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 审 地 主
往事钩沉 /徐云子

病房里新来的一位病人，是尧塘人。
由此想起一件往事，便问道：“尧塘街上
蒋兆藩的老宅还在吗？”他告诉我：“全拆
了，重砌了一排一排的楼房。”

蒋兆藩是沦陷时期国民党政府的金
坛县长，浑名“蒋三麻子”，他家就在尧塘
镇大街上，是一幢回字形的二层楼，砖木
结构，并不显得太突出。1950年，金坛的
土改工作在尧塘开展试点工作，县委组
织一批青年团员和积极分子，在宣传部
柴扉同志的率领下，步行二十五里赶到
尧塘参加公审地主王达珊的大会，接受
革命教育，我是其中一员。临时人民法庭
就设在这幢楼内，审问结束，我们也住在
这幢楼的楼上。

那天吃过晚饭，楼下大厅中已布置
好法官坐的桌椅，四周贴了一些标语。约
7时许，大厅和天井都挤满了人。那时没
有电灯，只点了几盏煤油灯照明，在黯淡
的灯光下，人人神情严肃，我们这些青年
人，更是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庄严而神
秘的气氛。

公审开始，只见法警把王达珊带了
来，站在法官的桌子前。我一看，原来
这地主不是男的，而是一个年约 6旬
的老太婆，身材不高，体态微胖，双目
炯炯有神。

至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法官
问她：“你是哪一年参加同盟会的？”我当

时心中一惊，她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革
命组织同盟会！在回答了参加的日期后，
法官又问：“你受袁世凯的派遣，是如何
刺杀宋教仁的？”她一口否认：“我与袁世
凯没有任何关系，宋教仁被刺，也与我无
关。”

想不到这个出生在尧塘西榭村的老
太婆，年轻时即参加同盟会，且与民国初
期那些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有千丝万缕的
瓜葛，也算得历经风雨、见过世面的人
物，所以她被审讯时，镇定自若。要她坦
白，恐怕很难。

公审结束，我们就在蒋宅的楼上打
地铺睡了一晚。

第二天才仔细看清这幢回字形楼房
的面貌，楼下除大厅、天井外，南面有三
个房间；楼上南北两排各有三个房间，北
面其中一间是上楼通道，两侧有楼道相
连。最奇特的是上楼通道那一间地面，看
似和普通楼板没有两样，但双脚一踩上
去，楼板便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脚步
再轻，也声响不止。我试着走了几次，都
是如此。据说当年蒋兆藩睡在南面楼上
的一间，只要听到楼板响，即知有人前
来，如果不喊“报告”，不管是谁，他会甩
手一枪。那时人们都称这楼为响楼，应是
蒋兆藩建这楼时特地设计，以防不测。

如今随着老宅的消失，在这响楼里
夜审的一幕，也将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去。

“流动”的常州建材职大
流年碎影 /杨维忠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可
我在常州建材职工大学上学的三年，却
是“流动的校舍不变的学生”。

常州建材职大的前身是创建于
1975年的“建材253厂七·二一工人大
学”。1981年下半年，学校被253厂移交
给了常州市建材局管理，经省政府批准，
更名为常州建材职工大学，面向全省招
生。本人有幸成为该校第一届学生，同学
为清一色的20罗汉。不过，我们的第一
张学生证上，还保留着“建材 253厂
七·二一工人大学”字样。

学校当时就设在 253厂的办公楼
上，一层楼面两间教室，4位老师还是该
厂教育科兼职的。仅仅过了一学期，学校
就搬迁到常州砖瓦厂，在机修车间顶头
的办公楼上占了一席之地。此次搬迁时，
全校的所有资产，包括桌椅、图书，只装
了一辆卡车，师生都骑自行车。就这样，
一位专职老师、20个学生、200多本图
书、30张课桌，半天时间就完成了第一
次迁徙。

自此，常州建材职工大学开始了正
规化办学之路。但由于教室和车间一体，
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环境较差，加上一
学期后又招收了新一届学生，校舍更显
捉襟见肘。于是在1982年，学校又再次
搬家，租用了常州花园中学两个教室，两
个办公室，三个宿舍作为临时校舍。这

