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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氏三代回乡“省亲”
! ! ! !

柔和的灯光映照着一件件书画精

品，山水、花卉、蔬果……每一件都凝聚

着一段情，每一件都演绎着一个故事。

“这一件真好，嗯，那一件也不错。”助手

小张等着他的决定。全国政协香港委员、

民革辛亥革命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

权发展基金会国际艺术家联盟主席、中

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华慈善总会常

务理事吴欢颇费思量：是要好好挑一挑，

捐赠家乡的东西不能含糊。

他给自己定了几条：一、要有吴氏三

代人的作品；二是要有父母合作的作品；

三是还要有母亲新凤霞的心爱之物。今

年
%

月
$

日这一天，他在北京的寓所整

整“劳动”了一天，才把这批精品定了下

来。其中特别有两件新凤霞心爱的戏服。

当晚，他的助手小张就连夜乘车赶往常

州，第二天早上
'

点多一到常州就与相

关方面联系。上午
$"

点，他来到常州博

物馆，在市政协港澳台侨与外事委员会

主任王燕萍和常州博物馆书记钱潮等人

的见证下，把东西交给了家乡的博物馆。

这只是一个前奏，作为常州纪念辛

亥革命系列活动的一场重头戏，由故宫

博物院、常州市政协主办和民革常州市

委、常州炎黄文化研究会、市国际友好交

流协会等协办的“常州吴氏三代书画展”

也要登场了，开幕式定在
%

月
!"

日。

常州“吴家门上人”
说起常州“吴家门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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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上下

土生土长的常州人几乎没有几个不知道

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曾经这样评价

吴氏家族：“百年中国风云激荡，由清朝而

民国而共和国。以吴殿英、吴瀛、吴祖光、

新凤霞、吴祖强、吴欢为代表的吴氏家族，

是一个对中国革命历史和文化艺术进程

都有杰出贡献并受过无数磨难的家族，这

是一个值得尊敬与纪念的中国家族。”

世代书香的常州吴家明清以来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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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两榜进士，其中吴宗达为探花，进

入“三鼎甲”，官至大学士（即宰相），吴中

行执掌翰林院。到清同治年间，年轻时中

过举人的吴殿英，因军功保举六品衔，赏

戴蓝翎，后来任浙江平湖县令，以后又任

钱塘候补道。当时，中国内忧外患，洋务

运动在中国风头正劲，许多有远见的人

士“师夷长技以制夷”，进行改革，以解中

国于水火之中，探索一条中国复兴之路

来。吴殿英是洋务领袖两江总督张之洞

的部下，他和儿子吴稚英都随张来到湖

北创建湖北新军，进行军队改革。由于他

一向钟情于教育，还负责教育事务，为培

养辛亥革命人才作出了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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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正是这支湖北新军，后来打响了辛亥

革命武昌首义第一枪，敲响了清王朝丧

钟。而吴殿英却因支持“戊戌变法”和革

命党，受清廷打击排挤而撤职，在辛亥革

命前抱憾而逝。

吴稚英儿子吴瀛，从小就十分聪明，

他自幼跟随常州大画家汤定之学画，因

此精通书画文史，学贯中西且才气过人，

当时民国初建，急需用人，他便进入居民

国政府内务部警政司工作，任第三科科

长，主管外事警察和地方治安，不久又去

北京市政府任坐办，他以民国内务部责

任人兼顾问的身份，参加“清室善后委员

会”，成为故宫博物院的创办人之一，也

是中国文博事业的开拓者。
$)*$

年，日

本帝国主义已占我东北，华北危急，为保

护文物安全，故宫博物院遂决定精选部

分文物南迁，他为首批南迁文物监运员，

保护了这些珍贵的文物。他“以保存数千

年文化渊薮为职志”，站在斗争的最前

列，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吴瀛，精于诗文

书画、篆刻和古文物鉴赏。

被周恩来总理誉为“神童”的吴瀛之

子吴祖光，是本世纪中国在国际上影响最

大、最著名、最具传奇色彩的文化人之一，

是一位著名学者、戏剧家、书法家。曾在香

港电影界任编导，也是香港文化界和电影

界的先导者。吴祖光
$&

岁扬名文坛。

吴祖光的儿子吴欢的名字，是齐白

石老人所取。在他的身上既有父辈延续

下来的异禀天赋，又有着历经几次“运

动”磨难而生成的不羁和豁达。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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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来发生的历次政治变故，不但

没有妨碍他的成长，反而成就了他狂狷

不羁的气质和多方面的艺术才华。如今

的吴欢不但文章、绘画、书法样样精通，

而且每样都是信手拈来，收放自如。

就是这样一个家族，用他们的才情、

智慧和成就，成为常州人的骄傲。

全家都有书画的基因
吴瀛、吴祖光、新凤霞、吴欢，在将近

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吴氏家族一脉

书香，代代相传。无论戏剧、文学，还是书

法、绘画，均卓有成就，引人瞩目，堪称现

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家族之一。

吴瀛的最大贡献是参与故宫博物院

的创办，并且还是一位著名书画家和金

石家。自幼传承家学的吴祖光拜书法大

师沈尹默为师，自王羲之、欧阳询入手，

遍临宋远明诸大家，师古悟道，独辟蹊

径，创出雄健洒脱的吴氏书风，作品氤氲

着一种文人风骨。而他的夫人被誉为“评

剧皇后”的新凤霞是
!"

