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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的赵凤昌

辛亥风云与常州人物 !

臧秀娟

! ! ! !

辛亥革命期间，位于上海南阳路
$"

号的惜阴堂名流荟萃，许多左右时局的

大事在这里密谋，其主人是被称为“民国

产婆”、“民国诸葛”的赵凤昌。

赵凤昌（
$'()!$&*'

）
+

字竹君
+

号惜

阴，常州人，一生历经风云沧桑，充满传

奇色彩。其幼年失学
+

在钱庄做学徒。因

家里贫穷，私自挪用钱庄银钱被辞退，当

时他年纪不到二十岁，一富户朱某识其

聪明机警，替他捐了一个县丞，到广州候

补，开始了他的封建幕僚生涯。
$'',

年，

他入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府，可算是他

幕僚生涯的鼎盛时期。

由于赵精明有为，设想周到，善于察

言观色，深受张之洞的信任。据刘厚生回

忆，张之洞生活不拘小节，办事没有时间

观念，而赵凤昌记忆力犹佳，能替张之洞

整理安排公事，一切井井有条。虽说他

“读书极少，文理平常，但与之洞相处数

年之后，居然能代拟公牍，而且摹仿之洞

书法几能乱真”。张之洞但凡有要事，必

密商赵凤昌。这种特殊优待遭致时人非

议，于是社会上流传“两湖总督张之洞，

一品夫人赵凤昌”的讽语。
$'&*

年，赵因

张之洞而以“有揽权招摇情节”，被革职。

后张为其在盛宣怀武昌电报局谋一挂名

领薪差使，常驻上海。赵凤昌经此一劫，

深知腐朽的清王朝气数已尽。因此他便

尽一己之力，为社会进步四处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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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盛宣怀、李鸿章、刘坤一

等谋划“东南互保”，赵凤昌在此中扮演

了重要角色。

东南互保的首倡者是谁，历来众说

纷纭，赵凤昌本人在笔记中说他自己是

“发议之人”，即幕后的策划者。庚子年义

和团在北京围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慈

禧太后宣战上谕通电各省。时北方混乱，

上海更是传言四起。赵在笔记中有记，出

面发动上海官绅和各国领事进行订约保

护东南的“中心人物”是盛宣怀，但赵一

直居于幕后为其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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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经由上海道余联沅

出面，并有两湖代表陶森甲、两江代表沈

瑜庆以及盛宣怀等人参加，与各国驻沪

领事谈判订约。会议前
+

考虑到上海道余

联沅“拙于应对”
+

赵凤昌巧妙地安排座

次
+

“外人以领袖领事在前，以次各领事，

中则以沪道在前，盛以太常寺卿为绅士

居次，与余道坐近，再次各省派来道员”。

同时授意余联沅见机行事，如有难以置

答处，与盛商后再答。一切顺利进行，当

天签署了《东南保护约款》，实则是地方

绅商与督抚公然违抗清廷的旨意，但此

时，中央政权威力下降，也只能听之任

之。东南互保使得富庶的东南地区避免

了一场可能发生的空前战祸，这也是赵

凤昌首次参与幕后策划，并取得了成功。

$&"(

年
$!

月，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

考察宪政。他们于
$&")

年夏秋之际结束

考察后，极力推崇立宪政治。清政府于
&

月
$

日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指出先

从改革官制入手，逐步厘订法律、广兴教

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作为

实行宪政的“预备”。国内立宪运动掀起

了一个高潮。为做好推动宪政工作，赵凤

昌与张謇组织编译刊印《宪法义解》、《日

本宪法》等书，分送各方重要人士，推广

宪政思想。慈禧读后，颇为动心，不久，军

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 命“其七弟

来沪，托凤昌选购宪法各书”。可以看出，

赵凤昌等人的活动对朝廷高官乃至慈禧

的立宪态度都产生过影响。

$&")

年
$!