时，教职工队伍已经扩大到12人，学生
人数增加到三个班级，近80人。没想到
才安心了一年，就有好消息传来，市建材
局将电石厂征而未用的9.9亩土地划拨
给了学校。

学校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历史终
于过去了。1984年初，常州建材职工大
学有了属于自己的校园，地点为大圩沟
10号，这里原先是一片长满荒草的低洼
地。学校利用在围墙边盖的一排简陋平
房，同时借用了电石厂的部分房屋，开始
了教学工作，全体师生利用课余时间填
土、修路、运砖、种树，投入到建校劳动之
中。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由于宿舍短
缺，仅能供外地的学生入住，部分到校任
教的大学毕业生也只能窝身电石厂的食
堂里。

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大圩沟的这片
土地上，我们白手起家建起了教学楼、实
验楼、宿舍楼、学生食堂等，同时教师队
伍也不断充实，实验设备不断齐全，并几
次征用周边土地，扩大了校园面积，建成
了田径运动场等体育运动设施。与本市
其它职工大学相比，常州建材职大已颇
具规模。

常州建材职大后更名为江苏建筑材
料工业学校，2003年成为新组建的常州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一部分，第四次搬
迁最终落脚常州大学城从而华丽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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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钧恋爱婚姻的六种态度!上"

人物春秋 /魏平

刘国钧先生 1887年出生，1908
年正式结婚，其恋爱、婚姻基本上是在
清朝末期进行并完成的。刘国钧的婚
姻如按那个时代的标准来衡量，是彻
头彻尾的“父母之命”式的“包办婚
姻”。封建包办婚姻是清朝婚姻的基本
特征，家长主婚权实际上就是父母的
包办婚姻权。中国父母几千年来一直
掌握着这个大权，到清朝，不管在法律
条文上，还是在社会实际方面，都达到
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封建社会后期家
族本位主义进一步泛滥。

如从现代的角度去审视刘国钧的

婚姻，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深刻烙印。
但对其恋爱婚姻观念的变化过程进行
梳理，却又透视着些许现实的教育意
义。我们不妨叙说他在恋爱婚姻上的
六个故事所反映的六种态度。

第一个故事：1904年秋，刘国钧
已18岁，其满师回到靖江生祠堂镇
省亲。母亲见他出落成英俊的小伙子，
笑得合不拢嘴。回家休假两个月，父亲
天天给其讲书，母亲则常念叨着他的
终身大事。母亲对他说：“金生，你已到
了成家的年龄了，也应该有个打算
了。”刘国钧说：“妈，你的儿子刚刚满

师，还没挣到钱，以后再说吧。”父亲则
插话说：“先立业，后成家。大丈夫何患
无妻！”
“先立业，后成家”，成了刘国钧对

待恋爱婚姻的第一种态度。所以他回
到武进奔牛镇，又一心扑在生意上，他
记住了父亲的教诲，忘记了母亲的叮
咛。因为满师以后，刘国钧在店里不但
站堂管事，后来又当跑街和外柜，店务
基本上由刘国钧主持，进货、销售，忙
得不亦乐乎。期间他回家过两次，一次
过年，一次休假。每当母亲问起看到合
适的姑娘没有，他总是敷衍着说还没

有呢。其实，不是没有，而是他铭记着“先
立业，后成家”的道理。

第二个故事：到了1906年，刘国钧
20岁了。他在元泰店里的工作成绩也已
出了名。这样一来，奔牛镇上就有人主动
找上门来替他说媒。有人说：“刘先生，你
是知道的，从前的陈圆圆就是奔牛人，我
们奔牛出美人呀。东街王家姑娘，年方二
八，就是位待字闺中的小美人。我想为你
们牵根红线，不知尊意如何呀？”刘国钧
不知怎么，脑海里无端地就闪出了人们
常说的一句俗话“妖娆出祸苗”来。于是，
他就婉言谢绝了此君的好意。

不单纯追求外表，这是刘国钧对待
恋爱婚姻的第二种态度。如今的恋爱婚
姻负载了许多的期望和要求。一般说来，
对于未婚者来说期待自己将来的婚姻里
会有王子或公主的出现；对于已婚者来
说期待自己婚姻中会有浪漫和快乐的观
念，现在看起来都无可非议，而且合理正
当。问题是如果过分看重外表，而忽视品
格和内涵，其婚姻一定是危险的或为不
稳定的。

