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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蕴宽的“民国正气歌”

辛亥风云与常州人物 !

臧秀娟

! ! ! !

庄蕴宽（
$'&%!$()!

），字思缄，号

抱闳，常州人，生于官僚家庭。
$'("

年

中副贡。
$'(&

年赴广西，十余年先后担

任广西百色厅同知、平南知县、梧州知

府、太平思顺兵备道兼广西龙州边防

督办等职。庄氏在广西期间，一度被两

广总督陶模调去广州编练常备军、振

新军。他重视教育事业，先后兴办武城

学堂、武备学堂，首创梧州中学堂，在

龙州设女学和图书社等。庄蕴宽办学

目的不仅在于育人，他认为教育既收

利民之惠，亦有救国之效，更以图培养

出适应时世的新人。如他在桂西下冻

视察时，下令捣毁土庙，创办下冻两等

小学，藉此改变边区愚昧迷信、闭塞落

后的社会风气。此外，庄氏尊重女性，

提倡男女平等，创办女学以提高妇女

文化水平，破除缠足陋俗以保护妇女

身心健康，在当时实为超越侪辈的一

抹亮色。龙州百姓曾立“去思碑”于龙

州街文昌阁下，以纪念庄蕴宽的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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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庄蕴宽升任兵备道，驻节

广西龙州，统管边防全军。他特聘孙中

山的密友、同盟会骨干钮永建（日本士

官学校毕业生）任广西边防处参事。钮

永建借军训之名，进行革命活动。庄蕴

宽对慈禧太后亲信、广西巡抚岑春煊

下达的镇压革命的命令阳奉阴违，支

持同盟会人在边区出入活动。被清朝

通缉的孙中山，曾想潜经广州和他晤

谈机宜。庄得知孙中山有被跟踪的危

险，通知孙立即离境，以保安全。时黄

兴在长沙策划起义，被湖南巡抚侦破，

黄兴改名张守正化装道士，逃至龙州

边防。庄早已崇慕黄兴，即赠黄重金并

派兵护送出境，安抵日本。其后黄兴发

动镇南关起义时又被围捕，庄将黄兴

送进法国教堂隐蔽而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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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庄

参加日本大正天皇加冕典礼的清朝使

节团，他在日本招收留日军校毕业生

中一批革命者到广西，使广西新军为

同盟会所掌握。史学家认为：“广西反

清革命之能迅速成功，庄蕴宽等人预

谋招聚同盟会人，起了极大作用。”

宣统二年（
$($"

年），应唐文治之

邀，庄蕴宽出任吴淞商船学校监督，卜

居上海。因地缘之便，与同乡赵凤昌时

常来往。同年加入张謇筹办的上海预备

立宪公会。

宣统三年三月间，广东革命军攻毁

督署。庄蕴宽一方面与在桂学生约订纪

律，等待时机，另一方面开始筹划建制政

府事宜。同年秋，武昌事起，全国震动，江

浙士绅中同情革命的人士奋袂而起。庄

蕴宽同赵凤昌、张謇、汤寿潜等再三斟酌

“组织临时政府”、“南北议和”及“清室退

位”等重大问题；与陈英士、顾忠琛、洪承

点等“共商收复南京，协调扬镇诸军”。庄

蕴宽胆识过人，举重若轻，兼有知兵之

名，渐为苏人所知所重。

辛亥革命后，庄蕴宽随孙中山同车

到达刚攻克的南京，参与组织革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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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元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他为

江苏都督，总管江苏省事务，为维持新政

权和社会安定做了大量工作。他得知总

统府科长缪思敬乘南京开府之机，强占

民房，搜刮财物，假公济私，经他查实有

据，为维护革命威信和法纪，断然呈请总

统批准死刑。孙中山认为理该如此，缪终

于伏法。南京市民齐颂开国气象，孙中山

为此奖勉庄蕴宽：“你为共和做了一件大

好事。”

庄蕴宽主持苏政三月有余，期间颁布

政令数十道，在严禁赌博、通告剪辫、鼓励

农业生产、发展民族工业、普及教育和革

除社会陋习等方面，着力做了大量除旧布

新的工作，努力为新政权树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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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民国政府迁至北京，庄

蕴宽辞去江苏都督之职，改任浦口商埠

督办。当时英商洋行要求购买沿江土地

建造怡和轮船专用码头，企图垄断长江

航行。庄蕴宽认为国权不容稍损，坚决拒

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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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庄当选约法会议议员，到京

