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巷是原丹阳县北部的古
镇，它东临长江，北与丹徒一河
之隔。镇上的老街就是生我养
我的衣胞之地。

后巷老街究竟是哪一年
成街？如今已不可考，我只知
道原先由东方、后巷两个村合
并而成（原五村、六村改为东
方村，四村、七村改为后巷
村）。在祖辈的讲述里，它历
来都是后巷政治、经济、文化
的发源地和中心。如今时过
境迁，老街在岁月的长河里渐
渐地没落了，原有的繁华景象
早已不见，满目可及的是随处
可见的断壁残垣和一些落寞的
身影……

偶尔在老街逛一逛，我总
会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儿
时的那些关于老街的记忆便会
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

记忆里的老街是繁华
热闹的。

20世纪 50年代初期，后巷
老街就有私人开设的店铺，什

么雪昌、德泰丰(后改裕丰祥)、
義兴昌、松柏堂、吴广和等，还
有龙保饭店，鱼行、烧饼店、铜
匠店、王同興铁匠店、油坊，老
街东头还有远近闻名的元春澡
堂。元春澡堂曾经也是许多抗
日志士经常聚集的地方，朱元
春的大儿子朱顺和是一位为革
命献身的烈士。每天清晨，老
街就开始忙碌了，一大早就有
人赶到龙保饭店吃阳春面、小
笼包。临近村的乡民们上街做
小生意的，买东西的，夹着包走
街串巷剃头的，好一派谐和而
又生机勃勃的生活景象。

后巷老街，东（东方村）有
九狮图（已被列入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西（后巷村）有
双龙会，逢年过节，经常结伴同
行。每当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响
起时，龙狮便开始了表演，龙腾
狮跃，场面热闹非凡！

记忆里的老街是充满
着文化气息的。

后巷老街虽小却很方正，

而且还有四个门即东西南北四
个券(xuan)门，东券门至小麻
子店，西券门至西广场，南券
门至街南，北券门至北街小
河。四个券门的开闭记录着老
街的变迁和岁月的轮回。

说起西券门还有一段美丽
的传说。民间传某个朝代，有
人在朝廷做官，其母百岁时皇
上御赐“圣旨百岁坊”匾额，
被镶嵌在西券门牌楼上。古时
候，百姓生活水平低下，医学
也不发达，如果没有子女的孝
敬，老人能活百岁吗？足见当
时后巷老街人尊老爱幼、文明
礼貌和谐共处的优良美德。

北券门的朱宅大院是书香
门第，祖上曾出过多位大学
生。当时的社会，出一位大学
生是十分荣耀的事情，东方村
人曾引以为傲，也是茶余饭后
常议的话题。

老街有三处朱氏宗祠和一
处吴氏分祠，即：东分祠堂、中
分祠堂、西分祠堂，东分祠堂后
来成了后巷中心小学，中分祠
堂成了粮管所和国家粮库，西

分祠堂改成了后巷粮油加工
厂，吴氏分祠新中国成立前是
伪镇公所所在地，新中国成立
后为供销社。

老街中间还有一座土地
庙，土地庙香火旺盛，极具灵
气。听先人传说，外表看似不
大，但里面可放九十九桌酒
席。庙的后面留了一间专放救
火设备。这套救火设备是“洋
货”，是民间捐赠的，非常先进，
据说救火效果很好。老街东北
边还曾有一座道观，不过如今
已不可寻，据说是被日本鬼子
烧掉的……

记忆里的老街是充满
童趣的。

我小时候的老街，天是蓝
的，水是清的。东头小学的操
场上是我们夏天纳凉的好地
方，我们睡在桌子上仰望天
空，看银河，找牛郎织女星
……东头的池塘，清澈见底，
大人们去洗菜、洗衣服，我们
经常去钓鱼、去游泳。老街的

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浸润着
我们最纯粹的童年乐趣。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农
民从互助组到高级社、人民公
社，私营经济从公私合营到集
体经济，原来私人开的店逐步
被集体、国营企业所取代。后
巷老街也随之换了新面貌。供
销社、邮电局、商业公司、饭
店等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景象逐步呈
现。20 世纪 70 年代初，随着
集体经济的兴起，后巷老街也
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发展期。但
由于受地理位置、土地的限
制，许多已初具规模的社办企
业纷纷外迁，从此，后巷老街
彻底停止了经济发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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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听到国际歌之后……
魏树云

