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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雷：为党的合法身份而战
———写在张太雷邮票发行之际

龙城之子 !

黄明彦

! ! ! !

新年伊始，国家邮政局于
!

月
!$

日

发行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三）》纪念

邮票一套五枚，其中两枚邮票图案为“常州

三杰”中的张太雷和恽代英。经市邮政局

的积极争取，首发仪式也在常州举行。

这也使我想起了王观泉老先生在

!&&'

年“瞿秋白英勇就义
(&

周年纪念暨

学术研讨会”上的大会发言。当时他拿出

了一张胡志明、片山潜和张太雷
#)!%

年

在共产国际总部里的合影照片，指出这三

人在共产国际历史上都是鼎鼎大名的人

物，而越南与苏联早在上世纪
*"

年代就

发行出版了胡志明与片山潜二人的邮票。

为此王老在这二张收藏多年的邮票中间，

贴了一张空白邮票，上面为张太雷写下了

“虚席以待”四个字，并将这个亲手精心制

作的纪念封赠送给张太雷纪念馆。笔者于

是写了《张太雷和胡志明、片山潜的一张

合影》一文刊发于
!""'

年
)

月
!%

日《常

州日报》“龙城记忆”版，引起很大社会反

响。张太雷纪念馆与市邮政局包括集邮爱

好者们也通过各种渠道积极争取张太雷

邮票发行一事。不久传来喜讯，说此事纳

入了
!""+

年国家发邮计划，后因奥运发

邮量大而被暂缓。好在事隔两年了，在我

们即将迎来建党九十周年之际，这一众人

期盼的心愿成为了现实。因瞿秋白纪念邮

票已于
$)+)

年发行，故此次新邮发行后，

“常州三杰”也全部登上了国家名片。
$)+$

年胡耀邦同志在建党六十周年大会时提

及的十二位中共早期领导人，其中常州三

杰均在其中。而随着共产国际档案的不断

揭密，张太雷在中共早期创建过程中的重

要作用也逐渐浮出水面。

$)!"

年
,

月，列宁便派维经斯基为

首的工作组来中国，实际上就是帮助中

国建立共产党组织。李达后来回忆：维经

斯基“到了北京以后，首先访问了以李大

钊同志为首的许多进步人士，举行过几

次座谈会……和他经常接触的还有张太

雷（因为他懂英文）、杨明斋二人”。李大

钊建议由陈独秀发起建立中共，并派太

雷陪同维经斯基一行赴沪会见陈独秀。

可以说，这时张太雷已正式参与推动中

国早期共产党组织建立的工作。
$)!"

年

$"

月，张太雷成为李大钊领导建立的北

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
$(

个成员之一。

$)!"

年
$$

月，张太雷赴天津创建了天

津早期党团组织。

$)!$

年
%

月，太雷作为中共派往共

产国际的第一位使者，来到远东书记处

参加筹建中国科，并以中共正式代表的

身份参加共产国际三大。而此时，他发

现
-

还有来自中国的自称是“共产党”或

“共产主义组织”等四个组织的代表，力

图在共产国际获得合法地位与支持
-

其

中两家已得到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证，

即姚作宾的“共产党”与江亢虎的“中国

社会党”，这些组织均比他们先到。形势

很严峻，筹建中的中国共产党在孕产期

便遭遇身份认证危机。张太雷、俞秀松先

后致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

也夫，要求不要理睬那些冒名“共产党”

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些十足的政客并不

代表任何一个中国政党，也坚决不承认

共产国际同姚作宾“讨论并且决定的任

何东西”。在少共国际二大开幕后，俞秀

松、张太雷、陈为人以及
#,

位持“来宾

证”的同志再次联名致函季诺维也夫，抗

议资格审查委员会给骗子江亢虎以代表

资格，详细揭露江亢虎“在中国只是作为

一名总统顾问为人所知，他根本不是社

会主义者，如果第三国际允许北洋政府

的总统顾问参加，就会失去中国青年的

信任，给我们重大打击”。共产国际十分

重视张太雷、俞秀松以及代表团的信件

及声明，收回了江、姚二人的代表证。

与一大召开遥相呼应，在万里之外的

莫斯科，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虽然鲜为人

知，但其意义深远。就此，共产国际正式确

认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唯一

的合法的政党，从此，其正统性再也没有受

到过挑战，避免了如美共、日共等其它国家

在国内长期并存几个共产党相互争夺领

导权的问题，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接受

共产国际在财力、物力、外交等方面的全方

位支持，也保证了一个月以后中共一大的

顺利召开。中国革命从此在共产国际的帮

助、指导下一步步地成长壮大起来。

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张太雷起草了

一份留存至今的十分珍贵的文献《致共

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并

以正式代表身份在
(

月
#!

