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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的省常中
张浩典

! ! ! !

在江苏省中等教育界，提起“四大名

旦”，都知道是指江苏省四所历史悠久、

业绩突出、声名卓著的中学———省常州

中学、南师大附中、省苏州中学、省扬

州中学。追根溯源，“四大名旦”的说

法，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流

行。当然，由于历史的缘故，学校有所

不同，这荣誉称号属于江苏省立———

常州中学、苏州中学、扬州中学和上

海中学。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省常中，还有

另一美称———“交大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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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更是创下记

录：毕业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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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考取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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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大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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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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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江苏省教育厅成立，

学校改称江苏省立常州中学。

上世纪三十年代，校长频频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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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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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朱 （字觉卿，无锡人）任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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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辞职。继任邵鹤亭（宜兴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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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辞职。继任彭维基（湖南

汉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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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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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辞职。继任吴学增

（湖南沅陵人），任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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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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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学校

因日寇入侵而解散为止。四位校长中的

三位，用当今时髦的话来说，是“海归

派”人物。朱 是美国留学生，考取庚子

赔款项目而留学。倘若去查阅胡适著作

中附录的庚子赔款留学生录取名单，你

肯定还要大大吃上一惊：朱 名列第

七，而大名鼎鼎的胡适名列第五十还要

加五。邵鹤亭是法国巴黎大学留学生，获

博士学位。彭维基是日本帝国大学留学

生。四位校长中，为何有两位是湖南籍

的？那是因为当时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周

佛海是湖南人的缘故。

虽然校长频频更换，但他们忠于职

守，且带来了先进的教学方式，再加上省

常中因创办已有二十多年历史，形成了

自身的传统，因此，业绩依旧辉煌，名声

依旧在外。江苏省教育厅督学视察学校

后，评价极高———学风既纯，成绩亦优，

注重实际，不尚虚文。

上世纪三十年代，省常中聚集了一

批名牌教师，形成了一个优秀教师群体。

我们不妨翻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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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毕业生马家驹

先生写的《省常中三年———记“民二十

四”级及其他》，看看那时的老师怎样上

课，那时的老师给学生留下怎样的印

象———

李锐夫（解放后任华东师大校长、上

海高教局局长）教大代数，每节课讲完预

定内容之后，常常上下古今，无所不谈。

这对扩大学生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实在

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生物教员陈邦杰（后任南师大生物

系主任）多才多艺，教课注重实验，把切

片、解剖、制图等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学

生。晚自习时，看见实验室有学生，就过

来一起动手。

国文教员曾品仁思想比较新，发了

不少白话文的讲义。

国文教员吴樵长所选文章，以《史

记》、《庄子》等为多。讲课生动有趣，启发

学生于有意无意之间。

教师教得得法，学生成绩自然优秀。

上世纪三十年代知名学生有陶鲁笳

（曾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经

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范理（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参三部部长）、史绍熙（中国

科学院院士、天津大学校长）、吴汝康（人

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盛金章（古生

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太一（通信

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克琦（北京大

学副校长）等。

上世纪三十年代，历史风云变幻，民

族危机日益严重。省常中的学生，虽然忙

于读书，但不埋头读书，祖国的命运、民

族的前途时刻记在心中。

学校大礼堂正中，悬挂着一幅著名教

育家黄炎培先生来校访问时书写的中堂：

“救国之道，在人人将所有力量，无一些私

藏，亦无一些浪费，完完全全用之于他所

认为国家和民族生存上需要的、最迫切的

工作。”一位初中的学生，在作文中写下了

应该是全体省常中学生的心声：“这警惕

的句子，很可以做青年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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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省常

中学生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

"

月
.+

日，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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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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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组，分赴常州各乡宣传。这天正好是中秋

节，听演讲的民众特别多。学生对东北近

况，恳切解释，讲到悲伤处，声泪俱下，民

众听后，莫不悲愤填膺。

"

月
./

日，省常中由学生江荣生等发

起，组织救国义勇军。国文教员薛嘘云先

生为义勇军编写军歌：“壮哉！我义勇军

奋起救国民，誓死抗日。旋转乾坤，帝国

主义闻风竦警。义勇，义勇，四海响应，义

气团钟。坚固如金城，勇气磐控，纠纠捣

东邻。壮哉！中华民族之救星，是大无畏

义勇军人。”慷慨激昂的歌声，唱出了热

血青年誓死抗日救国的决心。

*.