任职。后任都肃政使、审计院院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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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袁世凯召开“约法会

议”，炮制所谓“新约法”实行总统制，以

扩大袁个人的权力。庄蕴宽以肃政厅主

管兼约法会议参议员，讨论时力斥群奸，

反对总统独揽大权，力主实行责任内阁

制。会议表决时
*)

票对
$

票，这唯一的反

对票为庄蕴宽所投，以抗议袁世凯集团

的祸国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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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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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袁世凯阴谋称

帝，大肆迫害反对帝制的朝野人士。庄蕴

宽即以肃政使名义致函国务院转袁，表明

不能容忍帝制活动，痛斥称帝妄图。袁世

凯读后恨之入骨，表面称赞“庄蕴宽敢

言”，暗送二十万银元支票要求庄勿再干

扰，庄当场撕碎支票，立即辞职，以示决不

妥协；同时通知在海外的孙中山、黄兴，加

紧组织反袁运动。海内外传诵庄蕴宽誓死

抗争帝制的信函，称之“民国正气歌”。

作者供图

乔石视察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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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

务院副总理乔石来常视察#

在常期间! 乔石副总理听取了市

委领导关于常州工作情况的汇报!先

后视察了常州柴油机厂" 常州第一棉

纺织厂"常州录音机总厂"常州自行车

总厂" 常州针织总厂" 常州东风印染

厂!参观了瞿秋白纪念馆和清潭新村$

乔石指出! 常州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经济发展很快!经济体制改革也摸

索出创造出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这不

仅对常州地区的党组织和人民来讲是

很重要的! 对全国来说也是十分有意

义的!你们作出了贡献$希望在现有好

的基础上!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常

州的经济!不管工业%农业!全民"集体

所有制的企业! 或者是乡镇企业都有

更好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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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时任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的乔石再次来常考察工

作$乔石在听取市领导的汇报后!充分

肯定了常州十多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经

济建设等方面取得的进展和成绩!同

时勉励全市干部群众抓住当前的发展

机遇! 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

设步伐!争取上一个新的台阶$

在常期间! 乔石还饶有兴致地参

观了市聋哑学校! 对常州市在特殊教

育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

王鹤鸣 文

常州市档案馆 供图

卖冰棒往事

人生一页 !

谢汝平

! ! ! !