第三个故事：有人给刘国钧介绍另
一位姑娘，说其知书达理，文质彬彬，通
晓琴棋书画。刘国钧却想：“不敢高攀”。
“门当户对”，这是刘国钧对待恋爱

婚姻的第三种态度。这里的“门当户对”
较多地反映了刘国钧自知之明的成分，
希望在知识、爱好、个性上更好地适配，
不要有较大差距。尽管在现实生活中，
较大差距的婚姻也照样存在，但很多在
婚姻生活上不够完美和幸福。刘国钧后
来的实际婚姻状况给我们是有许多教
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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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夫人!二排右五"在香港与中国染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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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我一生的西风音乐会!上"

青春之歌 /卜鳌海

七十多年前，一个由一群十六七岁的小青年
创办的常州学生课余音乐社团，存在时间不过三
四年，却在常州城内外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更
是影响了我革命的一生。这个学生音乐社团就是
西风音乐研究会。
“西风”由爱好音乐的学生自发组织，最先提

出建立组织的是谢敬道（忱）和我。谢是我初中的
同学，高中又一起考入省常中，在学校都是爱好文
艺的活跃分子，写文章、出壁报，常有我俩的身影。
刚进省常中，就办了个《晓雯》月刊，课余时间也常
在一起活动。他家在西门外米市河开一家缸行，崇
文尚礼，乐善好施。哥哥谢敬逵继承父业，主持缸
行，他却立志读书不沾商，跟我真是志同道合，亲
如家人。可是，家境情况，大相径庭，他家有多种乐
器，还有大小收音机和留声机，而我家只有一把父
亲早年当长工时乘凉娱乐用的旧二胡。我的第一
个音乐老师便是我大字不识的父亲，他在我六七
岁时，取下挂在墙上尘封多年的旧二胡，从他记忆
里古老的“工尺”谱开始教我。记得我学会的第一
支曲子是《苏武牧羊》，往后便是父亲口授的一些
江南江北小调，特别是一首扬州道情《老渔翁》，很
优雅，我爱唱，至今不忘。相形之下，谢敬道的水平
比我高，掌握的乐器也多，如平时罕见的扬琴，他
会弹奏，好像还会拨弄三弦。由于爱好相同，脾气
相投，我又什么都想学，所以每逢周末晚上，我常
到他家听音乐，有时还专门收听无线电转播的卫
仲乐、刘天华等大师的演奏会，甚至收听马连良、
裘盛戎等京剧名角的演出。总之，我们的课外音乐
生活已经相当丰富。与此同时，也吸引了一批音乐
爱好者，如与谢敬道同住在米市河的谈祥云、谢敬
道的外甥刘杏春，还有几位已有一技之长的同学，
如会吹笛子的杨九如、会拉二胡的沈震宇等。他们

日后都成为“西风”最早的会员。
在我们这批爱好音乐而且都是国乐者们经常

活动的基础上，“西风”诞生了。大约在1943年春
夏之交，谢敬道最早提出，为了更好地学习研究音
乐，把我们这些分散练习的同学组织起来，请个教
员，提高大家的水平。我首先同意，征求其他人的
意见，也都赞成。成立会就在谢家召开，在讨论音
乐会的任务和取名时，一开始提出了几个名字，大
家都不满意。后来有人提出，人家××学校已成立
了一个乐社叫“国风”，口气很大；我们叫个“西
风”，不是对着干，而是在国风之外，吹点西风，以
国乐为主，兼学西乐。除各种中西乐器外，唱歌、演
剧等等，只要有条件都可以学，都可以办。大家都
同意这个意见，“西风”之名便这样产生了。后来几
年的实践也证明，我们正是这样做的。
“西风”刚成立时，只有十几人，多数是省常中