世纪中国最杰出

的艺术家之一，国外媒体在情人节将她

与吴祖光的婚姻列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爱

情之一。解放初文化水平不是很高的新

凤霞十分上进，她通过先生吴祖光请求

拜齐白石为师学画，以提高自己。专门在

森隆饭庄宴请齐老人，到了两桌著名的

画家和作家，热闹非凡，白石大师还认她

为干女儿。得到齐白石指导，自此，画艺

大进。她一生除了戏曲之外还有
!(

部文

学著作问世，达
,""

万字，还创作了上千

幅国画作品，这个纪录在全世界女艺术

家中是绝无仅有的。

文革中，她被造反派毒打致残后的

!"

多年中，不向命运屈服，先后写了
!'

本书，画了数千幅画，她画完一幅画，常

由吴祖光题字。“新画吴题”在画坛早已

传为佳话。自新凤霞、吴祖光先后去世

后，大量的画作藏在家中。画界有人提醒

吴欢：你母亲是齐白石的弟子。你的名字

又是白石老人所赐，白石老人的工笔草

虫无人继承，你学过西画，有造型能力，

又有悟性，如果能在你母亲的画作上配

上工笔草虫，然后题上字，会有白石遗

韵，而且又是一段佳话。

吴欢采纳了这个建议并开始认真练

习工笔草虫：蜻蜓、螳螂、知了，随着不断

的观察揣摩和临摹，许许多多虫儿们在

他的笔下活起来了，栩栩如生。他开始在

母亲的遗作上添加各种虫儿———红牡丹

旁飞舞的是微黄振翅的小蜻蜓，绿叶下

爬着的是大螳螂……吴欢非常珍视与母

亲的合作机会，他把母亲的画作一幅幅

拿出来，细心揣摩该把虫儿画在哪个地

方更合适，会令母亲更满意。在这种创作

的交流中，他感觉自己与母亲又“生活”

在一起了，有时配画的时候，感觉似乎母

亲就坐在身边，跟他切磋画艺，示意他怎

么画会更完美。吴欢感到很欣慰，母亲留

下来的画儿有上千幅，夜深人静时，他伏

案作画非常享受，总让他有与母亲仍然

很近的感觉。

吴氏三代的书画精神和艺术气质就

在孕育了无数杰出人物的故乡土地上散

发着迷人的光彩。

参展作品件件都是精品
从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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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起，吴欢经常往来

北京与常州之间，每每为常州的变化和

发展而欢欣鼓舞，他也时刻关心着常州

的发展，不时为常州出谋划策。今年初，

常州市有关方面准备召开一个纪念辛亥

革命研讨会，恰巧商议时，吴欢正在常

州，他一听立即献计：会议不如在北京召

开，邀请常州辛亥英杰的后人参加，这样

不仅影响大，而且能更好地宣传常州。他

自告奋勇带着常州相关部门领导到中央

有关领导那里，一个个登门拜访，请他们

参加；他又召集常州辛亥英杰后裔聚餐，

边吃边下了“命令”：参加家乡召开的会

议，都不能“偷懒”，每人都要发言。

作为名门之后，吴欢非常珍视自己

家族的文化传承：祖父吴瀛是著名的书

画家和故宫博物院创始人之一，父亲吴

祖光是著名学者、戏剧家和书法家，母亲

新凤霞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作家、

画家。书香一脉传承下来，祖辈给了他无

尽的“财富”，这种财富并非仅指物质上

所有，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传承。

两年前，他到常州来就和我市相关部

门商议举办吴氏三代书画展。他也曾到其

他城市举办过类似展览，但这次他特意加

上了几个字：首先加上“常州”两个字，最

后又加上“回乡”两字。从这加上的四个字

上，可以看出吴欢的情真意切。于是，他精

心挑选吴氏三代代表人物的作品，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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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件作品与常州观众见面。

吴瀛的《李白诗意山水》展现了“洞庭

白波木叶稀，燕鸿始入吴云飞”烟波浩淼的

森然气象，而新凤霞画、吴祖光题字的《好

花开处近重阳》，更有白石老人笔意，大喜

大贵之气扑面而来。吴欢的《兴安岭雪景》

在白雪皑皑之中，两间木屋点缀其间，营造

了一种淡雅高洁的意境，笔墨老辣。

吴氏三代的书画作品给故乡常州带

来了一道文化大餐。 周逸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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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与新凤霞亲切交谈!

