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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书中成长
不忘历史，砥砺前行
——读马健《1842，
镇江绝唱》
□ 叶贵

今年 6 月，马健长篇小说《1842，镇江绝唱》由
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淘宝、京东、天猫等网
店同时上架。作者以详实的笔触、朴实的爱国情
感，再现了 1842 年鸦片战争中镇江保卫战这一悲
壮的战役。读起来让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镇江
人民在抗英保卫战中的英勇不屈和爱国热情，今
人肃穆和深思。
从 1842 年 7 月 13 日圌山之役起到 21 日攻破
镇江城，镇江保卫战的情形极其惨烈。为抵挡敌
人，有的清兵抱起英军跳下城墙，有的清兵被刺伤
后咬紧牙关把侵略军摔下城去。旗兵或战死疆
场，或自杀殉国，无一人投降。旗兵的家属也一样
刚烈，旗兵家属布哈沁氏与其他旗兵家属共 28 人
一同举火自焚。水陆寺巷有几十个妇女同缢于竹
园中。
《丹徒志》记载：……战后本地设收尸所，从
井、汤、河、家中收尸两千多具，有自家收尸，还有
不知下落者，估计达万之众。真可谓：
“ 户户有死
伤，家家有血泪。”许多英军也被此情景吓得胆战
心惊。1842 年 7 月 21 日凌晨，7000 多名英国侵略
军乘船舰从北固山至金山南岸登陆，穷凶极恶地
向镇江城发动进攻。英军分三路攻打镇江城，当
时镇江守城旗兵共有 1583 名，其中 1183 名是驻防
镇江的满蒙旗兵，400 名是青州旗兵。青州，今山
东益都。山东大汉个个结实，平常训练有素，因而
骁勇强健。史书记载：
“ 青州兵杀得侵略军，手上
兵器因血积在刀柄上，滑得都拿不住，仍挥刀大声
高呼奋勇杀敌。”这 400 名青州兵全体战死，无一生
还。京口副都统海龄等率领爱国官兵，为保卫镇
江，与兵力和装备占绝对优势的英国侵略军进行
了殊死战斗，沉重打击了来犯的敌人，顽强的抗英
保卫战震动了世界的舆论。恩格斯评论道：
“驻防
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绝不缺乏勇气和锐气。
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一千五百人，但却殊死奋
战，直到最后一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
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可以说镇
江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从 7 月 13 日到 21 日，镇江保卫战历时 9 天。9
天中，英勇的军民鲜血洒遍镇江城内外。镇江保
卫战虽然失败，但是英军遭到了沉重打击，几乎到
了难以持久作战的境地。镇江人民这种不畏强
敌、誓死血战的英雄气概，气贯长虹，彪炳史册，在
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如今
在位于北固山前锋的市烈士陵园内，有一块“镇江
府立青州驻防忠烈祠碑”。烈士陵园纪念碑西侧、
古北城墙外侧的绿树丛中，此地是当年镇江守军
抗击英军的主要战场之一的十三门旧址。明嘉靖
年间，倭寇被戚继光打得四处逃窜，由于镇江地理
位置的特殊，近靠水路，倭寇经常从江上行船来掠
夺。为了防止倭寇来掠夺，官府将北固山前峰与
中峰之间割断，在前峰建“瞭望台”一座，分上下两
层，
“瞭望台”上下、左右、前后，共有十三个瞭望门
洞，因此俗称“十三门”。当年的遗址已是一片幽
静，端看忠烈亭，庄重、敦厚。亭柱上刻有对联“浴
血江城旌碑永存先烈绩，振兴华夏忠魂召唤后来
人”。亭中立一巍巍碑刻：
“ 镇江府立青州驻防忠
烈祠碑”。
看透文字背后的真义，今人方能走得更远、更
豪迈、更幸福。我们会发现，中国之所以节节败
退，就是太过自信，视英军为蛮夷不具威胁，甚至
消极应战，没想到英军准备充分，且对中国了解得
颇为透彻。
《1842，镇江绝唱》是基于历史史料再创
作而成的小说，以文学的手法真切再现那段艰难
时世，也再现腐败的恶果。作者查阅历史资料，从
而对艰难时世背后的斑斓世相与政治生态进行真
实再现。
历史从未封存于史书中，也从未停下脚步。
战争只有一个结果，原因却是复杂的。今天再来
看一百多年前发生的战争，如果处在先人们的时
代，我们也许没有比他们更好的选择。历史的必
然总是让后人吸取经验从而不再重蹈覆辙。能够
推动历史的前进，就是失败最好的意义。我们创
作时也要以历史为题材，写出有深度、内涵的作
品，
从而启迪后人不忘历史，
砥砺前行。