的同学，也有几名西郊中学、正衡中学的学生。刚
开始主要苦练基本功，因为大家兴趣所在，所以训
练都很自觉，进步很快。后来聘请了一名擅长二胡
的老中医屠济宽作指导，据说他常被南京中央电
台邀去演播二胡节目，对我们的提高和团体建设
起了很大作用。其后又聘请了光明口琴会会长鲍
明珊为口琴顾问，吴子民为风琴顾问，胡克文为歌
咏顾问!指挥"%在加强国乐组的同时，又成立了口
琴组、歌咏组、剧艺组等。活动最多、任务最重的还
是国乐组。歌咏组参加唱歌的人很多，但集体活动
似乎只有一次，学了一首世界名曲《老黑奴》，是借
后北岸一个大户人家的大厅举行的。后来我们设
法借用双桂坊的民众教育馆作固定会址，开会、练
习都在那里，并挂上了“西风音乐研究会”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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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击金门：
我指挥炮火摧毁了敌阵地

军旅往事 /曹志敏

1958年，我刚从朝鲜战场撤军回国
不久，就接到上级命令，随其他79名优
秀指挥员一起，由师参谋长带领参加福
建前线炮击金门、严惩蒋军的战斗。虽然
时隔57年，但历时3个月的炮战情景
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当时，国民党当局乘国际形势乱局
一再叫嚷“反攻大陆”，为了打击他们的
嚣张气焰，党中央运筹帷幄，我人民解放
军紧张而又秘密地进行着战前准备。

我1954年考入解放军重庆炮兵学
校，1956年毕业后入朝，在礼成江畔的
南川道上滩洞驻防，防地离“三八线”只
有半小时车程，为保卫朝鲜人民流了汗
出了力。阵地转到福建前线后，我们立即
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当时我任××
师××团一营三连指挥排长，少尉军衔。
福建前线指挥部下设厦门、莲河、围头等
炮兵群，我被编入莲河炮兵群××团一
营指挥所。为了大炮能打得更远，火炮阵
地竟配置在指挥所前。

战斗开始前，我军派出许多侦察员
潜入敌岛，侦察金门地形、敌阵地等，有
时也会捉回“舌头”，了解情况。指挥所和
阵地之间架设了多条电话线，在战斗打
响前为了保密只能用有线通话，打响后
才能用无线通话。对敌人阵地位置必须
十分精确，我所在的指挥所为了准确定
位，就采用了几种方法：一是左右两边2
台测量设备同时进行测量，交叉点就是
敌人的阵地位置；二是当敌人阵地打炮
时，观察他们的炮口火光，卡下秒表，然
后再听声音，因为声速比光速慢，听到声
音时再卡下秒表，通过时间差就能测算

出敌人阵地的距离；另一种是在火力掩
护下，我方飞机到敌人阵地上空侦察航
拍，一般几分钟就回来了，实地察看打击
效果，把航拍确定的目标定在军图上，获
得方向距离等参数，精密修整后，先试射
修正后精确射击。这是在万不得已时才
进行，因为敌方空防火力很猛烈，风险程
度很高。

1958年 8月 23日晚 5时 30分，
随着红色信号弹腾空升起，我军数百门
大炮对准金门岛上的军事目标，顷刻间
炮声隆隆，地动山摇，数万发炮弹穿过海
峡倾泻到金门岛上。刹那间，爆炸声、浓
烟、大火笼罩着整个金门蒋军阵地、码
头、机场、营区、指挥所。金门防卫司令部
正在太武山下翠谷湖心亭举行宴会欢送
一位美军顾问离任，有关高官出席，就在
这时炮弹落下，三名将军级副司令官当
场毙命，参谋长负重伤，蒋军人员及军事
设施遭到重创。炮击也封锁了料罗湾，切
断了盘踞在金门岛和台湾之间的蒋军的
联系，他们无法补充弹药和食物。我军为
了精确打击，每2小时放一次气球获取
气象资料对射击诸元进行修正。

1958年10月30日8时52分至9
时16分，是我入伍以来最激动的时刻：
我受命亲自担任炮击指挥员，对距我炮
阵地 10999米的金门岛蒋军 140高地
观察所（目标编号为 %'()