小时候夏天极其炎热，最大的愿望就

是吃上一支冰棒，那凉凉甜甜的滋味直达

心底，仿佛全身每根汗毛都竖了起来，爽

到极点。可家里经济情况不好，就连五分

钱一支的冰棒也是奢侈品，轻易吃不到。

十四岁那年刚放暑假，我作出卖冰

棒的决定，得到父母的赞同。卖冰棒需要

工具，那时连电都没有，更不要说现在街

头随处可见卖冷饮的冰柜了。我在父亲

帮助下，做了一个箱子，用油漆刷得雪

白，既醒目美观，也显得比较干净，油漆

干了以后，又在冰棍箱后面写上大大的

红色的“冰棒”两个字。为了不让冰棒融

化，还准备一些棉花胎垫在下面，然后铺

上塑料布，上面再盖上一件旧棉袄。

那时冰棒成本价是两分钱一支，只

有香蕉和赤豆两种冰棒，正常可以卖五

分钱一支。第一次两种冰棒各进了五十

支，两元钱成本是父亲给的。那天早晨，

我五点多钟就起床，然后骑车背着冰棒

箱到了三十里外的县城冰棒厂进货。等

我赶回来时，已经快九点钟，天正好开始

热了。我把车子停在咱们镇的街头，然后

等着人们来买。由于刚开始卖，没有什么

经验，并且比较羞涩，不好意思吆喝，只

有别人主动问我，我才点点头，然后拿出

冰棒给人家。这样的情形持续下来，卖得

很不好，到了中午，才卖出去二十来支。

看着箱子里的冰棍开始有点融化，我心

里非常着急，好在那时还懂得变通，开始

降价，先是四分钱，后来三分、二分。到了

晚上，我的一百支冰棒还剩下二十来支

没有卖出去，并且化得只剩一点点。到家

时，我把塑料布小心拿出来，将冰棒水倒

进几个碗里，一家人美美地喝个够，尤其

是妹妹，开心得不得了。

辛苦一天，算下来竟然还亏了一毛

钱，心里非常不是滋味，一整夜都翻来覆

去睡不着，我暗下决心，再也不能这样卖

了。第二天，我只好进了九十支冰棒，回

来途中，就开始走乡串户，并且学着大声

吆喝。情况果然发生了变化，到中午时，

九十支冰棒就全部卖完，并且每支都是

五分钱卖出去的。说来也怪，自己那么辛

苦，喊得嗓子都快冒烟了，也舍不得拿出

一支自己来吃。到家后，数着自己赚来的

两块七毛钱，我乐得在床上直翻跟头，第

一次享受到劳动收获带来的乐趣。

随着成本积累，我进货数量最多达

到三百支，赚得也更加多了。后来我连续

卖了好几年冰棒，直到上了高中方才作

罢。每年都可以赚到一百多块钱，除了学

杂费，开学时还可以添身新衣服，剩下的

交给家里贴补家用，因此受到大人们的

由衷赞扬。在我的带动下，后来村里有好

几个孩子都卖过冰棒。

与时俱进的“三转一响”

难忘当年 !

王朝庭
! ! ! !

上世纪
+,

年代初，人们经常议论

两个名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我们无产阶级闹革命，目的就是

要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后达

到消灭阶级的最高理想———“共产主

义”。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什

么样呢？谁见过？也许连创此高论的马

克思、恩格斯两位老先生都说不清。于

是一些高深的理论家和想象力丰富的

聪明人，便创造出许多生动、形象、诱

人的名词，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到了高级阶

段———共产主义，那就是“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了。具体表象是：“点灯不用

油，耕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

话”。啊，那是多么幸福美好的图景呀！

那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实现呢？可能要

到我们的子子孙孙又子子孙孙吧。

“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楼

上楼下、电灯电话。”好是好，但太遥

远了！人们都是现实主义者，不如退

而求其近。于是，到了上世纪
&"

、
%"

年

代，很快就流行一个新名词———“三

转一响”。这名词，“
'"

后”的年轻人，

也许觉得很陌生，甚至根本就没听说

过。但很有趣，当年可是人人追求的

远大目标呢，但那仅是第一代“三转

一响”的年代。

何谓“三转一响”？简释之：“自行

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那电风扇

也会“转”，为何没有列入“三转一响”

家族呢？那是因为早已有之，而且在城

市中已开始普及，再说还有代用

品———人们享用千百年的蒲扇、纸扇、

棕叶扇以及文人和戏剧舞台上用的折

扇等等，所以它就没有资格进入“三转

一响”的行列。上世纪
%"

、
'"

年代，人们

如在厦门、石狮、沙头角等沿海城镇买

到一只日本产的走私假“双狮”，简直

如获至宝，人人都很羡慕。

上世纪
&"

年代，我在福州军区空

军部队任导航连长，营区离机场四五

公里，到指挥所等地值班、开会，来回

都是步行，太需要那大“转”———自行

车了。可那时，人们的生活，经常是全

靠拿着一把各种难分的票证排队：什

么粮票、油票、肉票、布票、鸡蛋票……

等等、等等。这粮、油等票是生活票证，

每人每月都有一份；可这“三转一响”

是专品票，是按单位分配的，一个小单

位（连队）一次不一定都能分到一套完

整的“三转一响”票，有的只有“一转”

或“一响”，有的“两转”没有“响”，有的

只有“响”没有“转”，如此等等。因此，

十分金贵。于是人们只能按轻重缓急，

去逐步争取“三转一响”。往往一轮“三转

一响”，因“一票难求”而常常闹矛盾，领

导只好按最公平、公正的方法———抓阄

来解决。

我那时因经常值班、开会，工作很不

方便，急需先解决最大的一“转”———自

行车。可是等了半年也没有解决，只好到

自行车修理铺买了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其

他全身都响的旧车。接着下一步也是因

工作需要解决第二“转”———手表。又等

了半年还是没有解决，还是买了一只“二

手货”。“两转”总算先解决了。这第“三”

转———“缝纫机”，那是夫人们的“面子

货”。我每年都发两套军装，不是我的急

需品。现在是轮到解决“一响”的时候

了———收音机，以便收听广播，及时了解

国内外新闻大事。我运气不好，结果这

“一响”的“阄”票没抓到，还是买的旧货。

大概又过了一年，终于分到一张剩下的

“一转”———缝纫机票，这才算是一件真

正“蝴蝶牌”新货。我老婆可高兴了，成天

像玩宝贝似的伺弄它。大概到上世纪
'"

