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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一日，是常州工人文
化宫建宫 60 周年纪念日，整整一
个甲子，这座工人殿堂有着许多不
平凡的经历。1983 年至 1993 年、
2003 年至 2008 年，我曾二度进入
常州市总工会机关工作，在其四分
之一的时间里，我可谓是文化宫发
展的见证人之一。

工人文化宫坐落于白云溪东
端，这里原为南宋时移建于此的法
济寺。后因武进、晋陵二县分置，
尚无学署，常州太守家铉翁拆除浮
屠，搬走塑像，以寺租为学粮，将
法济寺改为武进、晋陵县学。明洪
武初（1368年），晋陵并入武进，这
里为武进县学；清雍正四年 （1726
年），武进县分置阳湖县，又改为武
进、阳湖县学。咸丰十年 （1860
年），县学毁于太平天国兵燹，同治
六年 （1867 年） 复建。1937 年 11
月，又遭日寇兵火，破坏严重。
1956年，人民政府将此地划给常州
市总工会，建设工人文化宫。

至工人文化宫建成时，县文庙
尚存泮池、金水桥、大成门、大成
殿等残筑，皆为同治年间遗存。
1989 年，我作总工会的班子成员，
分管宣传、教育、民主管理等，工
人文化宫属于分管范围。目睹县学

（文庙）破败的样子，我向时任主席
的杨大伟同志提出建议：整修大成
门，营建吟白园，为退休工人提供
一个活动场所。杨大伟主席欣然同
意，立即安排20万元人民币，着手
古建的修缮，具体由我负责。

民国时期，大成门一度改为中
正纪念堂，上世纪 80 年代，作为
职工技术交流站的办公场所。为了
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办公场所作
了适当的调整，利用泮池、金水桥
与大成门之间的空间，围以园墙，
叠石绿化，营造了一方小园，取名
吟白园，意谓歌颂耆者，敬重国家
建设作出贡献的退休工人。而将破
败不堪的大成门重新修复，额名

“晚晴堂”。有意思的是，当得知东
门小学施工工地有一批明代郡东岳
庙碑刻，当作建筑垃圾清理，我仅
花两包“大前门”香烟的代价，请
人运来完好无损的四块明碑，置于
吟白园墙内。为了使古建得到妥然
保护，又请谢稚柳先生题书“县学
遗址”，立碑警示。

吟白园建成以后，这里成为退
休职工的乐园，一时间，棋牌活
动、书画展出、票友演出、盆景展
览、雀鸟比赛等等，活动不断，热
闹非凡，吟白园一度成为常州业余
文化的代名词。

2002 年底，我从体育局重新
调回总工会工作，又着手大成殿的
修缮工作。上世纪 60 年代至新世

纪初，大成殿称作文化宫小剧场，一
直发挥着职工文化活动阵地的作用。
而在全面经商的浪潮中，这里已经出
租成为家具大卖场，大成殿前后空地
则为古玩市场，殿宇已严重失修。面
对现状，总工会投入70万元，我又从
文化局争取到20万元文物修缮经费，
对大成殿进行了大的修葺，又在大成
门与大成殿之间建起长廊，增建醉经
亭、里仁门等建筑，在文物部门的支
持下，觅得 20 余方碑刻置于长廊，
形成小型碑廊，增添了文化内涵。

值得一提的是：大成殿修缮后，
这里辟为戏曲会馆，职工 （退休工
人）在工作之余，花上 3 元钱，能够
在戏曲会馆喝茶看戏，一时间，亦是
热闹非凡，其乐融融。后来，市委宣
传部又利用大成殿增设道德讲坛 （总
坛），成为弘扬精神文明与传统文化
的重要场所。

文化宫建成以来最大的一次投入
是 2006 年。是年，市政府准备实施
人民公园二期扩建，红星剧院纳入拆
除范围。我得知这一信息，立即向当
时分管文化教育的居丽琴副市长汇
报，表示文化宫可以承担老城区的剧
院演出功能，居副市长首肯我的建
议，又在她的引领下，向王伟成市长
作了专题汇报，最终，政府常务会议
同意了由总工会提出的方案，市政府
拨款 2000 万元，作为文化宫剧场改
造的专项资金。

说到文化宫 （剧场）改造，还有
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文化宫建于
1957 年，时为常州最宏伟的建筑，
特别是被老市民称之“飞机楼”的文
化宫门厅，中西合璧，又有俄罗斯

