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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头 要 有 勇 气 ， 抬 头 要 有 底 气 。【一周微言】

1982年初夏，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内，一位白发苍苍
的老人在孩子们的搀扶下，久久地驻立在烈士李耘生的展
板前，她望着展板上那年轻的面容，伸出手去轻轻地抚摸。
她低声地说：“看，你们的爸爸多好啊，永远那么年轻。”

老人名叫章蕴，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
记，是李耘生的遗孀。她口中的“爸爸”正是在雨花台牺
牲的年仅27岁的烈士李耘生。

1931 年 2 月，南京党组织遭受了六次重大破坏之
后，李耘生带着妻儿来到了南京白下路的贫儿教养院，
他以历史教员的身份作掩护，秘密恢复和发展党的力
量。白天，三尺讲台上，他宣传先进思想，是学生们的
人生导师；夜晚，工人宿舍中，他分析政治形势，是群众
的入党领路人。为秘密发展党支部，学校、工厂、难民
区，甚至国民党的宪兵部队中都留下了他的身影。经
过一年的努力，中共南京市委先后建立了 10 多个党支
部，发展了近 200 名党员。就是在这样紧张而繁忙的工
作中，他抽出时间，与家人拍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家
欢”。照片上，妻子章蕴抱着儿子小宁，高大英俊的李
耘生侧立在妻儿身后，目光坚定而又平和，仿佛呵护着
这个家庭的静谧与安好。

然而，对于这个小家来说，像照片中这样安详幸福的
时光，是那样的短暂。就在拍摄照片的几个月之后，由于
南京党组织内部出现叛徒，李耘生成为国民党当局搜捕
的对象。特务找上门来，李耘生和章蕴都有事外出，幸免
于难，可留在家中的儿子小宁，却被敌人带走了。不久，
李耘生也不幸被捕入狱。多次的审问中，李耘生始终没
有暴露真实身份。无计可施的敌人，竟然想到了利用只
有两岁的孩子。他们要让小宁到牢房中去辨认爸爸，这
将会是比任何刑罚都要残酷的审问。

这一天，看守抱着小宁来到了监狱中。李耘生马上
就明白了这是敌人设下的陷阱，他努力克制住想要呼唤
孩子的冲动，迅速转身背向儿子，可还是忍不住用眼角的
余光偷偷地关注着小宁。当听到脚步声逼近，他又立刻
收回目光，别过头去，但愿小宁没有看清自己的脸。已经
许多天没有见到父母的小宁，哪懂得这是敌人设下的圈
套啊。他一眼就认出了日思夜想的爸爸，扑向铁窗，大声
哭喊着“爸爸，爸爸，我要爸爸”。李耘生肝肠寸断，他是
多么想抱一抱幼小的儿子，多想亲一亲他那稚嫩的小脸
呀！眼见阴谋得逞，敌人恶狠狠地一把抱走了小宁。监
狱的走廊里，回响着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李耘生心如
刀割，他知道，这一别就是永别了。

1932 年 6 月，李耘生在雨花台英勇就义。临刑前，
他托难友转告妻子章蕴：“过去啊，百千斤担子我们两人
一起挑，现在只好由你一人来挑了。”

50 多年以来，章蕴始终牢记着这份嘱托。1982 年的
那个初夏，她带着儿女，带着兑现的承诺，向丈夫诉说着
她的感慨万千：

回首雨花台畔，别语匆匆遗愿。五十易春秋，日夜在
肩双担。双担，双担，未敢白头言倦。

讲述人：郭琦，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社会教
育部副部长

父子相认之际，
却是生离死别时

□ 本报记者 王宏伟 实习生 陈姝楠

4 月 18 日是国际古迹遗址日，“东吴名
将江表虎臣——丁奉家族墓出土文物展”在
南京六朝博物馆开幕，共展出来自丁奉家族
墓出土的金、银、铜、铁、陶、瓷、漆器等材质
文物230余件。

丁奉是三国时期吴国名将，位列“东吴
十二虎臣”，《三国演义》第一百零八回中这
样写道：“东吴平北将军丁奉在严寒大雪之
时，令部将及众军脱去衣甲，卸了头盔，不用
长枪大戟，只带短刀，迎战魏兵，使魏兵轻
敌，最终杀魏兵措手不及，大获全胜。”这就
是三国时期的“丁奉雪中奋短兵”故事。