年代初，我的“三转一响”才算配齐，不过

四分之三都是没有凭票的旧货。

然而，三十年前，当大部分人还没完

全实现第一代“三转一响”的目标时，不

少人第二代“三转一响”却不知不觉就开

始了。我是上世纪
("

年代末期才开始完

成第二代“三转一响”的。这次却颠倒过

来，先解决“一响”———黑白电视机。这

时，人们好似在梦境里看“魔术”，不少人

根本就没有完整地经过第一代“三转一

响”，就跨越式地进入到第二代“三转一

响”了。而且这第二代“三转一响”的家族

成员已迅速延伸、扩大了，变成“四转二

响一沉默”。即：空调、微波炉、排烟机、摩

托车、彩电、手机和冰箱，甚至每一种又

都换了好几代。如手机，就从
--

机、大

哥大到各种多功能彩屏手机等等。真是

三十年春秋，弹指一挥间。如今，市场商

品琳琅满目，眼花缭乱。当人们还在进一

步完善第二代“三转一响”时，又有一部

分人已经开始迈向第三代“三转一响”

……这正是总设计师“让一部分人先富

起来”的预言成真。与时俱进的“三转一

响”，未来还会变成几转几响呢？

打入邮检组的年轻人
华岩

! ! ! !

随着谍战剧《潜伏》的热播，剧中男

主角的形象深入人心，在很多人眼里，

他就是一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英雄。

其实，真正的英雄往往就是一个

普通人，就像常州解放前，打入国民党

邮件检查组的年轻地下党员蒋轮、吴

正民那样。

$(*'

年底，辽沈战役胜利结束，解

放军在淮海、平津战场也是节节胜利，

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为

了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常州地区的

中共地下组织，运用各种形式和方法，

广泛开展反蒋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

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有力地

策应和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军事斗争。

敌人自然不甘心失败。是年底，国

民党常州城防指挥部成立了一个特务

组织，名叫邮件检查组，试图通过对往

来常州地区邮件的检查，发现革命活

动的线索，破坏中共常州地下组织为

迎接解放做的工作。根据上级党组织

的安排，地下党员蒋轮、吴正民以青年

学生的身份作掩护，利用邮件检查组

招收青年学生的机会，一举打入邮件

检查组。

敌人对邮件检查工作要求十分严

格。进出常州的全部邮件都要检查，发

现有疑点的收件人、发件人都要详细

登记上报，成为今后重点关注的对象。

对于检查出来的进步刊物，一律就地

销毁，收件人还要上黑名单。敌人根据

检查组汇总的名单及信息，对革命活

动进行破坏，对进步人士进行戕害。打

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就是要在不被

敌人发现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保护

重要邮件能进出常州，杜绝重要人员

被列上黑名单的机会，设法通知或提

醒已被列入黑名单的人士，保护爱国

民主人士的安全等。

一天，蒋轮、吴正民和往常一样，

一边分拣邮件，认真“工作”，一边留意

是否有重要信息，检查组组长在一旁

督促。突然，一位检查人员向组长报告

说有封信的内容十分可疑。其他检查

人员连忙凑过去看，蒋轮装作若无其

事地走上前一看，一个熟悉的收件人

名字映入蒋轮的眼帘：张允溪。张允

溪，他不是城内芳晖女中的教师么？常

州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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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上海参加了反蒋爱国的中国民主