曾听父亲回忆说：一次偶
然的机会，他路过一座祠堂时
听到屋内有人在哼唱一支歌
曲，歌声雄浑有力、庄严，很符
合自身的想法和家境。“起来，
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
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
沸 腾 ，要 为 真 理 而 斗
争！……”我父亲听了一会
儿，就叩响了大门，开门的是
一位老者，进门后就寒暄起
来，方知老者是位先生，放学
了，在批改作业时情不自禁地
哼起了这支歌。老先生说这
是国际歌，号召人们要起来斗
争，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

当时，只有二十来岁的父

亲向先生讲了他听到这支歌的
感想，并简单地说明自己的身
世。我父亲兄弟姐妹五人，无
房无地，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之后通
过几次交谈，方知老先生是位
地下党员，正在发动受苦的穷
人闹革命。

不久后，我父亲在老先生
的引导下也参加了革命。那时
候，抗日战争爆发，党组织就委
派我父亲任新华区民兵大队
长，负责训练民兵，受丹北区领
导。记得20世纪50年代，我在
房子的墙洞内发现了七八枚手
榴弹和雷弹，几十发子弹，一支
枪通针，一只钢头盔，一只布质

白底黑字“抗战到底”的

胸牌，几本训练民兵的教材。
当时上交给了地方政府武装部
罗金根，奖励了几升米。由此
可见，这儿曾经是训练民兵的
场地。

当时民兵训练热火朝天，
白天训练，晚上就扒日本人的
公路。民兵们打了几次漂亮的
仗。例如：智取段家桥敌据点
——黄家祠堂，缴获枪 32 支，
子弹几千发，俘虏敌人 31 名，
日本鬼子2名。1942年8月，我
新四军“前进报”上以“生顺根”
的名字登出。“生顺根”就是民
兵唐鑫生、张顺志、唐东根，从
三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组成。
1941年，新桥沦陷后，日本人在
新桥朱家大岸楼子上造了炮
台。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掠，

抢鸡鸭、抢姑娘，无

恶不作。一次，一个日本鬼子
到炮楼西边的寄庄圩偷桃子被
陆际堂看到，陆际堂便拿起一
张小板凳砸向鬼子兵的头，鬼
子兵被当场砸死；还有火烧朱
家大岸鬼子兵的炮楼。一件
件、一桩桩的事，民兵干得很出
色，大快人心。

日本鬼子投降后，新桥民
兵转入地下斗争，组成敌后武
工队。我父亲留守地方，成为
武工队员，开展反蒋介石的斗
争 。 我 父 亲 工 作 很 出 色 。
1946 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
之后，由于坏人告密，国民党
反动派突然包围了魏家墙门，
将我父亲抓去关在埤城，晚上
进行严刑拷打。父亲坚贞不
屈，没有供出我党的情况。农
历五月初九早上被押向嘉山

“杀人田”英勇就义。据当地百
姓讲，父亲就义前唱响了国

际歌……村里老百姓将我父亲
遗体运回，看到他身上全是烙
印，全村人都哭了，父亲牺牲
时年仅33岁，现安葬在嘉山烈
士陵园。

我父亲生前有个心愿，待
中国解放后要将三个儿子的名
字改一下，老大改英特，老二改
纳雄，老三改耐尔，寓意“英特
纳雄耐尔”（即英文 internation⁃
al，来源于法语的 internationale，
本意是国际或国际主义；瞿秋
白翻译时译作“英特纳雄耐
尔”。在《国际歌》中代指国际
共产主义的理想。）就一定要实
现。父亲牺牲时，其儿子们的
名字没来得及改，但三个儿子
秉承了父亲的心愿，均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大家为实现共产
主义而奋斗终生的心愿没有
改！

记忆里的后巷老街
朱杏荣

2021年9月15日 星期三
编辑：岳春芳 组版：殷霞 校对：张敏 12文体看台

13日下午，东京奥运会乒球
男单亚军樊振东从广州出发飞
赴西安全运会赛地，出发前有大
量粉丝送机。当晚，樊振东通过
球迷会发布微博称，由于粉丝的
热情，使得现场持续出现了很不
得体的拥挤、身体接触等，对樊
振东本人以及机场工作人员与
群众增加了许多不便。

樊振东强调：“请现场的大
家注意保持秩序、遵守防疫规
定”“恳请球迷们允许我做个普
通人。”