"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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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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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工业废水处理厂：由于老

厂工艺跟不上，出现
-./

等指标不达

标。

整改方案：目前正在移交一家马

来西亚企业委托管理$ 并将于本周提

交改造方案$进一步改进处理工艺!

"

!五奎河：该河段是断头浜，受生

活垃圾等污染，河水黑臭；周边企业华

日新材和三井屠宰场，都严重影响了

周边居民生活。

整改方案：加强对周边自然村生

活截污控制%督促华日新材
#

月底前整

体搬迁% 尽快落实三井屠宰场搬迁工

作!

#

!柴支浜南支：是一条断头河，生

活垃圾倾倒严重，河水黑臭，影响周边

居民生活。

整改方案：尽量争取把城北污水

厂的尾水引入该河道!

$

! 新北区江边污水处理厂附近：

该区域附近有
$

个垃圾堆场，有企业偷

倒污泥等工业垃圾，对环境影响严重，

还有
$

家个体养猪场，其异味影响周边

学校。

整改方案：督促新北区在垃圾堆

场加强监督管理$ 清理偷倒垃圾%同

时$加快养猪场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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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区北河：受龙宇化工污水排

放影响，河水有颜色，龙宇化工污水排

放虽然符合国标，但达不到民标要求，

周边居民要求整改。

整改方案：接通管网$龙宇化工达

标排入排江总管!

%%

!亚邦申联：排放废气有明显异

味，影响周边居民。

整改方案：督促企业改进生产工

艺$ 将粗放收集方式改为从最初生产

开始就精细化处理!

"王淑君 陈永兴 李东华#

（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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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依据《江苏省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天宁区

青龙城管行政执法中队对该店发出了

市容保洁《责令改正通知书》。青龙城

管中队指导员钱进告诉记者，这些商

店对于自家门前的保洁工作很少主动

去做，都依赖于路段保洁员和城管队

员，事实上，只有店主配合，自觉主动

去做，才能搞好责任区内的保洁工作。

记者在关河路、和平北路、延陵西

路、汉江路、晋陵路、横山路、晋陵中

路、延陵西路、青果巷、南大街、怀德北

路、青洋路、勤业路等路段商店门前看

到，乱扔垃圾的现象时有发生。

市城管局将进一步明确责任，加

大巡查保洁力度。严格按照道路清扫

保洁质量标准，责任分片、划段、定点，

将目标任务层层分解到人，定岗、定

责、定标准，严格考核，确保在规定保

洁时间内无间断巡回保洁，确保道路

整洁。同时，对责任区内未按保洁标准

和要求及时进行清理保洁的商店，严

格执行条例规定，先采取告知方式，要

求其限期整改。市城管部门友情提醒

广大市民，请爱护好自己的城市家园，

积极参与城市管理，制止不文明行为，

共同营造良好的城市环境。

"邹青 徐蘅 秋冰 张海韵#

发现11个问题一一拿出整改方案

城管行使职权责令改正

西林有位失去双手的“绣娘”
30多位残疾人分享 5个励志故事

! ! ! !

本报讯
%

月
$*

日，
*+

多位残疾人走

进西林道德讲堂，分享了
%

个励志故事：

张卫英：
%

年前操作时发生意外，失

去双手，但她却成为一名十字绣“绣

娘”，并在街道、社区帮助下，成为“西艺

坊”员工，其十字绣作品已成功拍卖近

$++

多幅。

冯波：
%

岁时患脆骨症，但他克服种

种困难，顺利完成了大学学业。在金天地

仪器有限公司，冯波独立开发完成电子

经纬仪的测试软件，改变了以往人工抄

写数据再手动输入电脑的方式，提高了

生产效率，受到公司、社会的肯定。

王耀岐：
!+

多年前的机械事故，使

他右手缺指。遭遇意外后，他一直想为残

疾人家庭做点事，如今老王主动承担了

西林村的残疾人专职委员会工作，在残

疾人家庭与街道、村委之间架起一座沟

通桥梁。

郑建荣：妻子患有残疾后，郑建荣不

离不弃，利用自己所学技能———留青竹

刻，带着其他残疾人一起创业。在街道、

社区帮助下，他成为“西艺坊”一员。青海

玉树地震时，他将自己亲手雕刻的作品

进行义卖，所得善款全部捐赠给灾区。

林科电器公司：位于西林朱夏墅村

委的林科电器公司专业生产电源变压器

等设备，该公司给残疾人提供了各种岗

位，安置了
!*

名残疾人。残疾人职工张

国洪生病住院，公司了解其家庭生活困

难后，全部承担了张国洪的医药费。

"沈亚平 陈伯平 王淑君#

青果巷古城河，竟成“阴阳头”

! ! ! !