（苏联） 风格，现为常州唯一一座上
世纪 50 年代的建筑。建设文化宫
时，正是国家资源极度匮乏时期，由
于缺乏钢材、水泥，混凝土浇筑以毛
竹条代替钢筋，时称竹筋，这一做法
在当今可说是绝无仅有。在文化宫剧
场的改造中，为保证安全，剧场原建
筑全部拆除，在原址重新设计建设。
经过这次改造，剧场台口扩大、台顶
升高，能够满足各类大型演出，其他
设施也大大改善。而大家关注的“飞
机楼”则进行加固装修，保持原貌，
作为历史建筑得以保存。

薛焕炳

乐为工人殿堂添块砖

徐澄范先生：
尊著《运之河》我已拜读。这部

书稿您自称是“长篇自传体散文”，
很合适。

我与您是同乡，我们的故乡是江
苏常州。常州也许还称不上是中国最
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但它依然是人
才荟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城
市。记忆中似有龚自珍称赞常州的
话：“江南无与常匹俦”。不知我记错
没有，龚自珍似认为江南的城市中几
乎没有哪座可与常州相匹敌的。这也
自有他的道理。

尊著《运之河》文笔优美，语言
流畅，把自传、游记、论说文、抒情
散文、风俗画、政论等揉和在一起，
夹叙夹议，纵横捭阖，挥洒自如。我
感到，确是好文章。

尊著《运之河》以曾经贯穿常州
的大运河为红线，笔力涉及宇宙、历
史、地理、人文、社会、全世界。

您的目光首先集注于常州，又扩散
开来，纵论全球。您从常州看世界，又
从世界看常州。您论及常州本地的和到
过常州的，与常州结下不解之缘的历史
文化名人，从常州最早的奠基人吴季
札，一直叙到常州的革命三杰瞿秋白、
张太雷、恽代英；为英雄竖碑，为伟人
立传。您用一支铁笔，留下了永不磨灭
的历史记忆。

您说古论今，评述万世师表孔子、
亚圣孟子，论断张载、苏轼，一直写到

《多余的话》；您评《三国》《水浒》《西
游》，直到细说 《红梦》，写尽您的感
受，您的见解，您受到的教益，表明阅
读是您成长的过程，吸收中华文化的精
华是您生命的必需，成为您生命的基本
构成。

您写“杏坛记忆”，议论中国的教
育事业，讲到中国的文盲，中国人的识
字率，中国教育经费在中国国家支出中
所占的比重，与别的国家的比较，令人

惊心动魄！您关心国事，关心国家的前
途，一片苦衷，溢于言表！

您的目光，扫视世界，世界各大
洲，各国家，他们的历史沿革，文化风
俗，人情世态，这些一一在您的笔底呈
现。有比较才显出高低，有评析才分出
优劣。您一片拳拳爱国心，力透纸背。

《运之河》 确实是一部有文采、有
思想、有感情、有动人力量的好书稿。

您要我为尊著写序，我今年九十四
岁，年迈力衰，难以应命了。乃写以上
一些读后感，未必都对，仅供参考。

祝健康愉快，写作丰收！
屠岸

2016 年 4 月 20 日于北京寓所萱荫
阁

(注：本文为 《运之河》 序，题目
为编者所加。作者为常州籍著名诗人、
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人民文学出版社
原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名誉委
员，中国诗歌协会副会长。)

序与跋 / 屠 岸

以大运河为红线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十四
日，一艘载着苏轼全家的客船悄泊于
镇江江边。时民众闻知东坡踪迹，聚
观入睹，大江南北到处流传遭贬岭南
的苏轼将入相随朝。而致苏轼一贬惠
州、再贬海南的元凶，前宰相章惇的家
恰暂安在镇江。章惇幼子章援是苏轼
门生，怕苏轼入朝后加倍报复父亲，惶
恐地修书一封。此时章惇因反对立赵
佶为帝，被贬广东雷州。

病中的苏轼读完信后，思绪万
千。与章惇的交往，从少时到衰迈之

年，友敌相混，恩恩怨怨历历在目。苏轼
入狱，章惇仗义执言。后贬居黄州，章惇
升任副相，双方依然书信不断。苏轼也
自言：“平时惟子厚（章惇字）与子由极口

见戒，反复甚者。”将章惇与弟苏辙并
称。但剧烈的政局变化，友谊逐渐淡漠，
竟化为刻骨仇恨。而今回首，官场的风
雨实微不足道。而经历数次磨难，已获
得博大胸怀和人类生命的普爱，让他阵
阵激奋，强撑起病躯，挥毫书答：“某与丞
相（指章惇）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
稍异，友情固无所增损也。”随后让其转
告其父，在岭南首先心要安，随后详细介
绍了章惇贬居地雷州的简况，“风土不甚
恶，寒热皆适中，船到时四方物多有。”让
章援多准备点药托海船带去。为让章惇
健康，苏轼推荐“自养内丹功”。并说自
己在海南时，曾作《续养生论》，现因病无
法翻寻，到常州后，一定寄录。也就是在
被林语堂誉为“三大人道主义宣言书”之
一的这封信中，苏轼吐露了他今后生命
的轨迹，只想快点到常州，将彼处当家乡
一样归老终年。“今且速归毗陵，聊自憩，
此我里，庶几且少休，不即死。”今常州市
区大部，从汉代初年建县起，“毗陵”这一
地名就伴随这方土地跨越千年，直到唐
代初年方化为历史符号，虽作为郡名，也
包括今无锡、宜兴、江阴、张家港等地。