微博全文如下：
各位球迷晚上好。关于今

天广州送机的混乱状况我觉得

有必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借由球

迷会的微博跟大家坦诚交流。

现场持续出现的很不得体

的拥挤、身体接触等等，除了对

我本人造成极大困扰外，还给机

场工作人员、群众增加了诸多不

便。加之目前疫情尚未结束，保

持安全距离是所有人的责任，出

现今天这样的情况，影响是很负

面的。

我之前就强调过，很感谢大

家喜欢和支持作为运动员的我，

但赛场之外我是普通人，跟每个

普通人一样需要私人空间。

我相信真正的球迷都能理

解我对分寸感的坚持，也相信球

迷们很愿意做有分寸感的人、把

握住应有的礼貌边界。

再次明确一下，队伍安排的

行程和包括赛场在内的集体场

合，请现场的大家注意保持秩

序、遵守防疫规定，时间允许的

前提下我会尽量满足高素质球

迷的签名需求，但除信件外不接

受任何礼物。

至于我的个人行程，绝对不

希望被接送和追拍，也不会在个

人场合签名合影，恳请球迷们允

许我做个普通人。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关注我

的比赛。

粉丝送机引混乱

樊振东：请允许我做个普通人

樊振东在比赛中。（资料图）

新华社电 在经过数日的
调整恢复后，中国男足 13日进
行了来到阿联酋沙迦后首堂室
外训练课，继续备战接下来的
世界杯预选赛12强赛。面对两
连败开局的困难局面，国足队
长吴曦表示球队会认真准备比
赛，通过训练去提高，尽快解决
问题。

今年6月，中国男足在沙迦
取得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40强
赛 3 连胜，顺利晋级 12 强赛。
此番故地重游，中国队将进行
为期近一个月的集训，并在 10
月 7 日进行与越南队的比赛。
中国队主教练李铁曾表示，会
在这段时间练得非常辛苦。据
记者了解，提升训练强度，增加
球员的体能储备，将成为中国
队在沙迦集训的重要任务。

“沙迦现在相比之前 40强
赛时没有那么热，球员们会适
应一些。李铁指导说了在训练
方面会上量，我们会认真准备
比赛，尽快解决问题，通过训练
去提高，所有队员都会全力以
赴。”吴曦说。当日，中国队训
练在当地时间晚8点开始，球场
边有微风吹过，并不显得闷热。

在 9 月 7 日不敌日本队的
比赛中，中国队主力中后卫张
琳芃因腰部受伤被替换下场。
吴曦表示张琳芃还没有恢复到
100%，他的身体状况在未来几
天将会更好。

对于下一场比赛的对手越
南队，吴曦则表示：“踢越南前
我们要先做好自己，按照教练
组的要求，先做好平时的训
练。”

沙迦集训期间，中国队计
划在9月下旬进行3到4场热身
赛，通过高水平比赛来保持竞
技状态、检验球队阵容。中国
队目前正在积极与有意向的国
家队、俱乐部球队联系，以尽快
确定比赛对手和时间。

“十四运会反兴奋剂工作将
充分借鉴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
表团反兴奋剂工作的成功经验，
选派 200余名兴奋剂检查官参与
全运会工作。”国家体育总局副局
长高志丹14日表示。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以下
简称：十四运)开幕式前新闻发布
会当日在西安奥体中心举行。高
志丹在发布会上介绍十四运相关
情况。

十四运开幕式将于 2021年 9
月 15日在西安举行。全运会作
为中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竞技
水平最高、辐射带动作用最强的
综合性运动会，将为当地体育事
业发展及竞技体育水平提升注入
活力。

本届全运会既有31个省(区、
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火车头
体协、煤矿体协、前卫体协、香港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也有
北京体育大学、天津体育学院等
参赛单位，还有以个人身份参赛
的运动员。决赛期间共有 12000
余名运动员、6000余名代表团官
员、4200 余名技术官员参与比
赛，5300 余名组委会、竞委会人
员和 15000余名志愿者参与服务
保障工作，1500余名新闻记者参
与比赛报道。

本届全运会共设 54 个大项
595 个小项，其中竞技比赛项目
设 35个大项 410个小项、群众比
赛项目设 19个大项 185个小项。
其中，帆船、冲浪、击剑、场地自行
车等项目安排在陕西以外的浙
江、山东、四川、天津、河南等 7个
省市举办。

高志丹表示，在刚刚结束的
东京奥运会上，国家体育总局通
过压实主体责任、严格背景审查、
全面实施兴奋剂检查和机能监
测、创新教育培训方法、加强药品
营养品管控、开展集中统一管理
等措施实现了兴奋剂问题“零出
现”。

近期，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了
《第十四届全运会赛风赛纪处罚
规定》《国家体育总局兴奋剂违规
责任追究办法》以及修订后的《反
兴奋剂管理办法》，明确了史上最
严处罚规定，总的原则和要求是
从严从紧、顶格处罚、形成震慑，
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厉的惩处，
严肃整治违规失德、假球黑哨、兴
奋剂等行业毒瘤顽疾，露头就打、
绝不手软，在体育行业树立崇德
尚技的良好风气。