月
*&

日，省常中学生又发起示威游

行，敦促政府猛醒，沿途高呼：“督促政府厉

行革命外交！”、“请政府武力恢复失地！”、

“为民族奋斗牺牲！”、“国民团结起来，杀敌

救国！”、“用我们的血，求中国的光明！尽我

们的力，求中国的生存！”等口号。

同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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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一二·九”运动

中，省常中学生再次走在运动的最前列。

*.

月
$-

日，在学生自治会和救国会组织

下，举行示威游行。沿途采用“滚雪球”的

办法，用口号声呼唤其他学校的学生。游

行队伍高唱《毕业歌》、《五月的鲜花》、

《大路歌》等进步歌曲，表达抗日的决心。

最后，来到火车站，要求到江苏省政府请

愿。虽然由于政府当局阻挠，未能如愿，

但由于沪宁铁路因此中断
+

小时，在全国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省常中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在常州

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

们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发扬广大。

作者供图

“宁可不进城”的干庭先生
盛世名门·世纪老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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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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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弋小学百年历程中，优秀教师

层出不穷，其中有一位教师的名字光

彩夺目，他就是吴干庭，他的师表风范

是卜弋小学的一份精神财富。

吴干庭，字蕴璞，武进卜弋人，生

于十九世纪末。他幼时便在父亲的私

塾习古文，
*%

岁去上海大同大学附中

读书，接受新文化影响。一年余因病辍

学，回家乡终身从事农村中小学教育

事业，门墙桃李数千人，卜弋桥不少人

家祖孙三代都是他的学生。当地人士

敬称他为“干庭先生”。

“干庭先生”一身正气。日伪时期，

他拒用伪国文教材，宁肯自己劳累，自

选自刻讲义发给学生，许多选文抒发

着强烈的民族感情。如“南八，男儿死

耳，不可为不义屈”（《张中承传》）等，

使得当年的六年级小学生，就对一些

重要的感人语句熟读成诵，至今不忘。

这对处于日寇铁蹄下的青少年来说，

是多么重要啊！又如，他公开选印都德

的《最后一课》，大讲爱国主义，联系到

“九·一八”、“七·七”卢沟桥事变，激昂

慷慨，声泪俱下。他的学生回忆说：“吴

老师就是这样给我们上了中国的‘最

后一课’”。

他从来不向日寇汉奸低头。日伪

时期，进城要向站岗的日本鬼子行鞠

躬礼。可他对学生们说：“只要日寇铁

蹄还践踏着中华国土，我宁可不进

城！”当时卜弋桥有个名叫“佟扣子”的

汉奸，一次突然闯入教室听课监视，吴

老师愤然称病离去。不久这汉奸被新

四军游击队拖出教室，就地枪决了。他

闻讯后，欣然来校上课。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督学来校检查，他不卑不亢，照

样上课。乡里仅有一次发放美国救济

物资，他也坚辞不受。

“干庭先生”酷爱学习。他阅读书报，

手不释卷，废寝忘食。他坚持自学，读报

六十余年，抄抄摘摘，为教育教学所用。

直到晚年，他还保持着自学的习惯，经常

微笑着对乡亲们说：“人不学习就不能生

活。”人们从他的谈吐中深感他身居农

村，心忧天下，与时代共同进步。

“干庭先生”知识渊博，教风严谨，

诲人不倦。他一生抱病，常年服药，却

