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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几百年前的先祖们对话
唐英年

我出生在香港!十多岁到美国!读中

学"大学#那时候!家即为父母$母亲坚持

让我用中文给家里写信!到美国的第二%

三年!很多的中文词语都忘了!寄回去的

信!很快随母亲的回信一同寄过来!母亲

把我信中的错字全部改过$每趟都这样!

所以!很庆幸!我在美国没有忘掉中文!

并且能够讲比较标准的汉语$

父亲对我期望很高!要求严格!他自

己生活俭朴"工作勤奋!常对我说!&勤俭

定能兴家!奢侈足以败业!切不可铺张浪

费$ 别人有困难!设法帮助!多做善事$ '

那时候!父亲的生意做得很好!从香

港到南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都有他的企

业$但是!父亲好像并不开心$从
!"#$

年

离开祖国内地!一直未能回去!他记挂着

祖父母%惦记着家乡$

他不止一次地跟我们兄妹讲起太爷

爷%爷爷创业的故事!我知道我们唐家在

无锡%上海是个大家族!祖父君远公在工

商业界非常有影响! 他为自己厂里生产

的府绸取名&司马光'!取义宋代名臣司

马光砸缸救同伴的故事! 寄寓中国人的

智慧和勇敢$ 祖父曾经在日本军占领无

锡的时候! 因拒绝和日本方合作! 被关

押! 在日方威胁要炸掉他创办的协新厂

时! 祖父坚定回答(&宁为玉碎! 不为瓦

全# '

祖父是条汉子!我以他%也以我的父

亲自豪#那时!我对我的家族充满了解的

渴望!中国传统的爱国%爱家文化早已浸

入我的骨子里#然而!祖国和故乡对我而

言依然遥远而陌生#

大学毕业后!我从美国回到香港#那

是
!"%&

年!父亲已经在香港与内地之间

走动#

'"%"

年后!往来更加频繁!他在深

圳%上海等地兴办了许多企业#祖父跟他

讲(&翔千!你回来投资吧!万一蚀本了!

就算你孝敬了我# '父亲责无旁贷!从熟

悉的纺织业到不熟悉的电子业! 从上海

到新疆!建工厂%跑项目!完全的工作狂!

吃了很多苦# 但是!他心里乐此不疲!快

乐而满足#

对故乡的亲情%事业的发展!促使我

一次次回到内地!来到上海!来到无锡严

家桥!来到常州#我们家族在迁到无锡以

前!就居住在常州这座江南古城里!称毗

陵唐氏!是诗书礼仪之家!尤其先祖荆川

公文治武功!抗倭救民!载入明史# 时代

的变迁%人类历史上不断发生的战乱%政

治的沿革!我的十世祖来到无锡!后来!

逐渐发展成为纺织工商世家#再后来!我

的父辈们来到香港%海外!开疆拓土!事

业越做越大!不仅商界!更为促进香港回

归等国家重大事件中尽一个炎黄子孙的

责任!也见证了一段段历史#

我们家族的发展! 也是一部近代中

国历史的缩影# 我和我们家族的每一个

人都非常渴望了解家族的历史#

($$%

年!我们家族共
)*+

多人到常

州!纪念荆川公诞辰
*$$

周年#那是一次

意义非凡的寻根之旅! 让我和唐氏家族

中的许多人与先祖和故乡贴得如此之

近!走进唐氏祠堂!踏入荆川公的墓地!

我们为有如此伟大的先祖自豪! 我们更

为家族厚重的文化感到无上的荣光#

欢聚总是短暂 ! 对家族的了解才

刚刚开始# 我的孩子们对整个毗陵唐

氏家族的悠久历史知之甚少! 虽然他

们慈爱的爷爷一口吴侬软语! 他们美

丽贤淑的奶奶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深意

重! 遗传的因子和代代相传的家训也

让我的孩子们一个个很懂事!但是!如

果能让他们更多地知道自己家族的历

史!并忠诚于自己的家族和祖国!那是

我非常乐见的#

直到有一天! 常州的张跃女士把这

本)百年毗陵唐氏*郑重地送到我手中!