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

检查组长如获至宝，连忙拿起信

件前往国民党城防指挥部。怎么办？如

果不及时将这个消息传递出去，爱国

民主人士张允溪恐怕凶多吉少！蒋轮

眼前浮现出李公朴、闻一多等民主人

士惨遭敌人毒手的情景，眼前一片血

色，渐渐弥漫开来，简直让人窒息……

他再也不敢往下想了。

蒋轮在吴正民的配合下，找个借

口出了邮局，前往开在觅渡桥堍的大

生书店我党地下联络站，向联系人汇

报了相关情况。联系人感到情况紧急，

连忙派人和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地下党组织十分重视，立即通过秘密联

络员，赶在敌人之前通知到张允溪本人，

安排其离开常州避难。

国民党城防指挥部果然对信件内容

高度重视，连忙派出便衣前往张允溪住

所，美其名曰“邀请谈话”。结果门房回答

说，张先生多天前到外地去了，至今没有

回常。便衣自然不相信，进去搜查了一

番，什么也没有，只得悻悻而归。其实，张

允溪得到我党送达的消息刚刚离开没几

分钟，敌人的便衣就到他家了。因为避走

及时，张允溪得以幸免。

回到邮件检查组的蒋轮虽然表面上

看起来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风平浪静

的，但内心忐忑不安，他不知道传递出去

的消息能不能避免这位民主人士的危

险，如果自己的消息能再早一点传递出

去，或许情况会更好一点，假如这封邮件

能自己亲手拆到，那该多么理想，不至于

像现在这样被动紧张啊！

中午时分，检查组组长垂头丧气地

回来了。检查人员围上去问：“张允溪的

事情怎么样了
.

抓住了吗？”组长无奈地

说：“唉，真倒霉！这小子命大，这几天他

一直不在常州，我们扑了个空！”

蒋轮、吴正民听了这话，彼此对望了

一下，脸上掠过旁人不易察觉的一丝胜

利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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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传入常州的历史颇为悠久。早

在西晋太始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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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陵县就

始建“含辉观”，规模相当宏大，惜于南宋

时毁于兵火（废基在原武进县小河乡观

东，观西两村之间）。西晋永嘉初年（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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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毛中尉舍宅建道观于城内

迎春门城壕，即其后的玄妙观前身，为常

州城内历史上最早的道观。

东晋著名道教人物葛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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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抱朴子，世称小仙翁，曾在原属

武进的马迹山立盟设坛，城内县学街的

葛仙桥就因葛洪其名而来。清代褚邦庆

著《常州赋》中有“抱朴子马迹山立盟坛”

及“葛仙桥传抱朴子之踪”等记载。南朝

梁代道士王八百在兰陵县西麓南坡、黄

猫岭之西筑舍修道（今武进横山桥大林

寺所在）。陈代又建“登仙观”，后改称“冲

虚观”，元初毁废。齐梁道教著名学者陶

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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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茅山道宗的开创者，

茅山道院为东南道教中心，人称“第一福

地”、“第八洞天”，自古至今香火很盛。

从唐至明，不少皇帝崇信道教，使道

教得以兴盛。常州澄清观、玉隆观、清宁

观、通乙观、真武道院及府城隍庙等陆续

兴建。宋大中祥符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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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今将龙

兴观改名天庆观，即后来的玄妙观。宋天

圣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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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又赐天庆观真武神像

一尊。时该观殿宇宏伟，“层檐杰栋，为吴

中道宫之冠”。

宋、元时期，道教演化为全真道与正

一道两大派，全真道士不饮酒，茹素，不

娶家室，授徒传道，为出家道士；正一派

道士亦授徒传教，但可娶家室，为在家道

士。元大德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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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虎山第三十八

代天师张与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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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封为正

一教主，主领三山符 ，掌管江南道教。

常州道观除玄妙观为全真道派十方丛林

外，其它道观多属正一道派。

清代皇室偏重佛教，道教渐趋衰落。

至嘉庆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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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常州玄妙观已是

一片衰败景象。

民国初年，东岳庙、都城隍庙等道观

神像相继被毁。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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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民政府明文

宣称：“画符念咒的道教是不善宗教，故

应废除。”北伐军开进常州后，一度禁止

举行迎神赛会。晏公庙、营田庙、灵官庙、

烈帝庙等道观均在民国初年分别成为白

云渡小学、贫儿院、武进女子师范学校等

校舍，其它道观亦多毁废。

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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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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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士绅组建“常州

道院”，院长陶希泉，副院长刘度来，设在

玄妙观内，后迁往麻巷。此系民间研究道

教的团体，属道友性质。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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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道士李

银兆发起成立“武进县道教联合会”。

据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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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的《江苏民政》记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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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进县（包括今常州市区）有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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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道士、道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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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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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北门天

地坛成立“武进道教会”，会长杨鹤立，下

设戚墅堰、焦溪、新安、横山桥办事处。

解放后，社会上延请道士做法事的

已极其罕见。道观、道士收入锐减，民间

散居道士纷纷转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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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仅有玄妙

观道士颜圆岭一人，后在常州福利院养

老送终。自此，常州市区所有道观均废。

地下党油印的部分进步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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