从未耽误过一堂课。个别同学听课不

专心，大寒天他亮出破旧的棉袄内衣，

动情地说：“你看我是怎样给你们传授

知识的。要努力学习，将来才能为社会

作贡献哪！”他出身世代书香门第，从

小攻读四书五经，有着深厚的古文造

诣，对数学、英语、历史、科学也都有研

究，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他讲课时

声音宏亮，语言简洁，形象生动，举一

反三，深受学生欢迎。课后对功课较差

的学生，不厌其烦地辅导，既严格要

求，又热情关怀。他对学生如春风化

雨，滋润心田。他自己生活清贫，可对

家境贫寒、好学上进的学生不惜自己

掏钱代缴书杂费，购买文具，资助他们

学习。有一次，学生对日伪校长排挤吴

老师满腔愤恨，意欲罢课。他劝学生上

课时说：“看到你们这些可爱的学生，

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但在目前条件

下，免得政治上吃亏，我们处事都要自

重。”他的学生感慨地说：“吴老师是管

我们一辈子的。”

抗日战争前，他任教于卜弋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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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专任卜弋小学毕业班语算，

竟有一名学生陈志尚考取省立常州中

学初中部，一时传为美谈。

解放后，“干庭先生”在私立卜青初

级中学（卜弋中学前身）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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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因

病退职，病逝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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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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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的学生

遍及各界，老同学见面，总要谈起这位

老先生。曾在北京人民出版社工作的杨

柏如说：“他是我最崇敬、也是给我思想

影响最深的一位老师，更是我为人的楷

模。”他活着时，许多学生回乡探亲总要

登门拜望；逝世后，清明节常给他扫墓，

学生永远怀念着敬爱的老师。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干庭先生”

用四十年呕心沥血的躬耕诠释了师表

的内涵，激励着卜弋小学一代又一代

老师前进的步伐。 作者供图

链接：卜弋小学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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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创办鸣凤乡初等学堂!校

址在笃庆堂

!"!#

年 创办卜弋女子小学堂!校

址在毓秀祠

!"%&

年 卜弋镇两所学校合并成

鸣凤乡立第一小学校

!"'$

年 卜弋中心小学搬迁新校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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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举行学校百年校庆

%##(

年 改名为卜弋小学

哐啷哐啷铜匠担

延陵百业图
!

季全保图 张一农文

! ! ! !