4座墓葬出土230件文物

2020 年下半年，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
五佰村地块发掘了丁奉及其家族墓共4座，
均为三国时期墓葬。这 4 座墓葬虽然历史
上均曾被盗，仍出土较多精美文物，如釉陶
骑马鼓吹仪仗俑、铜剑等象征其生前武将身
份的陪葬品，青瓷罐、碗、碟、鐎斗、扁壶、魂
瓶、水井、羊圈、磨盘等模型明器，金钗、金
环、金步摇上的桃叶形片、金坠件，以及剪
刀、镊子、铜镜等生活用品。

魂瓶是一种流行于三国两晋时期、专
为陪葬烧制的青瓷质明器。魂瓶肩部以上
堆塑各种人物、飞鸟、楼阙、亭台，腹部贴有
简单的模印装饰，造型奇特，诡异多姿，富
有浓郁的丧葬文化和宗教色彩，这与当时
人们祈求灵魂升天以得到安宁归宿的观念
关系密切。

3号墓出土的一批釉陶骑马俑虽已破碎，
但依然可以看出人物或敲鼓，或吹箫，推测为
一组骑马鼓吹仪仗俑。骑马鼓吹，是古代一
种乐队形式，初始于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
因政权更迭频繁，对于鼓吹的记述，除文献记
载外，多见于出土壁画或画像砖石上。

此外，墓中发现的金簪、金丝、桃叶形金
片等是女性饰品，其中，金片一般被安装在
金色的树枝或花枝上，当主人走动时，金片
轻轻摆动，别有一番美感。

砖地券铭文确认身份

“建衡三年八月十六日良月吉日大男使
持节左军师右大司马徐州牧左护军无难右
部都督大将军安丰侯庐江安丰丁奉今于莫
府山下立冢宅，从天买地从地买宅⋯⋯铁券

为证如皇帝律令。”正是根据这块砖地券上
年号和官职名称，专家们断定发掘的乃三国
东吴名将丁奉家族墓。

砖地券是中国古代民间用于冥世土地
买卖的一种随葬契约文书，其主要内容是告
知地下神灵亡人阳寿已尽，为亡人买地安
葬，获得阴间的居住权，使亡人以及生人得
到神灵庇佑。东汉随着道教文化的逐渐兴
起，买地券成为一种常见的随葬文书，这种
习俗一直延续到明清，几乎和道教在中国的
发展传播同步。

砖地券一般刻于铅板或玉板之上，利
于在墓中久存。其铭文所涉及的土地买
卖内容与现世实际的土地面积、土地价格
无关，仅具冥世的象征意义。所以，铭文
中的“买地雇宅钱三百”也并不是真正的
三百钱。

东兴之战成就传奇人生

丁奉的人生几乎贯穿了东吴的始终，据
推测其寿命在七八十岁。据《三国志》记载，
丁奉先后做过甘宁、陆逊、潘璋等孙吴将领
的部下，虽然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刚毅果
敢，但只熬到一个副将军职位。

直到孙亮继位后，丁奉才升迁为冠军
将军，并在随后的东兴之战中迎来他人生
的高光时刻。《三国演义》以“丁奉雪中奋短
兵”为标题，用半个章节进行了描写。东兴
之战中，吴军一举击溃无备且轻敌的魏军
后，凭借东兴之战的突出表现，丁奉逐渐得
到重用，并在接下来与魏国的战事中，依然
发挥着他勇武的一面，官职也一路高升，担
任左将军一职。

后来，孙休想诛杀权臣孙綝时，张布建
议与丁奉合谋。公元259年，孙綝去参加腊
会（冬至后第三个戌日祭百神，亦指岁终祭
祀），被等候多时的丁奉、张布捕杀。作为此
事的大功臣，丁奉不但取代孙綝成为大将军
兼左右都护，也成为孙休心腹。

孙皓继位后，丁奉又加封右大司马、左
军师，在其晚年成为孙吴地位最高的将领，
但此后日渐骄矜，且在战事中再无建树，尤
其在晋代魏之后，在伐晋战争中，多次无功
而返。

丁奉历孙权、孙亮、孙休、孙皓四位吴国
君主，终身统兵与北方政权交战，维护吴国
的三分天下有其一，刀光剑影中亲身见证了
三国的兴衰存亡，堪称“孙吴长城”。

南京发现1700多年前东吴名将丁奉墓

□ 周惠斌

画家徐悲鸿兼擅国画、油画，国画中尤以
画马最为著名，动静兼备，精神毕现，有“中国
当代画马第一人”之誉。徐悲鸿画猫也毫不逊
色，他曾对学生说：“人家都说我的‘马’好，其
实我的‘猫’比‘马’画得好。”言语间显示出他
对画猫的喜好和自信。他常以笔下之猫酬答
友人，反映别样心绪和情怀。