日向大会作

了五分钟口头发言。就这样，在中共一大

还没有召开的情况下，在庄严的共产国

际讲坛上就传出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

党员的声音。在演说中
-

他呼吁共产国际

和西欧各国党对远东的革命运动给予更

多的注意和支援
-

并指出中国的无产阶

级与其它各种革命力量也会给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以巨大的援助。太雷在共产国

际三大上的呼吁正式启动了共产国际与

苏俄政府指导介入中国革命事务。从此，

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与指

导下，一步步地成长壮大起来。张太雷又

先后担任了共产国际与青共国际代表维

经斯基、马林、达林、鲍罗廷的翻译和秘

书，成为了联系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

中国青年团组织与青共国际之间一个重

要的桥梁与纽带。并在我们党创建初期，

很多关键时刻，很多转折点，立下了汗马

功劳，在此过程中参与建党、建团、建军，

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扳 罾

农事旧记 !

沈成嵩

! ! ! !

一张拦河网，高高架在水流湍急

的三叉河上。

“呜———”一只小火轮劈波斩浪穿

过渔网。网好大，把轮船的一头一尾全

罩在里头。

阳光穿过千千万万只网眼，洒下

一片金丝银缕。孩子们从船舱的窗户

里伸出小脑袋，仰视这被网着的天空，

虽只有片刻，但这水淋淋、金灿灿的天

幕却很美，像幅挂在高空的巨大刻纸

……

这就是“扳罾”（
.!/0

）留给我的儿

时印象。

扳罾，这一古老的捕鱼方法，在江

南水乡已流传几千年。《楚辞·九歌》里

就有“扳罾何为兮木上作鱼网”的记

载。故宫收藏的明、清山水画中，也有

以“扳罾”为题材的作品。

“守株待兔”是嘲弄那些墨守陈规

的笨人，然而“守网待鱼”却尽显渔人

的智慧。

这拦河网是用之于大江大河的捕

鱼工具。网的大小要视水面的宽狭长

短而结，有
!,

丈的、
%*

丈的，最大的达

*,

丈。网上的眼称作“目”，网下的脚子

叫做“纲”。所谓“纲举目张”的典故即

由此而来。

硕大无比的网，紧绷在八根厚实

的毛竹片上。在竹片交叉的十字架上

扣着粗大的缆绳，缆绳又连着“四两拨

千斤”的铁滑轮，固定在一棵长长的杉

木上。

起网落网，全靠岸上的“绞关”操

作，虽然湿淋淋的鱼网几百斤重，但只

需两人就能拨动绞关，叫那渔网“轻轻

地一抓就起来”。细琢磨，这里面有朴

素的力学原理。

俗话讲，“勤扳罾，懒张簖”。

虽说平时可能“十网九网空”，但

守网人总用百分之百的力气，去搏取

那百分之十的成功。每隔十分钟起一

次网，遇到机帆船、轮船以及拖轮的船

队，还得及时起网让路。否则，挡河网

会被火轮的螺旋浆绞破。

但在鱼汛季节，这拦河网对鱼类

王国来讲，实在是最厉害的一着埋伏。

用这种方法捉鱼，比起小丝网捕捞和

单钩垂钓来，真有大小巫之别。

“江南三月桃花雨，夜半鲤鱼来上

滩”。到鱼汛季节，一张扳罾，一昼夜最

多能扳得千斤活鱼。真正吃鱼的行家，

就要买这种“不缺一片鱼鳞，不流一滴

鱼血”的“起水鲜货”，用它氽汤、红烧，

不放多少佐料，就能把“眉毛鲜了掉下

来”。

$)'*

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发洪水，

我就在孔家桥体验过“扳罾”这种特殊

的捕鱼方式。

头一网就扳起
%"

多斤红眼白丝

鱼，渔民老董却唰地变了脸色，大吼

道：“快放掉！”年轻人正欢天喜地，刚

要用网兜抄鱼，一下子被他吵闷了。老

董却很快点起香烛，面对大河磕三个

响头，嘴里叽叽咕咕说些什么，然后把

鱼网沉入河底。老董说，这是长江里来

的鱼阵，你一捉，鱼阵的“大部队”就从

别的河道走了。对长江来的“鱼阵”，渔

家有规矩：头阵敬，二阵迎，尾阵下网

捉残兵。有一次，有几条不知规矩的小

鱼船，对着鱼阵“拦头撒网”，惹怒了护

法的“铜头”、“白丝”、“棍子”等凶猛

鱼，对准渔船头撞尾扫，掀起了“磨盘”