月，张謇等在上海组建预备

立宪公会，郑孝胥被推为会长，张謇、汤寿

潜为副会长，它成为江浙上海乃至全国推

动立宪运动的重要团体。张、汤两人都与

赵凤昌私交甚好
+

力主介绍赵入会。此时

的赵凤昌虽然怀疑清政府立宪之诚意
+

但

他认为“鼓动天下，必当有先开其风气者，

譬之涉江，先以舟楫桥渡，立宪庶不失为

舟楫桥渡耳”，因此积极“参与会事”。当时

赵凤昌的居所惜阴堂也成了立宪派活动

的大本营，“贤士大夫之过谈者，所聚益

众”，惜阴堂也因此声名鹊起。

赵凤昌从一个封建的知识分子向

资产阶级转化，一方面传统的封建文化

烙印曾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封建主义

传统政治道德约束着他，使得他不可能

马上完全抛弃清政府；另一方面社会动

荡之际，新的知识新的思想不断冲击他

的心灵，他意识到社会发展呼唤着变

革。这也决定他的性格矛盾之处：既追

求社会发展，又追求社会稳定，这两种

政治倾向决定了他温和而渐进的政治

态度和行为。

康世恩率大型团队视察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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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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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国务院

副总理康世恩率领出席在南京召开

的全国工交工作会议的
($$

多位代

表!来我市视察检查指导工作!听取

我市情况的汇报" 由国务院领导率

领这样庞大的参观团队来常检查指

导!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我市历史

上还是第一次" 参观团一行分别视

察了柴油机厂#拖拉机厂#灯芯绒印

染厂#东风印染厂等
)(

个单位"

改革开放之初!解放思想!拨乱

反正!如何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贯

彻落实到实处#抓好国民经济的发展!

成为当时的中心工作"而在那一时期!

常州的工交战线形势一片大好!全市

以$农%字当头!又以传统的轻纺工业

为龙头!多头并进!组织$八条龙%生产

线!效益明显!全市平均每个职工创利

超万元!名列全国大中城市前茅"

康世恩副总理对我市工作十分

关注! 在视察中他赞扬我市工交生

产取得的成绩! 充分肯定了我市组

织$一条龙%生产!工#财#贸互相支

持!团结协作!发挥市场经济的调节

作用等做法! 要求我市在这一基础

上! 继续朝着举办企业性公司的方

向发展!扩大企业自主权!正确处理

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进一步

把我市工业交通工作搞活! 以求得

更大#更好#更快的发展"

熊大海 文

常州市档案馆 供图

追忆董明华
人生相册 !

刘 晨

! ! ! ! !""$

年
%

月盛夏，在市文化宫剧

场纪念建党
'"

周年的庆典活动中，部

分京剧演员和几位外地艺术家的倾情

演出，尤其是原常州京剧团琴师董明

华不同凡响的琴艺，备受梨园界同行

推崇和市民观众的热议。彼时彼景记

忆犹新。可谁能想到，风华尚茂的董明

华竟于去年
)

月
)

日病故！痛惜之余，

每每想起，眼前就会浮现与之交往的

过去，感叹他用琴声演绎的艺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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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的初夏，一次我路过

原常州京剧团暂驻地“新都”剧院门

口，与一英俊少年聊起剧场怎不演戏

事。双方话语投缘，自此便认识了这位

京剧团学馆叫董明华的小伙。此后间

断又持续的接触，得知他生长在一个

视戏曲为生命的家族，家学渊源和环

境熏陶使他从小就喜拉胡琴。他随舅

舅搞过音乐创作（他舅舅周其昌为长

春电影制片厂电影音乐制作人），也曾

由外祖父引荐到上海投拜全国名琴师

赵喇嘛，并受常州籍琴师蒋阿炳的指

点。他
$,

岁考取中国戏校，因户籍规

卡而来到享誉大江南北、人称“藏龙卧

虎”之地的常州京剧团。在这类似艺校

又不尽相同的学艺群体里，董明华不

以见过世面而自傲。他心灵手勤悟性

强，对拉琴学艺永不满足的求索精神，

使他吮吸到京剧知识的各种养料，领

略到京剧艺术博大精深的真谛。

我爱好戏曲虽不通晓音律，自认

尚可辨析欣赏一二。
$&%&

年后，常州

京剧团举办了文、武折子戏展演。我应

董明华之约看了几场，深感多年的磨

砺实践，董明华已然有了独特的演奏

风格：他能根据剧情行当及饰演角色

的演员特长而应变，达到抑扬时委婉

华丽，顿挫中苍劲挺拔，于刚健处透出

隽永深沉、韵味无穷的艺术效果，他

生、旦、净不挡，各种流派皆能，显示了

强精的演奏功力和丰厚的艺术造诣。

上世纪
'"

年代初，各地京剧院团

纷纷开赴外埠巡演，到上海互相观摩，

上海京剧同行就十分看好常州团琴

师。
$&'*

年戏曲电影《智取威虎山》杨

子荣的扮演者童祥苓，发来请董明华

任他专职琴师的聘书。强强合作引出

了各地的邀约，特别是
$&',

年底北京

的“古今戏曲大会唱”为童祥苓操琴，

使董明华的名字不胫而走，一夜奏响

全国。
$&')