诗人徐志摩是爱猫一族。1930 年初冬，
徐悲鸿精心绘制了一幅《猫》，赠送给徐志摩。
画面上，一猫黑白相间，横行在粗壮的树杆上，
双目圆睁，侧首观望，足下是斜逸而出的数枝
早梅，形象生动，笔墨细腻。画的右上方题写：

“志摩多所恋爱，今乃及猫。鄙人写邻家黑白
猫与之，而去其爪，自夸其于友道忠也。”后钤
印“东海王孙”，左、右下角则分别盖印“独与天

地精神往来”“荒谬绝伦”两章。
题款寥寥 32 个字，不无调侃、揶揄况味，

读罢令人莞尔。其中，“今乃及猫”，以猫指代
生性浪漫的诗人的旧爱新欢。“去其爪”，意指
一年前的美术之争，表明自己始终坚持写实主
义主张，坚定不移地改良中国传统绘画。“自夸
其于友道忠也”，包含了一段往事：徐志摩同军
事学家蒋百里都是梁启超的弟子，彼此关系亲
密。1929 年冬，蒋百里因弟子唐生智起兵讨
伐蒋介石，第二年3月受牵连而入狱，徐志摩赶
赴南京，陪友坐牢，徐悲鸿以此称许徐志摩珍
惜友情的忠诚品质。

海派著名书画家、鉴赏收藏家吴湖帆亦有
爱猫之癖，知道徐悲鸿画猫绝妙，便通过好友
请徐悲鸿赐画一幅。他在《丑簃日记》中写道：
1933 年 3 月 20 日，“江小鹣交来悲鸿为余画

《猫梦图》。”文字虽短，但情谊蕴藉，不胜欣喜。

1934年冬，徐悲鸿借胡适家中豢养的“狮
子猫”，依凭记忆，作画缅怀故友徐志摩，寄赠
胡适夫妇留念，并题跋：“甲戌仲冬，怀亡友志
摩之友，忆摹其容，不识其龙钟或婆婆之态，视
音奚若也，敬奉冬秀夫人雅玩。”第二年12月4
日，胡适依照徐悲鸿之托，将1931年写的纪念
徐志摩的《狮子》诗题于画上，续以说明：“狮子
猫是志摩住我家时最爱的猫，志摩死后，悲鸿
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也喜欢狮子（猫）。去年
悲鸿从南京寄来此画，要我把廿年写的小诗抄
在这里。”诗画并茂，睹物思人，恍如隔世。

1939年，徐悲鸿因朋友所请创作《牵牛双
猫》，石上两猫一卧一立，背景牵牛花红白交
错，相映成趣。此画后来在徐悲鸿的好友许友
梅、黄曼士、陈之初等人手中递藏。2007 年
秋，《牵牛双猫》在北京拍出了573.44万元的高
价成交。

徐悲鸿既会画马又会画猫

百年百物忆初心

1931年李耘生与爱人章蕴、儿子合影

佳话

□ 本报记者 于 锋

南京发现东吴名将丁奉的家族墓，是近期
江苏考古界的一个重要新闻。东汉末年，江东
（也称为江表，今江南部分地区）是东吴孙氏家
族兴起之地。三国对峙时期，被称为“建业”的

南京则是东吴政权中心所在地。因此，在江
苏，至今还有一些三国名人墓葬，成为三国文
化的组成部分。

丹阳市司徒镇谭巷村大坟自然村北，有一
座巨大的土墩，底部直径约120米。从元代开
始，丹阳多种地方志记载，这里埋葬的是东汉
破虏将军、乌程侯孙坚（字文台）。孙坚曾参与
讨伐黄巾军、董卓的战役，后与刘表作战时死
于襄阳，归葬曲阿（今丹阳）。他的儿子孙权即
位后，追尊他为吴武烈皇帝，陵曰“高陵”。

孙坚死后，他的儿子孙策（字伯符）继承并
开拓了江东基业。在《三国演义》中，孙策武功
高强，战斗值爆表，人送绰号“小霸王”。真实
的历史中，孙策是东吴政权的重要奠基者，统
一了江东。建安五年，年仅26岁的孙策在丹徒
狩猎时为仇家刺杀，重伤后不久去世。孙策死
后，葬于吴（今苏州）。从唐代陆广微《吴地记》
开始，很多苏州地方志认为，孙策葬于苏州“孙
王坟”墓群。