现时的人如果不清楚铜匠担为

何物，他是何等模样的职业，那么可

以想象一位相声演员描述过“拿破

轮”式脚踏车的境况：除了铃不响以

外，其余的都能发出“哐啷哐啷”的响

声。而常州人则干脆直言：我的自行

车是铜匠担。

铜匠，通常是指制造和修理铜器

的手工业工人。民间的铜匠担则是上

门走户为人修锁配钥匙、浇铸铜勺、铲

刀或汤婆子的匠人。他们挑着担子，一

头是存放各种工具的抽斗式组合小

柜，一头是旧铜材和熔铜的坩埚、煤炭

等物。两根竖起的柱式挑框，用一跟横

挡固定成一个“门”字形的担头，横挡

上挂满了一串串的铜片。走路时故意

晃动担子，使铜片撞击时发出“哐啷哐

啷”的声音，以招徕顾客，也就省得开

口吆喝，以此成为他的职业信号。

因为铜在我国发明较早，在石器

时代后、铁器时代前的公元前
.(--

年

左右已能用青铜铸造器物，史称“青铜

器时代”。老祖宗广泛使用铜器也就不

算稀奇了。所以常州人有句俗话：“穷

虽穷，家里还有三担铜。”老一辈人都

知道，勺子、铲刀、酒壶、茶壶、脸盆、热

陈酒的紫铜旋子、烛台、香炉，门窗橱

柜的拉手、门锁、脚炉、手炉、汤婆子、

鞋拔子、毛笔套、笔架、镇纸、尺，熨斗、

刮浆刀……连钱币也是铜铸的。说有

“三担”未免夸张，但七八斤、一十二斤

也许是有的。至于寺庙庵堂里的铜质

钟、鼎、磬、炉、台、锅等等的法器加用

品，拥有几百斤、几吨是不成问题的。

民间的这些器物用久了，难免断裂破

损，修补焊接就少不了铜匠。这个行当

看来是古已有之了。

常州人还有一种口头俗称：“外国

铜匠”。他们并不是“洋人”，也不是在外

商手下做铜匠的人，而是指工厂里的技

师或有一定技术水平的机匠、钳工。鸦片

战争以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欧美诸国

的工业技术于
*/%$

年以后进入上海，有

一批出卖劳动力的华工，经过几十年的

磨练，学得了一套机器修造技艺，人们碰

到难题，就会请他们来帮忙。尤其是乡间

的戽水机碾米机发生了故障，就只得请

“外国铜匠”来“诊治”。这类“铜匠”，比之

于挑担头“哐啷哐啷”的铜匠，其技艺本

领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铜的延展性和

导电、导热性能优于其他金属，各种工业

门类都少不了它，成为国家控制的重要

工业原料，铜制民用品只得用塑料、搪

瓷、玻璃、不锈钢等替代。在“大跃进”年

代，从农村到城市，从居民到单位，凡有

铜制品的都要为“钢铁抗旱”捐献出来，

为“钢铁元帅”升帐，为早日实现“
0

赶英

超美”作贡献。当年的常州日报社原址在

杨柳巷，其办公用房是戚墅堰成余面粉

厂驻常办事处，楼梯上的几十根铜条和

铁铸的窗框窗格，就悉数撬下来献了上

去。居民用的铜脚炉、手炉、水壶、香炉、

铁床等等也都献出来“回炉”，派了新的

用场。铜材作为工业重要原料，愈来愈显

得贵重，自给不够，只得以外汇从海外进

口来弥补不足。从此民用铜制日用品几

乎少而又少，现在铜材供应虽然不大紧

张，但许多用铜制做的日常用具也早就

被其他材料代替了。除了街上配钥匙还

用些铜坯子以外，挑担上门的铜匠还有

什么用武之地呢？他们消失、改行也就成

为必然了。

旧时路灯

篦梁灯火 /臧秀娟

! ! ! !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渺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

市# $

这是文学大师郭沫若先生所描绘的一

幅充满浪漫气息的旧时路灯景象。

早先常州城没有电灯，更没有路灯，一

些官商大户人家，将灯笼悬挂门前供作道

路照明。平日夜晚的街市，只有孤月清冷，

疏星点点；无月的夜晚，更是漆黑无边。清

代末期，随着煤油从西方输入，武进商会在

城中南北大街、东西大街和广化街等主要

街巷立杆悬挂油灯照明。全城约
&'

盏，尽

管这些灯很昏暗，但是达到了方便人们夜

间出行的目的。
*"*%

年
*.

月，常州振生电

灯公司发电，
*"*(

年
.

