
将 到 来 的
70 周 年 华
诞，进一步
弘扬和激发
群众的爱国
热情，由市
音乐舞蹈家
协会组织的

“ 红 歌 快
闪”小分队
走进婚姻登
记处举行了

“我和我的
祖国”首场公益演出。

当天上午九点半，婚姻登记处大厅

内，泰州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兴化市音
乐舞蹈家协会主席刘润禾老师悠扬悦耳的
小提琴声拉开了“红歌快闪”的序幕。“我
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
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熟悉的旋
律响起，前来登记的新人们纷纷驻足，从
倾听到合唱，自发地和“红歌快闪”小分
队的队员们一起放声歌唱，《我和我的祖
国》的旋律回荡在登记大厅的每个角落。

“ 我 们 的 祖 国 强 大 了 ”“ 我 爱 我 的 祖
国”……演出结束后，新人们纷纷用最朴
素的语言表达强烈的爱国热情，抒发着心
中的骄傲与自豪。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 《我和我的祖
国》红歌快闪活动。这首歌响起时，我心
中承载着满满的自豪感，祝愿我们的国家
更加繁荣昌盛。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
动，让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无论在
哪里，心中永怀爱国心；无论在何时，用
心谱写爱国情！”“红歌快闪”小分队队员
表示。

本报讯（通讯员 姚俊栋 全媒体记
者 冯兆宽）“我非常后悔，不应该以暴力
手段阻碍城管人员执行公务。我是大脑发
热啊，以后一定守法经营，服从管理。”被
刑拘后，看守所中戴着手铐的犯罪嫌疑人
高某连声忏悔。

原来，春节长假期间，市城管局行政
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在马桥路巡查时发现，
摊贩高某在马桥商业街占道经营“梅花
糕”，严重影响市容秩序，在城管执法人员
制止和规范其违法行为时，高某不但不配
合，竟破口大骂执法人员，并将经营的原

料米浆泼洒到队员身上。在执法人员暂扣
其经营工具时，高某撕扯并咬伤城管执法
人员。执法人员报警后高某仍态度嚣张，
以暴力蛮横行为导致多名城管执法人员不
同程度受伤。

市公安局牌楼中心派出所接警后迅速
出警，现场将高某控制住，并连夜调查取
证。犯罪嫌疑人高某以暴力手段阻碍国家
公务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触犯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当天被刑事拘留。目前，
市公安局以高某妨碍公务罪，向市人民检
察院提请批准逮捕。

一摊贩暴力抗法被严惩

“红歌快闪”小分队走进婚姻登记处

本报讯（通讯员 钟 钢 全媒体记者
冯兆宽）记得儿时在家里一听见“铛铛”
的声音，立即从家里找出塑料布，到院外
去找“糖担子”换糖。如今，随着社会的
发展，这些走街串巷挑“糖担子”的生意
人已经难已寻觅了，不过春节期间，我们
在兴化安丰的街头却碰到了一位与时俱进
的“糖担子”。

一辆电动三轮车、一只播音喇叭，几
筐装满块糖、花生糖的筒子，这就是来自
昌荣镇唐泽村张老汉的“糖担子”，喇叭
里不停播放的叫卖声伴随着铛铛的声响也
吸引了许多人，招手找糖担子买块糖还是
挺多的。据一位理发师介绍，现在“糖担
子”已经很少了，听着喇叭里的“铛铛”
的声音，吃着甜甜的块糖，好像又找到儿
时的回忆。

据张老汉介绍，他今年72岁，30岁
就开始挑“糖担子”，40多年来对“糖担
子”很有感情。前几年他买了电动车、喇
叭，糖的种类也增加了，听着喇叭里“糖
担子”“铛铛”的声音，许多人被“糖担
子”重新吸引，又买起了块糖，重拾起儿
时的回忆。

据其介绍，因为有了电动车，他
“糖担子”距离也拓宽了，南到戴南，北
至安丰，东往戴窑，西去林湖，都留下了
他的“铛铛”声。他还有一个梦想，在有
生之年让自己的糖担子能够走进兴化的每
个乡村。

护工猥亵待产孕妇被拘留
本报讯（通讯员 王崇伦 邰爱轩）近

日，我市城区一医院护工趁无人之际，在
电梯内猥亵待产孕妇，2月12日该护工被
市警方拘留。

据南沧派出所办案民警介绍，2月12
日一待产孕妇来派出所报案，声称大年初
一上午8时许，她在我市城区某医院住院
部手术专用电梯内，被一男姓护工用左手
摸其左胸部的方式猥亵。接报后，民警经
多方调查，医院这位护工承认了自己猥亵
他人的违法行为。

当天，我市警方对该护工依法处理，
目前该护工已被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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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杰

名医魏平孙的翰墨缘
魏平孙先

生的父亲魏侨
（1881-1966），字
郑 卿 ， 号 味
樵、幼樵，清
季末科秀才，
多才多艺，服
膺道教，以鬻
画为业，自创
一格的“通草
剪贴画”，成为
中国画家族中
的一朵奇葩。