二百余名兴奋剂检查
官参与全运会工作

国足沙迦备战首练

吴曦表示踢越南
前要先做好自己

9月14日，由杨子编剧、执
导的电影《龙马精神》正式开机，
并曝光了成龙、刘浩存、郭麒麟
三位领衔主演，新鲜的阵容组合
带来不少惊喜。值得一提的是，
在演员齐聚的开机合照中，还有
一匹骏马，引人瞩目。这位身份
独特的重量级演员，将在电影中
饰演成龙的爱马，有着举足轻重
的戏份。

2020年，杨子执导的电影
《宠爱》获得元旦档票房冠军，众
多“萌宠演员”的表演令大家印
象深刻。此次电影《龙马精神》
中，除了令人期待的喜剧和动作
元素，导演杨子还将指导马拍动
作戏。动物演员的体型变大，难
度也随之升级，人与马会擦出怎
样的火花，也同样令人好奇。

电影《龙马精神》也是阿里
影业“锦橙合制计划”继《刺杀小
说家》《拆弹专家2》等电影之后
出品的又一力作。影片讲述落
魄的龙虎武师老罗（成龙 饰）与
爱马赤兔相依为命，因赤兔卷入
了一起债务纠纷，面临分离危
机。情急之下，老罗求助于对自
己误解颇深的女儿小宝（刘浩
存 饰）和其男友乃华（郭麒麟
饰），在三人一马的自救之路中，
闹出不少笑话，也渐渐靠近彼

此。他们拼尽全力捍卫着爱、捍
卫着龙虎武师无所畏惧的精神
……

电影《龙马精神》的故事围
绕着人和马展开，成龙也将出
演一名老牌龙虎武师。龙虎武
师，是动作电影中最惊险搏命

的一类人群，已经入行 60年的
成龙，受过的伤不计其数，也为
华语动作电影做出了不少贡
献，可谓这其中的代表人物。
此次，成龙本色出演龙虎武师
的角色，想必会为观众带来不
少惊喜与感动。

电影《龙马精神》开机
成龙、刘浩存、郭麒麟主演

9月14日，电影《我和我的
父辈》之沈腾执导单元《少年
行》首曝预告，同时片方也宣
布该片提档至9月30日上映。

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由
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执导
并主演，是“国庆三部曲”的第
三部，原定 10月 1日上映。现

提档至9月30日之后，将于《长
津湖》《五个扑水的少年》《皮
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站
在同一起跑线上。

《我和我的父辈》提档9月30日
国际滑联 9 月 13 日晚间通

过官网宣布，原定于 2022年 1月
在中国天津举行的四大洲花滑
锦标赛取消，目前正在寻找有兴
趣的会员单位重新申办。

国际滑联称已收到中国花
滑协会的通知，考虑到疫情以及
旅行限制、检疫要求、后勤保障
等复杂情况问题，中国花滑协会
以及赛事组委会、天津市人民政
府尽最大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但
最终结论是无法组织和举办明
年的四大洲花滑锦标赛。国际
滑联对天津不能承办四大洲花
滑锦标赛表示遗憾，也感谢了中
国花滑协会以及各方的努力。

四大洲锦标赛是国际滑联的
世界顶级花样滑冰赛事之一，2022
年花滑四大洲锦标赛原定于2022
年 1月 17日~22日在中国天津举
行，这也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前
非常重要的一站热身赛。

天津放弃举办明年
四大洲花滑锦标赛

丹阳新闻网 丹阳门户网
网址：www.dy001.cn
新浪官方微博：@丹阳新闻网或@丹阳日报
电话：86983110 86983119

新华书店推荐内容 广告

丹阳书城小程序

丹阳新华书店公众号

各（潜在）供应商：
我方对下列需要采购的相关

工程进行竞价采购，欢迎符合资格
条件的供应商参与投标报价。

一、采购名称：丹阳书城“悦读
书吧”建设工程

二、采购内容：
丹阳书城三楼阅读空间整体

设计、装修。（详细要求见采购文件）
三、供应商资格：

1.基本资格条件：满足《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
条规定；

2.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见
相关项目附件；

四、获取采购文件：
时间：2021 年 9 月 15 日至

2021 年 9 月 21 日（法定节假日除
外）；获取文件请到丹阳书城六楼
综合办公室。

五、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2021年9月27日北

京时间上午9：00

地点：丹阳书城六楼小会议室
（丹阳市新民东路96号）

六、其他补充事宜：
现场投标：供应商应提供响应

文件正本1份、副本2份，现场递交
响应文件时，须由法定代表人或其
委托代理人出示有效的居民身份
证，原则上每个单位不超过 1人。
（参加人请遵守防疫规定）

七、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胡新华
电话：13400080530

0511-86911877

采购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