年董明华被借调上海京剧

院艺术室，为由孙正阳、王梦云、张南

云等名家主演的京剧《刘姥姥与王熙

凤》谱曲，设计唱腔兼伴奏，在京、津、

沪三地新剧目会演中广受好评并获

奖。
$&''-#&'&

年，四集电视戏曲片

《潘月樵传奇》拍竣，董明华承担了全

部作曲和唱腔设计任务。

#&&*

年《中国京剧》第
)

期中，看

到著名表演艺术家、梅派艺术研究专

家胡芝风撰写的《天籁神韵彻狮城》一

文，写到“天韵京剧社还聘请了我国的

名琴师董明华先生操琴，董先生琴技

高超、全面，不但为演员伴奏，还指导

唱腔和文武场面”。至此，我从电视剧

字幕介绍及杂志上，终于获知了董明

华在上海又去海外执教的信息。
#&&&

年
%

月董明华回常省亲，我得以和他

欢叙。他告诉我已得到拥有永久居住

权的绿卡。不过，令一般人不解的是，

他谢绝了新加坡方面的恳请和挽留，

放弃了优厚待遇，毅然决然地于
!..#

年回国，回到培育他成长的沃土———

常州。

光阴荏苒，琴声悠悠，归来时的董

明华已年过半百。几十年的君子之交，

我深知他洁身自好、不喜张扬、行事低

调的秉性。离开剧坛，面对纷烦复杂的

社会网络，他不堪其扰，失去了净心养

身和回顾总结艺术生涯的安静环境。

有找上门来请他拉琴吊嗓的，有趁某

票社邀约助兴指名要董明华伴奏的，

也有因故不遂心愿而口出不逊言词的

……种种偏离文明娱乐的现象令他不

安。后来，为弘扬京剧国粹从娃娃抓

起，他在湖塘中凉社区免费试办基础

培训班。奈天不假年，蛰伏他身的癌魔

施虐夺命，董明华以
)*

岁的花甲之龄

带着遗憾和眷恋离去。无愧于我国名

琴师称号的他，为戏曲文化发展留下

了光彩的一页。

作者供图

永嘉南渡纪念地———琅琊墩

常州发现 !

张 军

! ! ! !

在常州奔牛镇大运河南岸，叶家码

头对面，过去曾有一处规模宏大的古建

筑群，耸立在一座土墩上。从运河里望

去，高大的牌楼，森然的古庙，给过往民

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就是琅琊墩与

琅琊墩庙。

世界上叫“墩”的地方很多，但琅琊

墩，在目前能查到的全国地名中，独此一

家别无分店。最近这座墩上还有较大古

砖，可供人们捡拾。笔者曾经见过一块古

砖，上有五铢钱纹，询问过常州博物馆原

考古部主任徐伯元才知道，这是块汉晋

时期的五铢钱纹砖。

《咸淳毗陵志·卷十四·祠庙》记载：

琅琊王庙，在县奔牛镇东二里，旧传晋元

帝渡江后有此祠。

《武进阳湖县合志》延续了咸淳志的

记载，并加了一段：琅琊王庙，旧在奔牛

镇东，相传晋元帝渡江后有此庙，元徙天

禧桥北。弘治丙辰，知府曾望宏以其湫

隘，移于祠山庙合祀，日三神祠王，又有

庙在仁孝东乡梅村，今修。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以弘扬地方

文化为己任的明代知府曾望宏（十五洞

桥也是他新建的），将琅琊王庙移到了常

州城，就在现在的西庙沟。时代在发展，

如今，祠山庙也不见了。

但实际上，奔牛的这座琅琊庙，直到

#&('

年才被废弃。据《奔牛镇志》记载：（该

庙）共有庙屋
#,

间，分三进，二重天井。前

八、中三、后三，前进塑有地藏王、蚕花娘、

观音、琅琊丞相，中进为土地堂，后进
*

间

楼房。
#&('

年疏浚大运河时被拆除。

地方志上的相关细节不多，但从村

民口中，可以了解到一些没有记载的东

西。村民说，
#&!%

年，在琅琊墩庙西面一

半创建琅琊墩小学，东半部分仍为琅琊

墩庙，后来琅琊墩庙全部为琅琊墩小学

取代；直到
#&&.