般一个个巨浪，把几条小渔船都掀翻

了。

不久，滚滚洪水泛起一个个浪花，

由远即近，声势渐大。老董说，这是“大

阵”过来了。

首尾相接怕有几十华里，头阵虽

到了金坛，尾阵可能还在丹阳。

从晨到晚，老董才让起网。果然全

是“一字号”的红眼白丝鱼，最大的二

三十斤，最小的也有七八斤。

那一晚，简直就像“鱼山”倒下

来！每一网都是沉甸甸的，脚盆、水

桶、菱盆里到处都装满了鱼，最后用

上了两盘“莴折”，垛起一个高高的

鱼囤。

这景象，现在怕是再也见不到啦。

在水一方西直街

常州老街坊 !

张一农 文 季全保 图

! ! ! !

从怀德桥西侧到西仓桥北的西圈

门大运河滨，是老常州西门的名

街———西直街，也是因水路交通枢纽

而兴旺起来的一条十里长街。

隋大业六年（
*$"

）京杭运河贯

通，水路远输兴起，大批漕粮贡品均

由此河北上。隋后米市河、豆市河等

商街应运而生，成为“三吴襟带之邦，

百越舟车之会”。那时河面上泊满北

方来的豆船，还有南乡西乡的粮船和

运往沪苏锡等地的木排，加上多色杂

船，市民则在码头上挑水、洗涤，呈现

出一派江南水乡的市井风情图景。通

往各地的小轮船、快船、班船也在此

设启航码头，上客、卸货，人声鼎沸，

十分热闹。

据史料记载，在豆市河设站的内

河轮船，有开往张渚、扬中、口岸、湟

里、漕桥等班；设在锁桥的快船码头有

金坛、八宝桥班，班船有屺亭桥、高塍、

张渚、连江桥班；设在西圈门的班船有

开往泰兴、连江桥、吕墅桥、邹区、皇塘

等班。所以西直街上有许多桐油店、麻

绳店、棕绳店、油灰店、篷帆店，适应船

家购买，再加上各色小面店、小饭店、

小客栈、雨伞、杂货等服务性小店小

铺，更是店店相连，铺铺相接，都是靠

水吃水的小本经营者。

值得一提的西圈门这个地名，它

向东进入市河，是木船拉纤人走的“纤

路”尽头；而向西的上游，又是纤路的

起点，西圈门是交会之处。来往船只到

此收纤的收纤，上纤的上纤，纤夫们手

执纤板，好比上朝官员的朝皇玉板，一

屈一弯地到此“朝拜”。如此年年岁岁

船川流，岁岁年年来朝拜，所以常州人

把此间看作吉祥如意的“朝皇宝地”，

以致后来向西延伸，兴起了一条“新市

街”来。

大运河不愧是常州的母亲河，她

给常州带来的恩泽是多方面的。西直

街上宣家弄东侧，有一家玉川茶楼，楼

高两层，朝南明窗，洒满阳光，市口很

好，是西仓街、三堡街、西直街、新河

滩、南河沿一带几十家木行业内人士

相聚的“茶会”。

茶会，是木业经营者洽谈生意、联

系业务的公关场所。那些买方卖方、扎

排的包工头和朝奉跑滩先生，早上都

在此边品茶边交谈。茶楼为木业所包，

不接待外客，双方可以敞开而谈，无所

顾忌，从而又带动了早点、面馆、饭店

等餐饮业的生意，所以人来人往，车水

马龙，非常闹忙。

玉川茶楼店堂宽敞，设施整洁，

茶具讲究，有专职的茶房师傅热情服

务。茶资按端阳、中秋、年底分次总

付。上茶会的人在此打听行情，见机

行事。如有无山客到货，有无开盘成

交，行情是涨是落，到常的山客和买

客投向……都须探清摸准，以便决定

采取何种对策。有些老板为了争取多

得点到货份额，对山客则百般奉承，

千方讨好，以博得对方好感；有些推

销业务的跑滩先生，几至卑躬屈膝，

以取得顾客的愉悦而做成交易，同时

又显示了自己的才能。而业内的头面

人物，也左右周旋，八面炫耀，张扬身

份，给各方面留下印象，同时也为给

自己的企业打广告……总之，这里是

没有硝烟的战场，名利场上角斗的擂

台。下午的茶会，则转移至怀德桥上

的木业同业公所，那是又一个聚会之

所了。

七十年代的交通工具
往事历历 !