□ 马阿林

我小学只读到三年级，文革中停课闹
革命，在家中待了两年帮在运输七站拖板
车的母亲背纤，到了 1969 年又读了两年
初中，1971 年就走上了工作岗位。虽然没
上过几年学，但儿时的我就与书结下了不
解之缘，以至年过五十，看书的热情依旧
未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在读书中
一天天成长起来的，难怪连女儿在作文中
也形容我是“书迷”
爸爸。
记得刚上二、三年级时，父亲在镇江
市三轮车服务站当站长，每天回家总要带
回一份《参考消息》。当时的《参考消息》
还属于内部报纸，一般人看不到。出于好
奇，也由于刚认识一些字的缘故，我就连
蒙带猜地跟着父亲看了起来。对此，父亲
的一位朋友曾对我说，小孩子最好不要看
这些东西。然而，当时父亲并不反对我
看，因此，我越看越来劲。后来老师知道
了，
还在班上表扬我关心国家大事呢。
那时候的小孩没有电视看，没有游戏
机玩，更没有电脑和网上世界，连看场电
影买张票都很紧张。平时小朋友们只能
玩一些诸如滚铁圈、滚玻璃球和拍打折叠
起来的香烟纸、四角棱之类的游戏。而我
好静，这些游戏我都不喜欢。慢慢地，由
看报开始，我逐渐迷上了看书。当时的街
头巷尾有许多小人书摊，你只要花上一二
分钱，租上一本小人书，坐在摊主提供的
长板凳上，就可以尽情地看个够。如果看
不完的话，还可再多花一二分钱租回家去
看。就这样小人书陪伴我度过了美好的
童年时光。如今，我家中还有好几百本小
人书呢，都是我 1971 年参加工作以后陆
续买起来的。通过这一本本小人书，逐渐
培养起我看书的习惯。
四十多年前，由于家里人口较多，再
加上苏北老家几乎每个月都有人来，家

里根本买不起书。想看书的我，只得在
亲戚朋友家中找书看。只要到了谁家，
我第一件事就是找书看。大一点以后，
接触面扩大了，知道图书馆、文化宫和图
书阅览室里有很多书。记得以前的中山
路上有一座图书阅览室，面积不大，但那
里有很多很多的书，每天放学，只要时间
来得及，我都要去那里借书，有时看上一
两个小时，有时借回家来看，有时为了不
耽误第二天还书，常常躲在被子里打着
手电筒偷偷地看。就为了这，真不知被
母亲说过多少回。我自己也为看书付出
了代价，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戴一副 300 多
度的眼镜，如今四十年过去，鼻子上的眼
镜度数已经变成了 1300 多度，有好几次
工作就是因为眼睛不好，我与面试失之
交臂。
说起看书，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经
历要算 1976 年 9 月 5 日，中秋节的前夜。
那天，在煤球店里忙碌了一天的我，拖着
疲惫的身子回到了公园山 17 号（今沪润
度假山庄）的家中。家中只有我一人，父
亲因为防震抗震已经在单位里值了好几
天班，母亲带着弟弟去了东门姐姐家帮着
带才一岁多的小外甥。晚上，我一人胡乱
吃了点饭，就躺在床上看书了。这一看不
要紧，竟一口气看完了两本厚厚的书，直
至凌晨三时才睡觉。因为家住在半山腰，
夜里蚊子多，又没有用蚊帐。于是我在睡
前点了盘蚊香放在床架上就睡着了。迷
糊中，只觉得耳边发热，睁眼一看，原来是
蚊香燃着了枕头，又燃着了床上垫的草席
和床板，那火就像冬天里的火盘一样火红
火红、一闪一闪的。惊醒后的我，赶紧起
床，
端水浇灭了火。
1972 年，刚参加工作不久，单位领导
见我特别爱看书，便选派我到市里参加了