日前$去青果巷拍照$忽然发现青果

巷古城河对面约
$%%

米的河沿岸原生态自

然植被&花草全被砍光$好像对古老的堤坝

也准备动手术!一条古河又是常州唯一古

街&古建筑群保护地$相邻的一河两岸竟成

了'阴阳(两种风貌$触目惊心。揽澜文
0

摄

10名贵州山区教师来常培训
! ! ! !

本报讯
$!

日，武进清英外国语

学校与贵州沙土镇第一小学签约结对

“彩虹行动”友好学校，由民进省委和

民进市委联合举办的江苏民进
!"$$

年“彩虹行动”（常州）培训班至此圆满

落幕。

“彩虹行动”是民进省委根据民进

中央要求组织开展的一项主题活动，

旨在发挥民进教育资源优势，通过智

力帮扶帮助贵州省毕节地区金沙县沙

土镇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学管

理水平和教学质量，活动的主要内容

之一即是把毕节地区的老师们“请出

来”进行培训。

在为期一周的培训中，来自贵州

省金沙县沙土镇的
$"

名小学教师与

武进清英外国语学校
$"

名骨干教师

及学科带头人签约结对，参与学校的

教育教学，同步随班学习，开展听课、

评课交流，学习制作教学课件和学校

管理模式等。武进清英外国语学校与

贵州沙土镇第一小学结对为友好学校

后，未来
*

年中，将加强两地教师与学

生之间的交流，通过开展学生“手拉

手”活动等，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金玉兰 周茜#

我市 9家企业被评为省劳保诚信示范企业
市级诚信企业和诚信示范企业评定工作将展开

! ! ! !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劳动监察

部门获悉，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江苏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

小组办公室日前联合发文，授予全省

$%&

个单位为江苏省劳动保障诚信示

范企业称号。我市南车戚墅堰机车有

限公司、常州市东芝变压器有限公

司、常州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江

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常州美欧

电子有限公司、江苏兴荣高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光硝子（常州）光学有限

公司、伊顿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江苏

凌家塘市场发展有限公司等
)

家企

业榜上有名。

据介绍，这
)

家企业在遵守国家

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保障职工合法劳

动权益、保障职工民主管理权利、企业

文化建设、调处劳资矛盾、维护劳动关

系和谐稳定等方面为全市各类企业作

出了表率作用。同时，市级诚信企业和

诚信示范企业评定工作也将展开。具

体的评选办法及申请表请登录常州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网查询。

"乔万迎 秋冰#

武进用新工艺消除道口车辙隐患
! ! ! !

本报讯 如何彻底消除公路平交

道口车辙隐患，确保道路安全畅通？武

进区公路管理部门日前在县道养护维

修工程中首次尝试采用“
12345

沥青

面层料外掺路孚
&+++

”新工艺，取得

良好效果。

常芙线、农奔线分别是武进区东

北部东西走向、西部南北走向的两条

重要县道，交通流量大，机动车频繁刹

车、启动，导致道路交叉口车辙、推移

拥包等病害严重，尤以常芙线五一村

道口、农奔线
6*#!

道口最为严重，实

际测量发现，两个道口路面车辙平均

深度为
!7%

厘米，最深处达
(

厘米。

为保障行车安全，武进公路部门

对交叉口车辙进行了专题研究，决定

采用“
12345

沥青面层料外掺路孚

&+++

”新工艺处理车辙：将老路车辙进

行铣刨
$+

厘米、施工
$

厘米乳化沥青

下封层后，施工
&

厘米
89:!+

掺
,;

路

孚
&+++

和
,

厘米
89:$*

。

据悉，新工艺显著提高了路面的

高温稳定性及抗车辙能力，可有效延

长公路使用寿命。"任捷 张烨 崔奕#

拉面馆里播文明
! ! ! !

本报讯
%

月
$*

日，新闸街道统战

部门组织清真拉面店进行文明经营承诺

签约活动，倡导全街道个体户文明诚信

经营，微笑礼貌待客。

在新闸，共有
$$

家清真拉面馆，从

业的少数民族同胞近
,+

余人。由于大多

数店面空间较小，店主们常常把桌椅、炉

灶等摆放在店门外，加上卫生状况不佳，

成为文明创建中的难点之一。对此，街道

统战部门主动上门宣传文明知识，帮助

他们进行店面整改。

新东路的兰香源拉面馆率先响应号

召，第一个把门外的桌椅、垃圾桶等收起

来，并自行对面馆进行全面装修、整改，

该店还经常播放文明交通行的碟片，并

劝导消费者不在店内吸烟，并发动少数

民族同行共同参与文明创建，文明经商、

诚信经营。 "郑树新 王淑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