周志明

! ! ! !

上世纪
("

年代人们最普遍的交通工具

是自行车。当时中国可以说是自行车的海

洋，连美国总统小布什当年也在中国骑过

自行车。一部自行车的价格大致是
$'"1$+"

元，凭票供应。这个价钱，对比当时的收入，

绝对是一笔很大的投资。
("

年代人们的月

收入既平均又透明：学徒
$!1$+

元（因大集

体、小集体和国营的单位不同而异），转正

后
!,1%*

元。大学刚毕业：本科
,+2'

元，大专

约
,!

元。转正后：本科
'+

元，大专约
'!

元。中

高级技工：
'"1('

元；工程师：
("1$!"

元。

所以，大部分骑车人，爱护自行车就像

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每天上班时间，用一

个多小时揩拭宝车的，大有人在。这样的男

人，你让他为自己的小孩洗澡他还绝对没

有这么好的耐心和细致呢。还有自我规定

下雨不骑的，不是怕危险，是爱护自行车。

人们对自行车的装饰也很下工夫，虽然全

国就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品牌和款式，颜

色也基本都是黑色，但每逢群众性大会散

场后，车主都能在上万辆自行车中一眼认

出自己的爱车，全是因为个性化的装饰。

自行车的顶峰是永久
$%

型，这是文

革前就有的产品。用锰钢制造的车架（据

说因此曾受到周总理严厉批评），车身轻

而结实，踏起来明显的感到轻快不费劲，

相当于汽车界的劳斯莱斯。后来的凤凰

$,

型、
$+

型，永久
$(

型，都是
$%

型的晚辈，

售价均在
$("1$+"

元左右。其它还有飞

鸽
!*

寸男女跑车，双管加固“支农型”
!+

寸重型自行车等，都在
$'"1$*"

元左右。

看似价格差别不大，但因为凭票，搞到票

子就不容易，可不由你选择。后来，我们

常州出了“金狮”，供应有了缓解。

没有票的人便“自行组装”，一般都是

到市场淘零部件，逐步收集。那里永远热

闹非凡，许多人互通有无，交换部件。零件

齐备，组装成功，需要携带主要部件的发

票去交警队“上牌”，然后才能上路。组装

车比整车大概便宜
!"1%"

元，但关键是不

要“票”。也有组装好马上加价就地出售，

或者卖到农村，然后再组装，甚至事先接

受农村或者外地的“订单”而组装的。

其它比较常用的就是人力三轮车。

要省钱，从单位或者什么地方借来人力

三轮运货车用用也是有的。再其次，就是

自行车带人了———警察要管的，最多带

一段，下来走一段。过节的时候，一部自

行车上面载着一家三口，车头挂着一盒

大蛋糕，走亲戚，乃是当年流行一景。

还有极其少数的人（主要是因海外

关系有“外汇”收入的）会拥有机器脚踏

两用车，大约每辆
*""1+""

元。相对而

言，其稀有和威风的程度，自然远胜过如

今拥有大奔和宝马汽车。

约园约成林
龙城记忆 !

薛焕炳

! ! ! !

历史上常州的私家园林，恐怕约园位

于六园（近、意、半、暂、未、约等园）之首。

我曾见过清初史学家赵翼后裔家藏的一

幅绘于咸丰年间的《约园图》。图跋中这样

描绘：约园者，曾王父之别墅也。中其二十

四景，七十二峰……昔日花晨月夕之地
-

台榭竹木之胜，图以复旧观也。园历门而

入
-

右有高阁
-

曰文昌阁
-

北有轩绕以怪石
-

曰程红新馆
-

有亭曰米拜亭
-

再北者有广厦

面东前
-

后石搁四十二峰山房
-

再北有红梅

百本，曰梅坞风清，折而西
-

有阁
-

广植木

樨，曰阁袭天香
-

旁有石室
-

曰仙人洞
-

西有

山，曰南山
-

有亭
-

面山，曰南山涌翠亭，有

古松……西有洲
-

环以水
-

即西园秋赏处

也。自梅坞风清
-

逾石梁观鱼，为云溪水

榭，西为竹圃，有桥以达南山……

洋洋洒洒，
'""