张梅

孙子 5 岁时春游去南山和花鸟市场，
不爱玩具了，想买一只小鸟。6 岁时实现
了他的愿望，买了一只鹦鹉和一个小鸟
笼，
孙子兴高采烈，
心花怒放。
孙子买的鹦鹉是牡丹鹦鹉，羽毛艳丽
色彩明亮爱叫，刚孵化饲养约二个月，已
经自行吃食和叫唤。鹦鹉的主要食材是
种子果实谷类，也吃少量的昆虫嫰草，于
是在超市买了些小米。鸟笼里要放些饲
料饮水，清理鸟粪，定期给鸟洗澡，注意卫
生。孙子今年 10 岁了，鹦鹉还健在，给孙
子带来了许多快乐和兴趣。
牡丹鹦鹉是小型鸟，头部是红色羽
毛，连喙都是红红的，颈部和翅膀有些黄
色的羽毛，腹部是绿色的，真是美丽的精
灵。三年前孙女买了件红色的连衣裙，左
右有两条黄色的裙襟和飘带，裙子的下摆
是绿色的，
很漂亮。
孙子读了《鸟的养护》
《养鸟丛书》等

孙子养鹦鹉
□ 史国瑞

书籍，知道鹦鹉也要少吃多餐，鸟的习性
自行寻食，饱饥不均，半饱状态，每次少放
饲料，贪吃会消化不良。鹦鹉的喙很坚
硬，能够啄开葵花籽的壳，把籽吃掉。孙
子拉着父母又到花鸟市场选择了一只铁
架铁丝做成的鸟笼，高约 80 公分塑料喷
涂的，既美观又结实的大鸟笼。孙子知道
鹦鹉会攀爬高飞，需要高大的笼子，中间
横一根棍子，叫栖木，搭设高台，供鹦鹉攀
爬。
孙子 9 岁时学习成语鹦鹉学舌，人云
亦云。知道鹦鹉会跟人学话，清晨鹦鹉头
脑清醒，容易学会，因此孙子每天早晨起
床见到鹦鹉，第一句话就是：
“我爱你”，教

精/彩/导/读
稻老要养，
，
麦老要抢”
麦老要抢
”
P19“稻老要养
麦子熟了，农民忙了。经过一个冬天
的 孕 育 ，一 个 春 天 的 滋 润 ，大 地 一 片 金
黄 。 麦 浪 滚 滚 ，金 色 的 田 野 ，金 色 的 希
望。大经先生的这组《农忙的日子》老照
片，
把我带到了当年插队的生产队。一幅幅画面，
一幕幕场景……

P25

百年琴音 绕梁古城山水

——专访梅庵派古琴艺术国家级
传承人、
斫琴家刘善教
以大市口为原点，沿解放路北行，折进
演军巷，明清民居建筑五柳堂立于眼前。
琴声琮琮，婉约醉人，不用说，这里就是梅
庵琴派在镇江的国家级保护传承基地。
由琴音缭绕的五柳堂，让人想到掩映于城市山林中的听鹂山房，
“鹂声一起宫商羽”
……
P41“刀尖上
刀尖上”
”的舞者