在苏轼近六十五年的生命旅程中，
曾浪迹今中国十四个省、市、自治区，光
在江苏省，其足迹就遍及十多个城市，多
为功名的追求、官运的驱使、贬谪的无
奈。但当他自主选择居住地，却独特地
钟情于常州，甚至不惜放弃落叶归根的
传统观念。从中年两次乞居，直到最后
终老，其中所隐含的神奇密码实在费人
猜解，让多少后人在破疑中沉思。

不妨让时光倒流到苏轼三十八岁
时，时任杭州通判的他在宋神宗熙宁六
年年末匆匆被调往常州等地组织赈灾救
饥。初到常州，因思念在杭州的家人，内
心不免悲郁沉重，那首《除夕野宿常州城
外》蕴含着强烈的独在异乡的凄凉:“多
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而在
此后的近五个月中，他踏遍常州的山山
水水，以文交友、说史吟诗，与市民促膝
谈心，渐渐竟对这片土地产生了归老久
居的依恋之念。

熙宁七年五月，好友钱世雄在常州
家中请求苏轼为其父钱公辅（字君倚）代
作哀词，他思量再三，待情感凝聚，急挥
而就《钱君倚哀词》。此词哀其屈、悲其
命、怀慷慨，且有意蕴含着注定与脚下之
原永远融合的挚愿：“大江之南兮，震泽
之北。吾行四方而无归兮，逝将此焉止
息。”大江指长江，太湖又名震泽。而常
州的地理位置恰位于长江与太湖间。走
遍四方，苏轼为何萌发志归常州之愿？

“独徘徊而不去兮，眷此邦多君子。”根源
还在难舍常州淳厚的文风、众多的知音
和正直的市民。

此后十多年，苏轼先后转任密州、徐
州、湖州等地知州，又因“乌台诗案”入
狱，后贬居黄州五年。宋神宗元丰七年

三月，苏轼调任汝州团练副使。在选择
上任路线，故意绕道江南，最终在常州所
辖的宜兴买下一小田庄。随即于十月十
九日写下哀情至切的《乞常州居住表》，
不料竟石沉大海。当年末抵泗州（今江
苏盱眙），又再书《乞常州居住表》：“⋯⋯
今虽已至泗州，而资用罄竭，去汝尚远，
难于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
口不知所归⋯⋯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
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
数月后，终于如愿以偿，批准常州居住。
元丰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苏轼抵达常州
贬所。大概是几番周折，终于回到朝思
暮想之地，苏轼遍游常州城景。在太平
寺法华院，他曾醉倒题诗：“何似东坡铁
柱杖，一时惊散野狐禅。”他特到东门外
的报恩寺拜访长老，脱口赠诗：“碧玉碗
盛红玛瑙，井华水养石菖蒲。”时原黄州
通判孟震退休返归故里山东东平，特来
常州寻访苏轼，昔人相逢，都恍若梦中：

“年来转资此生浮，又作三吴浪漫游。”苏
轼热情地陪他同游常州僧舍，连吟诗三
首。怎料一个多月后，朝廷又重新启用
苏轼，无奈又投入沉浮的宦海。

晚年他被贬往广东惠州，仅带小儿
子苏过和朝云等少数人同往，大儿子苏
迈与次子苏迨携全家大部分都归迁常州
宜兴县的田庄。到惠州后的第一个除夕
夜，因过度思念家人，他一气重书二十年
前所作的《除夕野宿常州城外》，后又续
笔：“仆年三十九，在润州道上过除夜，作
此诗，又二十年，在惠州追录之，以付
过。”尽管总是身不由己，但归老常州总
是终身难挥的心念。

建中靖国元年初，苏轼已临近人生
的终站，自海南岛北归，途经江西赣州时
给常州好友钱世雄的书信中，开篇便是

“此行决往常州居住”，请他代为在城中
租屋、借房、买宅，以供全家居住。随即
笔锋一转，“若遂此事，与公杖履往来，乐
此余年，践《哀词》中始愿也。”他刻刻牵
记着中年的誓言，欣喜归老常州的愿望
最终化为了现实。纵观他为官后的人生
选择，命运一旦转机，让他成为生命的主
人翁，就会执拗地径直奔向常州这方魂
牵梦萦的热土。