孙策的继承者，是他的弟弟、东吴大帝孙
权。《三国志》载，东吴神凤元年（252年)，孙
权病故后葬于建业“蒋陵”。所谓蒋陵，即“蒋
山之陵”，而蒋山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南京钟
山。学者们根据史料判断，孙权蒋陵就位于

梅花山之下，此地历史上曾被称为吴王坟、孙
陵岗。如今的孙权陵墓之上，已建起了东吴
大帝孙权纪念馆，展示这位东吴开国皇帝的
文治武功。

除了东吴帝王，历代的史料记载，东吴一
些名臣名将也葬于今江苏境内。在镇江的北

固山景区，有孙吴政权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鲁肃之墓。鲁肃（字子敬）是周瑜的好友，投
奔孙权后为其提出定鼎江东的战略规划，厥
功至伟。在湖北武汉、湖南岳阳、江苏镇江，
均有“鲁肃墓”。镇江的这座鲁肃墓，以清代
方志的记载为依据。北固山鲁肃墓旁边，则
是东吴名将太史慈（字子义）之墓。太史慈原
为扬州牧刘繇部下，后为孙策所收降。《三国
演义》中有“小霸王酣斗太史慈”的著名故
事。太史慈墓在历史上曾湮没多年，清同治
年间修复镇江城墙时重新发现，目前被列为
镇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江阴青阳镇悟空村有东吴名将凌统
墓，盐城大纵湖有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建安
七子之一陈琳墓，南京一中校园内传说是埋葬
东吴美女小乔的地方……需要说明的是，本文
提到的一些位于江苏地区的，汉末、三国名人
墓葬，虽大部分都已经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但对它们的认定，主要还是依据历史文献的记
载，并没有经过考古发掘。

目前来看，在江南地区，通过考古发掘确
认的三国名人墓葬，主要是去年在南京伍佰村
发现的丁奉家族墓，以及1984年在安徽马鞍山
发现的东吴大都督、当阳侯朱然家族墓。

江苏地区有多少三国名人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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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全方位推动营商环境持续升级 /许 明

13“清风护航”保障营商环境优化 /赵树锋

15 弘扬张謇精神 做有情怀的企业 /周海江

17 坚持问题导向 促进营商环境政策落地 /张 萍

战略研究
19 江苏制造提速转型的强劲引擎 /谢志成

22 夯实工业互联网赋能制造业的基座 /张启亮

回望百年路 奋进新征程
24 推动学习党史与立德树人有机结合 /杨 明

26 学百年党史 聚奋进力量 / 柏长岭

改革脉动
28 常州锚定“智造”新赛道 /严德群

30 率先探索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建设 /奚荣华

32“链式”开发乡土人才 /孙 红

智库报告
34 统筹推进江苏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钱文华 王 芬

36 构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都市圈协同创新高地 /郑琼洁 王高凤

38 构建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机制 /孙肖远

40 以有效治理助力乡村振兴 /李玉娟

42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实践及思考 /李 丹

决策广场
44 协同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 /沙维伟

47 推动江苏农业绿色发展提质增效 /徐继东 曹爱兵

49 强化平台经济数据监管的策略选择 / 姚 敏

试点观察
51 科创中国试点城市的无锡“样板间” /陈晓华

53 土地流转合同网签制度的射阳实践 /乔干群

民情手记
55 广场夜谈听民声 /孙 燕

57 基层的滋味尽是回甘 /马玉昌

历史镜鉴
59 邓小平的上海情结 /王丹誉 王天丹

62 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布成良 成 阳

域外观澜
65 意大利的食品安全之策 /管 炜

67 国外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特色做法 /宗振芬

紫金山
69 党员干部要切实提高“政治三力” /周学军

71 周恩来精神激励我们砥砺奋进 /陈 佳

锐词
72 疫苗民族主义、青年友好型城市等一组

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宿迁监管分局批准予
以撤销，并注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江苏省分公司泗洪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32321324001
许可证流水号：0207906
业 务 范 围：许可经营项目：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

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
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经公司
核保，营销服务部可以打印保单；经公司授权，营销服务部
可以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一般经营项目：无。

成 立 日 期：2018年09月18日
机 构 住 所：泗洪县古徐大道29号古徐阁景区东区商业街

C5栋二层西
批 文 号：宿银保监复【2021】35号
发 证 机 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
撤 销 日 期：2021年03月23日

链 接 >>>

徐悲鸿笔下的猫

参观者在南京
六朝博物馆观看展
出的文物。

杨素平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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