这是家乡人送给我们家族的一份厚厚的

大礼啊+ 我如获至宝!十分激动$ 翻开这

本书!我才真正走进了我们家族的历史$

荆川公"景溪公"子良公"保谦公"君远公

,,许多熟悉的不熟悉的祖辈亲人们离

自己近了"真实了!读他们创业守成和纵

横江海的风云故事! 感受他们在各自生

活的时代家国天下的豪迈! 我仿佛穿越

了时空!在与几百年前的先祖们对话$反

观我自己的成长历程! 先祖们给予我的

不仅是血脉相承的生命! 更是那坚定勇

敢"顽强奋进的强大灵魂$

感谢常州家乡人民以对我们毗陵唐

氏的厚爱之情和对历史文化负责的精神

组织撰写了这本书$ 作者与我们家族的

许多人有过面对面的交流! 文中有许多

珍贵的口述和生动的图片资料! 许多激

动人心的故事场景读来如亲历其间!文

中更挖掘了我们家族中大量的历史资

料!许多我是第一次看到!十分宝贵"亲

切$ 作者把我们家族成员的命运变迁放

入社会发展的历史大河中! 其叙述超越

了毗陵唐氏家族!超越了地域的范畴!具

有几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普遍意义$

作者文笔朴实"轻灵!我体会到作者是蘸

满情感之墨却又极其客观地在写作!这

本书把毗陵唐氏家族真实地介绍给了世

人!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把毗陵唐氏家族

介绍给了唐氏的每一个子孙! 这是我们

家族不可估量的一笔财富$

感谢中共常州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

长张跃女士和家乡许许多多的朋友们!

为出版这本书提供的大力支持$ 特别感

谢李梅香女士和我们家族的优秀代表唐

师曾先生! 他们以艰苦卓绝的努力写就

了这部作品$

诚挚地向家乡的朋友们致意$

!"#$

年
##

月
%

日于香港

（唐英年：毗陵唐氏第二十一世孙，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特别行政区原政务
司司长。本文为《百年毗陵唐氏》序言之
一，标题为编者所加。）

主题插画大赛开赛
报名截止时间为5月31日

常州历史文化故事———

本报讯“常州历史文
化故事”主题插画征集大
赛日前在华夏艺博园开
赛，100多名绘画爱好者
纷纷落笔生动呈现常州历
史文化景象。

参赛选手主要以《常

州历史文化故事网》上整理
发布的数千个故事为创作背
景，选择一篇或多篇为题材
进行创作。

记者在现场看到，《朱元
璋怒贬菩萨》、《一代红妆陈
圆圆》、《李白高歌猛虎行》等

故事，在选手们笔下，以涂
鸦、手绘、素描等多种形式
呈现出来。

河海大学学生张金波
别出心裁，用山水表现才女
陆小曼的一生，氤氲有趣。

目前，已有700多人
报名参赛。8场比赛陆续
举行。
报名截止时间为5月31

日，欢迎社会各界热爱绘画的
朋友们积极参与。

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
文明办、常州日报社、市教育
局、团市委主办。

-刘昱星 何嫄 文
,

图.

在店堂内
养宠物

卫生监督所表示管理无依据

不少个性餐馆、咖啡店：

本报讯 记者日前连续走访市中心2家个
性餐馆和4家咖啡店，其中有半数餐饮店都出
现了猫狗的身影。

在刘海粟美术馆对面的一家餐饮店内，饲养
的猫自由穿梭在桌椅间，时不时跳上沙发憩息片
刻，或是蹿上餐桌，与顾客点的食物擦身而过。

而在广化桥下的一家咖啡馆，店门口趴着
一条柯基犬，店内还有一只猫，只不过猫被关在
笼子里。

据了解，这些餐饮店的宠物大都从小被店
家抱养，店家们认为自家爱宠平时都“打理得很
干净”，定期打疫苗，“应该不会影响卫生”。

对餐饮店能不能饲养宠物，市民态度不一。
市民小曹平时就非常喜欢动物，认为餐厅里有
动物让她感到十分放松自在。她还时常抱着店
里的猫狗一同用餐。而市民唐彦却持反对意见。
她告诉记者，自己曾和朋友去过此类的咖啡馆，
稍不留神就坐在了猫垫子上，“搞得我一裤子猫
毛，不少还飘上了餐桌，心理都快有阴影了，卫
生当然更不放心”。

记者就此咨询了市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
表示，宠物毛发、排泄物有碍卫生，在餐饮店饲
养的确不妥，对于经营而言这应该是个常识性
问题；但目前，对此类情况尚未有明文规定，工
作人员至多只能劝阻商家。-实习记者 吕希.