——访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戴玲
上下五千年，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华
文化。随着历史的进程，勤劳的中国人民
对新生事物的探索从来没有驻足过、停止
过，因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叹为观止的传
世之作。其中，蕴藏着 600 多年悠久发展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雕
花天鹅绒便是在其中，
被称之为东方瑰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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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第一期工农兵通讯员学习班，花了
的 城 市 建 设 、美 化 家 园 当 作 自 己 的 职
一个多月的时间学习写作。1975 年 12 月
责。要想关心镇江，就必须了解镇江这
又选派我到市委党校，参加了镇江市第三
座城市的悠久历史和厚重的人文底蕴。
期共青团干部读书班。但在随后的三十
在平时，我便不断地收集与介绍镇江有
多年里，我却一直忙于工作，婚后忙于两
关的书籍，还利用大量业余时间收集资
个女儿，始终没有机会提起笔来写作，也
料，做些社会调查，给市人民建议征集办
一直未与报社打过交道。1999 年 5 月，一
公室、市文明办和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建
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完报纸上的一篇关于
言献策，提出了一百多条关于城建规划、
城市管理工作方面的报道后，有感而发， 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等方面的意见和建
随手写了个小东西送到报社，几天后报纸
议，不少被有关部门采纳，更有近百篇被
居然刊用了，还寄来了 5 元钱稿费，激发 《镇江日报》和《京江晚报》刊用。我虽然
了我重新提笔的勇气。于是，一篇又一
做了一些不起眼的工作，但是有关部门
篇，
一年又一年，
坚持不懈地写了下来。
还是给了我荣誉。2001 年，我被市人民
宋代哲学家朱熹，写有一篇富有哲理
建议征集办公室评为镇江市民主建议积
的《观书有感》诗：
“半亩方田一鉴开，天光
极分子；2002 年受聘为镇江市创建文明
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城市工作社会督查员；2003 年又被聘为
活水来。”这首诗把读书和人的知识更新
镇江市市民文明督查团成员；2004 年，被
描述得很是形象生动。也许，正是由于我
评为镇江市第三届百佳文明市民。2004
不断读书的缘故，才让自己积累了丰富的
年的 4 月 22 日，镇江电视台《金山聚焦》
知识；也正是在读书的过程中，提高了我
还播放了关于我的专题片。
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这一切又对我日
2005 年起，家里有了电脑和网络，认
后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十
识了文旅网的网友华夏，开始跟着华夏看
七岁参加工作，在市煤炭石油总公司和现
镇江。随后，自己开始逛镇江，几乎走遍
在的燃料公司干了 33 年。从 70 年代的煤
了全镇江。并开始收集、整理有关镇江的
球店学徒工、收款员、煤球店主任、油库计
文史资料，立志于让曾经在镇江历史长河
量开票员、业务科服务队员，80 年代的煤
中出现过的东西留下痕迹。以至于陆续
球票证管理、煤球生产供应管理、煤炭仓
编辑出版了《镇江古泉老井》
《镇江东乡雕
储管理，到 90 年代的煤栈副主任和市煤
花门楼》，参与编辑了《镇江东乡碑铭拓片
整办工作人员，几十年里，工作上兢兢业
集》，
在手编辑了《镇江家谱提要》等书。
业，也得到过不少荣誉。自己能够一步一
也许，这一切都得益于爱读书的缘故
个脚印地走到现在，我觉得无不与自己喜
吧！
欢读书有关。
随着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城市在变
大变美的同时，一些市民文明素质的滞
后也日益显现出来，这让我的目光也转
移到了城市文明的创建中来。作为一个
普通市民，将积极关心和主动参与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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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鹉约半年时间，反应不大，将近十个月，
鹦鹉的“我爱你”才逐渐像模像样。孙子
说，体会到方法对了头，困难再大，坚持总
会成功。
今年暑假一家人去旅行近十天，鹦
鹉放在鸟笼里，孙子很不放心。临行前
食罐里装满了小米，水槽里倒满了水，还
加了些菜叶。十天后晚上到家，鹦鹉不
在鸟笼里，鸟笼的门倾斜並打开了。门
窗紧闭无法飞走，孙子连声大喊：
“ 我爱
你，我爱你”，厨房里传出鹦鹉“我爱你”
的回声！家里的监控显示，第七天时鹦
鹉用喙和趾把笼门的螺丝拧开，使笼门
倾斜半开，飞了出来。孙子告诉我鹦鹉惊