年左右，琅琊墩小学撤

并，原地废弃，被当地村民占用为现代墓

葬区；琅琊墩过去的范围很大，如今留下

来的不过是五分之一；墩高近
,

米，西北、

东北各有一池塘，听老辈人讲，当年琅琊

墩上的土，就是取自于这两座池塘，而现

在能看到大型砖块的地方，接近原来土

墩的中部。

据传，琅琊王并非封号，也并非西晋

的琅琊王司马睿，那么琅琊庙里纪念的是

谁呢？就是当地人俗称的“琅琊丞相”王导。

永嘉（
*.%-*#*

年）是晋怀帝司马炽

的年号。在永嘉之前，中原地区曾发生过

长达
#)

年的八王之乱。这次变乱直接招

致了永嘉时期的民族斗争。匈奴和羯族

的首领刘曜、石勒等率领部众，残酷地屠

杀汉人。永嘉元年（
*.%

年），晋怀帝任命

司马睿为安东将军，出镇建邺（后改建

康，今南京）。王导相随南渡，任安东将军

司马。他主动出谋划策，联合南北士族，

拥立司马睿为帝（晋元帝），建立东晋政

权。王导官居宰辅。永嘉四年（
*#.

年），刘

曜在今河南东部攻下汉人坞堡一百余

处。同年，石勒在今湖北襄樊一带攻下坞

堡三十余处，后又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

鹿邑）击败晋军主力，晋军死者十余万

人。同年，刘曜攻陷洛阳，纵兵大肆屠杀

焚掠，洛阳化为灰烬。就在这样的情况

下，晋朝的官民实在无法忍受，就大量南

逃，史称“永嘉南渡”。

当时，琅琊王司马睿为镇东大将军，

都督扬江湘交广五州诸军事，驻建邺（建兴

元年，公元
*#*

年），因避愍帝司马邺讳，改

称建康。江南比较稳定，当权的官僚们极力

设法把自己的子弟、亲属安插到江南任地

方官吏，以为将来自保之地。在永嘉南渡

时，北方的许多士族、大地主携眷南逃，随

同南逃的还有他们的宗族、部曲、宾客等

等，同乡同里的人也往往随着大户南逃。随

从一户大地主南逃的往往有千余家，人口

达到数万之多。《晋书·王导传》曰：“洛阳倾

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同样在《咸淳毗陵志》里，当时属于常

州的洛社有王右军宅。王右军，即王羲之，

是王导的侄辈，洛社离常州辖区仅有数公

里之遥。奔牛在西，洛社在东，两处都留有

琅琊王氏遗迹，说明琅琊王氏与常州有

缘，即使王导墓不在琅琊墩，那么，琅琊墩

也是那个时代的琅琊王氏家族墓。

张戬炜先生在《王羲之与晋陵》一文

中认为，永嘉南渡时，琅琊王氏家族过江

的第一站应在今天的常州市区范围内，

王羲之的少年时代，很有可能就是在常

州地域中度过的，因为常州一带至今仍

留下不少与琅琊王氏有关的地名、掌故。

护厂护校迎曙光
臧琪

! ! ! ! #&,'

年底至
#&,&

年初，人民解放军

先后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

民党军的主力部队大部被歼。人民解放

军挺进长江北岸，直逼江南。根据上级党

组织的指示，常州地区的党组织迅速行

动起来，进行迎接解放的各项准备工作。

据中共武进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秦

和鸣回忆，常州解放前，地下党组织已经

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

年
!

月初，

秦和鸣等人在武进卜弋成立中共武进城

市工作委员会
/

简称城工委
0

。城工委的地

下党员们为迎接曙光的到来，在常州城内

及时传播解放军的胜利消息，宣传和阐明

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的反动

本质和必然灭亡的命运，积极做好宣传工

作。先后编印《星火》、《青苗文丛》、《人民

报》、《光明报》等杂志和油印小报在群众

中秘密散发，阐述我党的城市、工商业、统

战和知识分子政策。地下党组织布置党员

在城区马山埠、织机坊等地，秘密收录解

放区电台广播的我军胜利消息，以《新华

社电讯》的名称油印后散发，在人民群众

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团组织针对青年

活泼好动的特点，用革命歌声推动广大青

年去追求光明和解放。常州真儒护校和私

立常州中学分别成立快乐歌咏团和青年

歌咏队，在青年中秘密教唱《古怪歌》、《茶

馆小调》、《跌倒了怕什么》等进步歌曲。地

下党组织还以读书会的形式，在青年中秘

密传阅《唯物辩证法》、《大众哲学》、《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等进步书籍，组织青年通