通草即“通脱木”，将这种植物的茎髓剖削
成片，清洗、晾干、平整、切削而成有丝绒
质感的新型绘画材料，题材以草虫人物为
主，画幅一般为30×50公分，因为用剪贴
法，画面大小并不受限，具体方法：将画作
的主体和有质感的部分改用通草绘成，而后
剪贴到画面位置，突显色彩的饱和度，再辅
画完各类衬景，富于立体感和装饰性，经光
的折射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特殊效果。民国初
期参加江苏省第一次地方产品展览会获银
奖，在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又接连获得
金奖。

魏平孙8岁承嗣大伯魏儁。魏儁(1878-

1949)，字克三，继国学大师李详之后担负起
续编《兴化县志》的主要责任，历代名人像
赞均出其手笔。精于诗词、书画、金石、文
献，画兰有“魏兰”之誉。魏克三与镇江柳
诒征 （1880-1956） 同是满清王朝末科中试
者，私交甚厚。柳诒征，字翼谋，亦字希
兆，号知非，晚年号劬堂，又号龙蟠迂叟，
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图书馆学家、书法
家，中国近现代史学先驱，中国文化学的奠
基人，现代儒学宗师。柳诒征任江苏省立国
学图书馆馆长，“七七事变”后，日寇逼近
南京，率全馆人员将馆藏珍本孤版装箱打包
合计三万余册运至兴化，分别藏在西仓、北
门观音阁、安丰罗汉寺、竹泓光福寺。由
是，柳诒征滞留兴化三年余（1937年12月5
日至1941年1月20日，见柳定生《柳诒征年
谱简编》）。因兴化屡遭敌机轰炸，柳诒徵
曾一度暂避于兴化竹泓，同期到达竹泓躲避
战祸的，还有南京名医端木正宇。柳诒征在
兴化期间，魏平孙执经问难，曾得其开列书
目、指示门径，谓“循此以进，必有所
得”。书目包括三四种碑帖在内共十多种。

魏平孙受到家庭的艺术薰陶，既是名
医，又兼擅金石书画，尤其是画兰。这幅兰
花图是魏平孙75岁时的作品，深得“魏兰”
家学之秘，描绘出不畏环境险恶、有“王者

之香”的兰花，
展生机于悬崖之
上、吐幽香于空
谷之中的景象。
上题：“时宜不合
处山坳，且喜称
王自解嘲，风暴
不愁生意足，芳
心一点结苞茅。
兴化魏平孙时年
七十五学画并题
于待鹤山房。”

若与其嗣父
魏克三先生的一
幅兰花图并看，
则不仅可以窥见
笔墨韵味的一脉
相承，更能探知
心灵情感的息息
相通。魏克三题
画：“花开莫谓合
时宜，岁月更新
知不知？试上春
台一登眺，香心
应悔十分迟。”

魏平孙的题

画诗用了两个典故，“不合
时宜”和“苞茅缩酒”。

“不合时宜”，源于
《汉书·哀帝纪》，又见于苏
轼为长眠的爱妾所写楹
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
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
暮雨倍思卿。”当年，苏轼
携婢妾们散步，摸着肚皮
问：“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一个说是学识，一个说是
才华，苏轼不以为然，只
有朝云才是知音，朝云回
答：“学士一肚皮不合时
宜。”这不合时宜，就是不
容于世俗的壮志和怀抱。

“苞茅缩酒”，事见 《左传·僖公四
年》：“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
酒，寡人是徵。”楚国盛产苞茅，也称“灵
茅”，楚人祭祀时，用之过滤酒浆，酒得以纯
净圣洁，可以驱邪禳灾，告慰天地先祖。春
秋时期周王室衰落，齐桓公纠合诸侯讨伐楚
人，问罪的理由之一，就是楚人不向周天子
贡奉苞茅。刘勰《文心雕龙·檄移篇》引此
典：“齐桓征楚，诘苞茅之阙；晋厉伐秦，责
箕郜之焚”。

这首题画诗倾吐了积于胸中的郁郁不平
之气，表明了“不因纫取堪为佩，纵使无人
亦自芳”的心声，抒发了不畏风暴、坚强不
屈、自信俯仰无愧天地的豪情。

卓越而不苟于世俗，深情却不屑于孤
独。魏平孙先生乃真性情、伟丈夫也！

观李劲松
《渔人鱼画》展

渔线
或笔直

或呈现一道漂亮的圆弧
摇曳在风中、水里

笔断意连

那头
鱼儿嬉戏逃窜

这头
渔人清静无为

画家用笔墨放生
恣意挥洒着

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一泓泓精神的清泉

即兴的题画随意涂抹着
科普的平白，民俗的祥和
哲学的冥想，禅宗的静默
凡夫的欢欣，慵懒的散淡

假如我是鱼
我和画家会有一段对白
我鼓起双眸一脸茫然

子非鱼
安知鱼之乐耶

画家笑眯了眼
声音富有磁力

吸引群鱼游来洗耳恭听
画家沉默不言

智慧之光照亮一池秋水

■/魏 懋

“鹤山堂”与魏氏中医
兴化“鹤山堂”建于1929年，由魏

荫塘之子魏绍塘开创，并云：“医与药，
二者不可偏缺，只有良医而无良药，岂能
收药到病除之功。”对药材选购质量的考
究名列同行之首。“鹤山堂”三字由清代
著名书法家唐驼所书，店内黑底金字联