摄影

奇的外逃情节，使我想起了一个鹦鹉自由
的故事，讲给孙子听。说的是新加坡有一
个男士，到处演讲，主题多是自由。一天
住进某宾馆，宾馆老板养了一只紫蓝金刚
鹦鹉，见到男士不断尖叫“自由！自由！”
男士想，太可怜了，它需要自由，于是夜半
三更，悄悄起床，打开鸟笼，小声地对鹦鹉
说：
“ 快点飞吧，你自由了。”鹦鹉不领情，
用喙啄男士的手，继续尖叫：
“ 自由！自
由！”惊醒了老板，原来鹦鹉是在叫老板要
吃的。
孙子养鹦鹉，潜移默化，爱读书，爱劳
动，有爱心，可以说，鹦鹉陪伴着孙子在茁
壮成长。

为困难职工亮起一盏暖心的灯
——记市总工会
“有难工会帮”活动（上）
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哪怕递上一
杯水，也会让人感到无比的温暖。而
在市总工会，困难职工得到的关怀和
帮助，远不止简单的一杯水。一个个
堪称雪中送炭的暖心之举，一场场饱
含真情的慰问活动，让处于困境中的
职工感到有了依托，重新燃起对生活
的希望。市总工会扎实推进的“有难
工会帮”活动，在职工群众中打造了
一盏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暖心的灯。
职工有困难 工会伸援手
家住市区宝塔路的一对困难职
工，饱受下岗、疾病的困扰，家庭支出
捉襟见肘，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查明
情况后，依规办理了《特困证》，全家
可享受一定的医疗减免、水电补贴
等。市总的帮助让夫妻二人重拾生
活的信心和勇气，丈夫晚上当保安，
白天在饭店洗碗，生活虽然艰苦，但
精气神很好，他说：
“每当看到市总发
给我们的《特困证》，想到还有人关心
着我们，就感到心里头温暖。我们人
虽困难些，
可精神不倒！”

新区某企业一位下岗职工，因病
致贫，孩子考上大学，正为学费和生
活费犯愁，市总“金秋助学”行动帮助
了 3000 元，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某
企业两名职工紧急住院 ，一时凑不
齐住院费用，市总有关部门及时施以
援手……在市总权益保障部的关注
下，这样受到工会组织关心帮助的困
难职工还有不少。
精准帮扶 排忧解难
市总工会聚焦困难群体精准帮
扶,尽心竭力帮助职工排忧解难。在
今年“温暖多一度 健康伴你行”为主
题的“送温暖”活动中，先后走访慰问
特困、
困难职工 1000 多人次，
发放各类
慰问金 47.6 万元。在公交司机、煤矿
困难职工、建设工地农民工等重点领
域,专场慰问共送去慰问金 10 万元、
慰
问物资 4 万元。对市重点工程项目农
民工、公安辅警、保安物业等特殊群
体，
市总实施
“暖互助”
普惠关爱计划，
向近 6000 人赠送了意外伤害、重大疾
病等互助保障计划，帮助他们筑牢防

范风险的安全屏障，
今年以来，
累计为
特殊群体给付慰问互助金 14.52 万元。
除了经济上的支援，为引导职工增强
健康观念和保健意识，市总今年持续
开展“慈善关爱·暖流行动”，为 1200
多名困难职工、环卫工、农民工提供
了免费体检，为 300 名困难女职工免
费开展“两癌”筛查，为 160 多名特困
职工发放了 22.9 万元爱心诊疗卡。
以“互助升级、健康关爱”为主题的健
康知识普及活动，在市区、街道、园
区、企业开展了 46 场，
广受职工欢迎。
助 力 职 工 就 业 也 是“ 有 难 工 会
帮”的重要抓手。今年，市总举办“就
业帮扶、真情相助”专场招聘会，向下
岗失业职工提供涉及机械、电子、化
工、餐饮、商贸服务等 20 多个行业数
千个就业岗位，吸引了 1000 多名下岗
失业职工咨询、洽谈，200 多人达成就
业意向。
（范翊 山洪）

工会之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