号），用122
榴弹炮实施精密法炮击，仅用20余发
炮弹就摧毁了蒋军观察所。我也因此荣
获一次三等功。

在炮击金门的硝烟里，我尽到了一
名解放军战士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

杨文照与杨氏义庄
龙城掌故 /杨金达

杨文照（%*+,年-,"(&

年）何许人
也？清末民初著名的慈善家，一生热衷
于慈善事业，曾于1912年、1917年先
后荣获大总统七等、六等嘉禾奖。

杨文照居住在青果巷东口，祖上
是坂上殷家桥，在常州恽家做总管。光
绪二十九年（,".$年）四月，杨文照在青
果巷自己屋前建造了杨氏义庄。他把在
阳湖县和武进县所购置的五百零四亩
三分七厘田地全部捐赠给义庄，作为公
产，每年所收的田租一半供给“孤贫
户”，一半为杨氏“子孙读书之用”。杨文
照会同族里尊长共同制订了《阳湖杨氏
义庄规条》，具体拟定了38条义庄发放
钱粮的细则。如“孤贫者，每月给米数：
大口每月米二斗，小口每月米一斗”，
“凡废疾无人养恤者，不论男女终其身，
一体给，不以成丁为限”，“族中无力丧
葬者，给殓费钱六千文，葬费二千文”。

又如“族中无力读书者，每年给束修三
千文，按季支领。或资性聪敏，试笔能
文，每年加给钱三千文”，“子弟考试，县
府试每场给钱五百文，院试给钱二千
文，入闱者四千文，岁科试各一千文，补
廪者四千文，乡试六千文，会试二十千
文”。开始时全年资助孤贫户70户，后
来逐渐扩大，每年维持在150户左右。
义庄一直开办到抗战前夕。

宣统三年（,",,年）五月发大水，
武进芙蓉等圩倒塌，整个圩区一片汪
洋。水退后，庄稼绝收，处处残垣断壁，
哀哭之声遍地，惨不忍睹。杨文照抵押
了200亩田，凑足8000元带头募捐。他
说：“大家凑一点，我们手头紧一点，灾
民就可以渡过难关了。”杨文照带了
头，大家纷纷捐助，购买数百石面粉分
发给灾民。第二年，从4月开始连续6个
月滴雨未下，丹阳全县和武进通江等

乡旱情特別严重，麦子颗粒无收，秧插
不下去，绝大部分农民7、8月份就断粮
了。杨文照一面卖掉200亩田，捐助
10000元，先行救急；一面派人去上海
向武进同乡劝募，共募捐42000多元，
全部购粮发放给灾民。1921年，芙蓉等
圩又遭水灾，杨文照又率先募捐，亲自
到灾区去发放救灾物资。同年沙洲县
发大水，杨文照捐助2000文和数百银
元，购600多担小麦去灾区发放。杨文
照还与上海的武进名医丁甘仁联系，
由丁医生出面募捐1500石大米和800
余件棉衣，全部发放给灾民。1923年，
扬中、泰兴、武进等地遭遇旱灾，杨文
照又募捐米面600余石去灾区散发。

杨文照不仅热心赈灾，对社会公
益事业也热心资助。一次，常州西仓桥
附近失火，不少民房被毁，杨文照出资
建造10间房屋赈给他们居住，还资助

资金让他们继续经商自存。常州城内河
道交错，行走诸多不便，杨文照出资建造
22座桥，同时修复加固了23座古桥，如
新坊桥。常州青果巷、麻巷、西横街等街
道原来都是泥路，雨天行走不便，晴天灰
尘满天，杨文照出资把这些街道全部铺
上麻石。当时常州居民全部饮用运河水，
河水浑浊不清，很不卫生，杨文照于
1914年、1915年间开凿了部分公井，
1924年又与心耘一起开凿公井，前后共
凿公井135口，遍及常州及城郊各条街
巷。杨文照还分别在西河洞桥和南门各
购10余亩地，劈作“义地”，专门供贫穷
无地人安葬。他还组织人力把全城各寺
院久寄之灵柩代为埋葬。两处义地共修
义冢数千墩。大家称颂杨文照为“活菩
萨”，称他“生者全其生，死者得其所”。

杨文照一生置了不少家产，自己吃
用很节俭，每餐一荤三素而已，衣着也很
普通。他的家产全部用来做慈善事业。他
本家有几位长者多次劝他也要为后代子
孙多留一点，他总是笑笑说：“杨家历来
崇尚‘清白传家’，我们的老祖宗说得好，
‘遗金于子孙，不如积德植子孙’。遣金子
孙，会出败家子，他们不知钱财来之不
易；只有把子孙培养成才，才会不断创造
财富。”这是杨文照一生的人生信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