“毓秀钟灵，培心品物；修合存性，勿谓
无知”为族人书画家魏克三所书。魏绍堂
去世后药店由其子魏嘉祥打理。魏氏在行
医过程中形成明显特色，即家族分工，
诊、售结合，处方开阔，选药精良，用药
轻灵，当时称为淮海医派，名震江淮。

解放后公私合营，后经改制又给私人
承包管理，中华老字号“鹤山堂”从当年
的龙头老大沦为如今的撮尔小店，惨淡经
营。许多学者对这种现象提出看法，认为
中华老字号要得绵绵延长，最好能在管理
者与家族传承人之间找到结合点，现管理
者如舍弃文化积累即是一时之快也必定走
向绝路。标立老字号实际是对文化积累的
认同和弘扬，上对得起祖宗，下交待好后
人。鹤山堂已岌岌可危，我作为魏氏中医
第五代传人，有责任有义务把鹤山堂重新
树立起来，坚定鹤山堂为民众服务的宗
旨，让鹤山堂进一步发扬光大。

魏氏中医传记：
第一代：魏百泉，清·道光年间，赵

双湖入室弟子。坐诊兴化东门。

第二代：魏筱泉，名树春，百泉长
子。著名医学家秦伯未编著的《清代名医医
话精华》一书，其中收录魏筱泉医话精华十
余则，秦伯未评价：“魏筱泉，兴化人，博
览医书，不拘迹象，而于疑难杂病，能自出
机杼，人竞称之。”著有《鹤山书屋笔记》。

魏荫塘，百泉三子，名树森，原行医
沙沟镇，旋即回城，于东门洋楼巷，与名
医赵海仙为邻，门口悬一木牌，上书“世
传魏荫塘方脉”。其学术思想重在轻灵，以
时方轻巧著称江淮之间，医者络绎不绝。
每年夏天，派专人驻城中慈善机构“济急
局”，设专柜配药，免费为贫苦百姓治时疫
病，其医术精深，医德可风，为人称道。

魏湘圃，筱泉族弟，赵海仙首传弟
子。

第三代，为医者四人，即魏筱泉之子
崇焱、宏焱、长焱和魏荫塘之子羲焱。魏
崇焱，字泉孙，百泉长孙，为人厚道，乡
民求医送诊施药，概不受酬。魏宏焱，字
步宽，幼承家传，后求学于上海同济学
堂，1933年上海出版的《中医杂志》第七
期载其医案 12 则，名 《鹤山堂诊余笔
记》。魏长焱，字乐生，得叔父魏荫塘教
益，独立行医后，既承家传，又吸取各家
之长，就医者门庭若市，午后出诊，深夜
方归，终积劳成疾而去世。所著文章被上
海中医杂志何廉臣编著的《全国名医验案

类编》载其医案数则。
魏绍塘，字羲焱，得父真传，与诸师

兄弟轮流应诊。其博览医书而不拘泥古，
辨证准确，施治独特。

第四代：魏平孙，魏嘉德，魏嘉祥。
魏平孙，字家泰。早年从魏宏焱、魏长焱
兄弟学医，1934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
院，1935年返里开业。曾任兴化中医公会
理事长，中国国医馆兴化支馆馆长。解放
后任兴化医协会主任、兴化政协第五届委
员会副主席。1952年曾调扬州负责血吸虫
病中医治疗工作，多次发表论文，在其一
生对治疗肝炎、肝硬化、肝脾肿大有独特
研究及医治专长。在自然灾害年代，他用
家传秘方自创“冷哮丸”医治儿童哮喘，
活人无数。

魏长焱之子魏嘉德、魏绍塘之子魏嘉
祥，俱精医。魏嘉祥早年攻读中医经典，
后因父亲病故，鹤山堂无人管理，遂舍医
入药。魏嘉祥将家藏两千册医书，其中颇
多善本，捐赠中医院。

魏绍彭之子魏授田，曾任台湾中医学
院教授，附属医院中医，年迈归里。戎韵
南、台湾中医学院陈太羲均为魏氏弟子。
魏平孙学生有张淑人、李景富、章继东、
刘经国等，都为兴化中医骨干力量。

第五代：魏茂，字懋，现在扬州邗江
医院任中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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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平孙之父魏侨的通草画作品《举案齐眉图》全图及局部放大，右图为江苏省第一次地方产品展览会二等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