余字的长跋，题于《约

园图》上，此文此图，再现了
$'"

多年前这

座常州私家园林的风采。直到现在，约园

内仍是古木参天，大树成林，一片绿荫。这

是在常州不多见的，大有城市山林之貌。

约园，始建于明，为官府的养鹿苑。

历代帝皇建有鹿苑，多半是狩猎之用；地

方官府建鹿苑，不知何故。清乾隆年间，

这里成为中丞谢 的别业，也称“谢园”。

这个谢中丞为政有何建树，尚不知，但有

一点可以肯定，此时的谢园已具规模。不

知何故，谢氏后人于道光年间将此园卖

给了赵翼之孙赵起。此时的“约园”，面积

近
!"

亩，经主人一番精心构筑，已有一番

形胜，在江南私家园林中不算是个小园。

约园的绝妙之处，在于得到江南叠石

高手、常州园林大师戈裕良的指点。园中

花木扶疏，清流四环，一时名闻江南。园内

梅坞清风、小亭玩月、石梁观鱼、烟浮瑶

台、疏篱访菊、城角风帆等二十四景，着实

让人留恋。但不知是主人的谦虚还是有意

不想张扬，只给了“约略成园”的名称。

不论二十四景还是七十二峰，约园

以叠石见长，以曲水闻名。一池秀水环绕

山壑之间，用湖石、石笋堆砌的七十二峰

凸兀林中，踏进此园，大有栖身山林之

感。今天的约园虽已难见昔日模样，但从

遗留的痕迹中可以想象，当年的约园就

是今天苏州的环秀山庄，甚至规模更大，

手法更绝。因为，环秀山庄同样出自大师

戈裕良之手。可以相信，大师在常造园，

拥有地利之便、人和之势，一手指导的约

园在邑人面前绝不会逊色。

可惜，清咸丰十年（
$+*"

），太平军攻

占常州，那位举人出身的赵起率领团练

企图守住城厢。最终，寡不敌众，州城陷

落，约园亭台楼阁全毁，赵起及家人为不

落入敌手，全家
%)

人投入园内池中，无一

生还。以后，约园也随之衰败。直到光绪

末年，赵家有一徐姓太太（徐小妍）在废

基上重修此园，使约园保留了部分模样。

说到赵起，不论今天对太平天国那

段历史如何评价，赵起有一点还是值得

敬佩的。赵起为赵翼之孙，出身书香门

第，虽未求仕进，但身居约园，以文瀚自

娱，工词，善画，擅绘兰花，并将园内二十

四景每景作词一首。今天，我们仍可以从

赵起的《约园诗稿》中领略当年的情景。

咸丰三年（
$+'%

），太平军突破江南大营

时，赵起协助创办常州保卫局，组织团

练。咸丰九年（
$+')

），常州失守，两江总

督、武阳知县、常州府署官吏都携印逃

离，而这个赵起，仍守城阻敌到最后。面

对太平军还大声疾呼：“创议守城者我

也。”旋以头撞石卒，大有士大夫宁死不

屈之精神。赵起生前著有《约园藏墨》、

《约园词稿》
$"

卷等。

民国初，约园仍由赵氏家族管理。幸

运，我见到了几张摄于清末民初的约园旧

影，虽说是照片发黄，画面残缺，品相不

佳，但约园韵味犹存。更可贵的是，其中一

张反面还留下这样的字样：民国八年三月

潜仕专修馆全体摄于家园中。既毕，是君

光荣邀集同学再摄影于石桥上，舍弟伯贞

亦在其中共十人焉。书者为赵漳。

只是到民国二十年后，武进县政府

在这里设县立医院，解放后又改为常州

工人医院、第二人民医院，从此，约园成

为常州城内一方医术之地。

不过，据赵家后人介绍，到
$),)

年解

放，赵家（约园）的地契上还有
$)3#,

亩土

地，政府每年向赵氏征收契税。此时的赵

家经济已经衰弱，难以承受一年一度的税

赋，于是，在
#)'%

年将约园送给了国家。

遗憾的是，这座已有数百年历史的

园林已难见昔日辉煌。随着医院的逐步

扩大，残存的约园只能是院进园退，虽说

是恢复了一些景点，但高楼四起，古风不

再。连赵起留下的那些祖宅也在前几年

被拆除，赵氏后人一场官司未能保住最

后的宅第栋梁。
图为约园内的曲桥与亭! 陈亮摄

张太雷邮票设计稿共产国际三大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