过专题讨论和撰写体会文章等方式交流

读书心得，努力启发青年的政治觉悟，引

导青年追求光明和解放。

为防止国民党在溃退时破坏城市设

施，
#&,&

年
,

月，武进城工委给各工厂、学

校、机关、团体等散发《告民众书》，提出

建立护厂护校组织，不使公共财产遭受

破坏；保存好各种档案资料，不得散失；

解放军入城时，维持正常秩序，防止坏人

捣乱。
,

月中旬，在地下党组织的发动和

影响下，戚机厂、大成一厂、大成二厂、协

源布厂、戚墅堰电厂等许多工厂相继建

立“护厂队”、“护厂委员会”等名称的护

厂组织；省常中、私立常州中学、芳晖女

中等成立护校组织。在临近常州解放的

时刻，他们日夜坚守岗位，严阵以待，全

力保卫工厂、学校、商店和一切公共设

施。护厂组织在工厂的要害处均设立岗

哨，并准备了黄沙、灭火器、硫酸和铁棍

等消防及自卫器械。米厂、面粉厂的护厂

队员，为防止国民党逃跑时疯狂抢粮，寸

步不离工厂，困了就睡在米袋、粉袋上。

自来水厂、电灯公司、救火会、邮电局等

单位职工也组织起来，确保城市供水、供

电、消防和通讯的畅通。

,

月
#&

日晚开始，省常中护校队通宵

达旦地在学校周围巡逻，保卫学校，并到

芳晖女中串联，一起护校。
,

月
!#

日，省常

中校长按照国民党武进当局的指示，要

强行解散学校，遭到护校队的强烈反对。

在芳晖女中，校长企图用欺骗的手法要

学生随校南迁广州，地下党组织一面揭

露其阴谋，一面对学生进行教育，终于制

止了迁校活动。
,

月
!!

日，常州铁路工人

在护路斗争中，拦截国民党三节车厢的

军械、粮食等物资。

在中共常州地下组织的领导和影响

下，由广大工人、学生、市民积极参加的

护厂、护校斗争，为制止国民党军的破

坏、确保常州完整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

作出了杰出贡献。

#&,&

年
,

月
!*

日，常州解放。饱受苦

难的常州人民从此昂首挺胸，迎着黎明

的曙光，踏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常州的伟

大征程。

尚忆供图

“辛亥风云与常州人物”开栏的话
100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它埋葬

了 2000多年的世袭帝制，推动了近代化的进程，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
件。它客观上为“五四”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以及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
反封建民主革命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储备了力量。

常州地区很早便受到西方新思想的影响，在近代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辛亥革命中也处处都有常州人的身影。辛亥革命的爆发，直接导火线
是清廷的“铁路国有政策”，而把这项政策付诸实施的，便是常州人盛宣怀；长袖善舞，智高谋广，使南北双方由争执走向共识，是史称“民国产婆”、“民国诸葛”的常
州人赵凤昌；第一个建立起公开鼓吹革命、号召推翻清朝统治的舆论阵地《苏报》的，是常州报人陈范。此外如庄蕴宽、吴稚晖、陈撷芬、孟昭常、孟森等常州人都在辛
亥革命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故史学界有“辛亥革命的成功，离不开常州人的贡献”之说。

辛亥革命，造成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深刻剧变，辛亥革命时期的移风易俗对常州市民的塑造，不仅仅是革“身”，更重要的是革“心”，使觉醒的市民
开始摆脱封建束缚对人性的压抑，有了鲜明现代性的独立人格。同时，常州出现一些新的公共领域，如商会、学会、教育会等，其功能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救济和慈
善扩张到社会管理、社会教育、社会文化和地方经济等方面，甚至延伸到立法和司法领域，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有相当权力和影响力的重要的社会组成。

100年，多少人来多少人去，梨花带雨，落英缤纷。100年，不过弹指一挥间，真风流，雨打风吹总不去，“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本栏将对常州在辛亥革命活动中的那些人和那些事作一梳理，以期弘扬近代常州具有特殊价值的历史文化。

常州市委党史工委
常 州 日 报 社

联 合

举 办

纪念建党 90周年 常州叙事

瞬间永恒
常常州州市市档档案案局局（（馆馆））特特约约刊刊出出

上级授予戚电厂的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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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 4月 20日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在常柴厂视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