还有多少人在学世界语？
———全国教学研讨会在我市东方小学召开之际的访谈

16日至18日，第五届全国世界
语教学研讨会在我市东方小学举行。

国内世界语相关专家、教学代表性
学校以及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市社科
联、钟楼区教育局的百余名代表与会。

东方小学已成为国内延续世界语
教学时间最长的小学。早在1984年，
该小学就由时任英语教师、现为市世界
语协会会长的张常生老师组织并创立
了世界语兴趣小组。多年来，学校与日

本高槻市五百住小学结成友好学校，开
设世界语校本课程，成立世界语社团，
还成为“全国世界语教学试点学校”。
“世界语，其实就是以28个字母

表达的‘国际普通话’，传达的是一种
世界大同、和平友好的理念。”与会的
亚洲世界语运动委员会主席王瑞祥介
绍，“作为一种辅助性语言，世界语不
属于某一特定的民族或国家，十分中
立，也不是要取代别的语言，而是希望

能更为自如地表达。”
据悉，全国约有40万人学习过

并使用世界语。
需要多长时间学会世界语呢？据

介绍，波兰人柴门霍夫最初创立世界
语时，有 900个词根，但仅需要 300
个词汇就能简单交流。有欧美语言学
习经验的人，最快1天就能掌握拼写
规则；而大多数人，也只要3个月到1
年就能学会。

“词根就像王码五笔中的字根，即便
不懂其意，也能听说读写。”有趣的是，就
像汉语里“水井”可以拆分成“井”和
“水”，并重新组合成“井水”一样，世界语
中也有类似。

对于此次承办研讨会的东方小学而
言，通过启蒙式教育教学，能帮助学生置
身全球范围拓展视野，追寻“绿色和平”
的梦想。“我们现在关注如何提高世界语
教学的有效性和普及性。”

据了解，目前我市东方小学常年保
持有 150个学生在学习世界语；1984
年至今，共有2500个学生学习世界语。

本报记者 何嫄

世界语
目前! 世界语已成为使用最为广泛

的国际辅助语! 全球
!*+

多个国家和地

区都有世界语组织和世界语者$

世界语从
!"+*

年起传入我国!曾受

到蔡元培%鲁迅%周作人%胡愈之%巴金%

恽代英和孙中山%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

学习或推崇$

这种人造语! 书写形式采用拉丁字

母!

!

个字母只发
!

个固定音!且音值始终

不变!也没有不发音的字母!语音与书写

完全一致! 且每个词的重音固定在倒数

第
(

个音节上$基本规则只有
!&

条!比较

容易掌握$

链 接

10000名残疾人免费体检启动
另有白内障手术、器具适配等多项助残行动

我市帮助残疾人圆康复梦、就业梦、安居梦、文化梦

本报讯 连日来，我市广泛开
展活动，帮助残疾人圆康复梦、就
业梦、安居梦、文化梦。

在钟楼区永红街道卫生服务
中心，我市举行全市残疾人免费
健康体检活动启动仪式。市领导
孙永明、张云云、赵忠齐出席仪
式，并参观促进残疾人就业的“爱
心花社”。首批65名残疾人还在
这里作了体检。

据市残联理事长金志达介
绍，根据市政府2014年重点工

作要求，今年我市将为具有本市户
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残
疾人证》、无固定工作的10000名
残疾人，进行 6大项目的免费体
检，由各辖区分步分阶段实施。

助残日前后，我市还将实施白
内障手术1000例，辅助器具适配
1500人，低视力筛查1000人，发
放轮椅1000辆。

而在钟楼经济开发区助残帮
困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记者了
解到，“爱心屋”首批 5户受助残