月，常州城区煤油

路灯改为电灯。这些电灯算是常州最早的

电路灯。

大街的路灯射着微弱的、昏黄的灯光，

人力车夫们把煤油灯点燃，挂到车把手上，

煤油灯嘶嘶地冒着黑烟。小贩们点亮马灯，

廉价出售他们最后的商品。路灯、煤油灯、

马灯，再加上家家户户的灯火，把深沉的夜

空映成一种奇幻的蓝色，点缀着万千雪片，

非常温馨祥和，同样也幻美凄凉。

盛夏时节，白天太阳刚刚落山，人们便

纷纷走出户外，给被烈日暴晒了一天的小

巷青石板路面或石子路洒上井水降温。待

地面水汽蒸发殆尽，便搬出竹床、躺椅等卧

具横七竖八地摆放起来。路灯，成了人们夏

夜避暑的“安全岛”。

昏黄的路灯下，聚散着饭后闲暇的市

民，柴米油盐、婚丧嫁娶、天地龙王、牛头马

面、小道传闻，甚至风花雪月、野合偷情，绝

对百无禁忌。或坐或立，或蹲或倚，大家你

一言我一语，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不时地

夹着几声蒲扇扑打蚊子的
0

噗噗
0

声或女人

唤孩子回家的声音。先来的聊累了，拖着布

鞋离去，后来的加入继续神侃，直到天上星

斗阑干，路灯下也意兴阑珊了，便各自散

去。小巷又复归于宁静。

小巷的喧哗渐渐迷失于现代城市的万

家灯火之中。昏黄的路灯，木屐扣击青石板

路面时那种韵致，虽然远了，却清朗中带点

俗世体贴缱绻的温馨，至今还时时萦绕在

我的心头。

现存最完整的
古代书法石刻

常州之最
!

许 蓝

! ! ! !

溧阳市别桥镇虞家祠堂廊室保存的

《淳化阁帖》刻石，是本地区迄今为止，发现

保存最完整的古代书法石刻，现为江苏省

文物保护单位。《淳化阁帖》是宋太宗于淳

化三年（
"".

年）命侍读学士王著，把皇家

秘阁所藏的历代法书加以编次，然后摹刻

在枣木板上，拓印成墨本，赐给各位大臣，

才逐步流传开来的。该贴共
*'

卷：首卷为

历代帝王帖；二、三、四卷为历代名臣帖；五

卷为诸家古帖；六、七、八卷为东晋王羲之

帖；九、十卷为王献之帖。王著因鉴赏水平不

高，真伪皆刊刻，但毕竟保存大批名家真迹，

因此流传甚广。虞家祠堂的肃府本《淳化阁

帖》石刻，是“淳化三年十一月四日奉圣旨模

勒上石”和“万历四十年乙卯八月九日草莽

臣温如玉、张应召奉肃藩王令旨重摩上石”

的，但在清咸丰十年（
*/+'

年）战火中有
&*

方遭到破坏，完整的仅存
%&

方。
*"$+

年虞

氏家族出资，对所有石刻进行整修，分上下

+

层，将这些石刻用水泥嵌彻在廊屋东、南、

西三面墙上。由于这些石刻汇集着历代帝

王、名臣、书法家的手迹，尤其是东晋大书

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手迹，所以具有很高

的观赏价值与临摹价值。《淳化阁帖》除西

安碑林保存得较好外，现存已不多。

和平南路往事

走街串巷
!

刘谷音 勤 恭

! ! ! !

市区和平南路，北段市中医医院一带，

原称观子巷，传说由来于苏东坡轶事。《武

进阳湖县志·摭遗》：“苏轼见孙治原悫（音：

确），赠以孕妾，七月生子。后数载来常，妾

携子谒，名之曰觌，谓既卖复见也。观子巷、

显子桥传为孙妾携子谒轼之地。”据赵翼考

证，明代冯具区最早传此说，但赵认为系后

人附会。赵说：“觌本非端士，所谓东坡子

者，出于觌之自言，欲以攀附名流。”又据清

《常州赋》载，观子巷又名冠子巷，因元代至

正年间状元陈祖仁曾居此。故巷内旧有状

元坊，巷内的书巷弄即陈祖仁读书处。

.'

世纪
('

年代道路扩建，与南段南

直街（旧德安门内直街）合并。因当时开展

“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即统称和平南路。原

车行道宽仅
"

米，且线路弯曲；
*"/.

年拓

宽为“三板道”，宽
$+

米。当时高峰期每小

时交通流量有机动车
$''

多辆，自行车

%'''

多辆，为市区贯通南北的主要道路之

一。试看今日之和平南路，同济立交桥雄据

南端，道路宽敞通达，高楼大厦林立，车如

流水马如龙，端的不可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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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中学生》杂志封面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省常中校门

讲述一所常州老校的故事…… 江苏创业地产在祠堂式的大厅里举行校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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