邵玉健

践愿归常 毗陵我里

我和女儿手拉手
在湖畔边聊边走
她说起校园
同学之间的别扭
让她心有不甘

后来她挣脱我
一个人往前跑
直到跑没了影
我有些感慨
不再是她的英雄

明月激荡
照彻白头

她从背后扑过来
我大笑着转过身
看见她闪烁的眼睛

和跳跃的青春发辫

有风吹过
送来感动
我挥挥手臂
示意她再跑一圈

观女儿绘画
当沸腾的色彩

接近太阳的温度
我看见一颗星
从她眼底升起

我从她即兴
绘就的图画里
发现了动人的风景

那一点红
是雪后村舍
深夜放出的光吧

那一抹绿
是春天的翅膀
驮着的柔美乡谣吗

那一带黄
恐怕是古老的运河
在缓缓吟唱

当一颗星
在她眼里翻转、燃烧
我看见冬天的背影
越走越远

画布上
那褐色的一条
一定是回家的路
路啊路，种满苹果树

老飞鱼

明 月(外一首)

记忆中奶奶独居，我家朝南屋
厨房北门和奶奶朝西屋前门，分别
位居直角三角形的两条边上，其实
奶奶紧靠着我们，我后脚跨出门一
个转身前脚就进了奶奶的老屋。

奶奶做针线时，我会取下她鼻
梁上的老花镜小心地戴上。奶奶不
允许我放手，我只好一手扶着镜
框，一手挥着拳头，对着地下的深
坑蹦上蹦下。

奶奶吃饭有张方桌，我常钻到
桌子底下玩耍，曾经问过奶奶桌面
背后的毛笔字写的是什么，奶奶说
是祖父的“名字”加“办”，这是
我记忆中第一次与从未谋面的祖父
在时空上有过的联系。

父亲亲手为奶奶做了一张带靠
背的木头椅子，方桌的上方靠板壁
挂着一只小小的碗橱。

奶奶的朝西老屋没有我家朝南
屋向亮，光线幽暗，可这正好符合
我那时躲藏、探密的游戏心理，所
以我记得我常常在奶奶的屋里逗留。

奶奶织布时，我会爬上机座，
脚够不着踏板，让奶奶在旁边站着
帮踩，我把那只神奇的梭子从左顶
到右，又从右顶到左，用力过猛，
穿过头难免掉落到地下，线轴都滚
出很远。

奶奶纺纱时，我会抢着摇手
柄，由于动作不协调，忽快忽慢，
奶奶的纱锭上的线粗粗细细，她不
得不扯下这一段，撕碎，膨化，夹
到左手的棉花中重纺。

奶奶裹过小脚，但不是最尖的
那种，我有时拿起她晾在竹枝钩上
的袜子仔细研究，本白的土布，两
片“L”型的布对拼，周边是绵密的
针脚，摸在手上粗糙，不像我的丝
袜光滑，晒在太阳下还闪闪烁烁。

那年月物质是极度贫乏的，平

时的餐桌上几乎没有荤腥，只有祭祖
才会买鱼肉。每次烧经后，一般把那
碗鱼让我端给奶奶，实在没别的什么
像样的菜，母亲就会用筷子折下半
条，留给我和弟弟解个馋。

奶奶照例把它放进碗橱，第二
天、第三天，我爬上方桌，发现鱼还
原样不动，我问奶奶怎么还不吃？她
说：作兴你姨奶奶或者你舅爷爷要
来。她留着待客呢！

最后，鱼总是在我的大呼小叫
中，被奶奶端出来倒掉，因为上面长
满了绿霉。

奶奶晚年，父亲总是定期到她屋
子里清理，她把吃过的蛋壳一只一只
排在地上，清理完了下次依然。

奶奶去世十多年了，我常常会想
起她，其实奶奶把鱼放霉、把蛋壳排
在地上，以我今天的阅历，我想：她
很可能以此作为生活富足的象征。“餐
餐有鱼、顿顿有蛋”是她艰苦生活中
的美好愿景，强大的心理暗示，给予
她足够的勇气，支撑着她长途跋涉在
漫漫、守寡人生路上，长达六十余年。

奶奶的老屋早已拆除，可是只要
我愿意我还是可以轻而易举地穿越时
空，回到奶奶的膝下，承欢。

张业华

奶奶的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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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更高品质的精
神与物质生活——“乐享
年华”！扫一扫，每天好
礼相送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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