疾人家庭安置房已进入装修阶
段，预计6月底完工。首批 5户受
助家庭预计每户受捐 3万元左
右进行装修。钟楼经济开发区 23
家企业及开发区管委会共同成
立“青枫汇善”爱心专项基金，筹
得爱心捐款 500万元，全部用于
资助开发区困难家庭。活动还为
困难残疾人赠送 28件家电、30
辆轮椅和 100份共计 3万元的慰
问品。

在市光华学校，“陶陶乐小站”

揭牌，9名智障孩子在老师指导下，
用盘条制作出各样器皿，这是学校
首次开出艺术课程。这一活动未来
将在全校铺开。星宇车灯股份有限
公司无偿捐献 15000元用于设备
和材料购置。该公司已连续7年累
计向学校捐资14万余元。

为满足残疾人的文化梦，我市
还将对残疾人文化创业基地进行扶
持和指导，为残疾人搭建文化舞台。

-黄钰 周瑾亮 王丹丹 李惠宁

实习记者 徐莉
,

文 黄钰
,

摄.

新老司机：你能
认识多少个？

对!"种汽车仪表盘符号———

本报讯 日前记者在市车管所微博上
看到一条有趣的消息：据报道，英国救援
公司调查2018名司机，只有半数能正确
识别16个常见的仪表灯符号，而各类汽
车仪表上的警示灯或符号达64种之多。

到底有多少人能全部认识这64个
符号？为此，记者在市驾培中心训练场、
各商场车库等地采访了50多名新老司
机，得到的答案有些出乎意料：虽然没人
能全部认识这些符号，但超过6成还在
驾校学习的“准司机”，认识的汽车仪表
符号，并不比开车多年的老司机少。
“这是因为常见符号或指示灯，在驾

校已经培训过，科目一考试也有相关题
目，比较容易记忆或理解。”市驾培中心
培训部主任蒋怀轩告诉记者，新老司机
的差别往往只在于实际操作的熟练程
度。有些新司机“纸上谈兵”的功夫好，实
际操作中却摸不着头脑，因此在科目二
及科目三（俗称路考）考试中，常常有考
生因未打或打错转向灯但未通过仪表盘
观察更正，造成了扣分甚至不及格。

蒋怀轩表示，真正常见的汽车仪表
盘符号或指示灯不止 16个，有 30多
个，但不是每辆车都有64个符号或指
示灯，有些要在高档车型或某些厂家特
定车型上才会见到。

此外，随着私家车的快速增长，一般
司机都只会驾驶自己或自己家庭的车
辆，符号或指示灯数量也不同。今后，随
着科技不断进步，还会出现很多符号或
指示灯，非专业人士一般不能看懂或理
解，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开车。-王淑君.

如何从颜色上更快理解汽车仪表盘

符号或指示灯/

!

%红色代表危险!红色指示灯一般

亮起后必须停车修复$

(

%黄色代表警告!需要检查!确认没有

重大隐患后方能继续驾驶!并要尽快修复$

-

%蓝色仅是指示作用!比如远光灯

开启后就有指示灯亮起$

链 接

端 午 节
放假通知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通知精神!

(+!.

年端午节放假安排如下(端午节-

&

月
(

日.放假!与周末连休 !即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放假休息!共
-

天$

节假日期间! 各单位要妥善安排好

值班和安全%保卫等工作!遇有突发事件

发生!要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确

保人民群众祥和平安度过节日假期$

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5月19日

多家旅行社
暂停越南游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常州国旅、光大国

旅、中国国旅常州分公司等多家旅行社自上周
起已暂停赴越南旅游业务，原定的拼团计划全
部取消。

记者走访市区多家旅行社发现，常州的旅
游市场并未因此受到太大影响。中国国旅常州
分公司负责人透露，常州单独去越南的游客一
向很少，一般是与柬埔寨、吴哥窟等景点合并成
一条旅游线路，今年1至3月份旅行社都有发
团。最近随着越南多地反华游行事件升级，咨询
去越南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即便有人询问，旅行
社也会告知危险表示暂停收客。

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去年年底以来泰国、
马来西亚、越南等地相继发生不愉快事件，令有
意去东南亚旅游的人或多或少产生了心理阴影。
目前部分旅行社酝酿将涉及越南的线路调整为
日韩游、游轮观光等旅游项目。-实习记者 刘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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