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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府巷与常遇春的渊源

常府巷最出名的当属与常遇春的
渊源了。坊间流传，常府巷曾是明末大
将常遇春的府邸所在地，从“常府巷”字
面上来看，这样的说法似乎有几分道
理。
不过，也有学者曾指出，常府巷是
常遇春的官邸之说纯属误传，常遇春根
本没有来过扬州，这里只是他的长子常
茂的府邸。
据此，有专家解释：“扬州有两个常
府，一个是父亲的，一个是儿子的，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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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工作忙
他推迟蜜月旅行

本报讯 （通讯员 李红梅 周竞 行了婚宴，可今年3月却是最忙的
记者 仲冬兰 ）社区工作琐碎，忙起 一个月，社区学雷锋活动、
“文明二

）

上午9点30分，个园社区将举办居民趣味运动
会，欢迎有兴趣的居民前来社区报名参加。

教场社区
明天开放少儿科技馆
本报讯 通讯员 吴梅香 记者 余佳 明天
（

下午4点，教场社区将开放少儿科技馆。

）

客户不幸意外身故

新华百万赔付显真情
本报讯 通讯员 王璐玲 风险虽无情，但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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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常府是儿子的，淮海路常府是父亲 对这条老街巷的一砖一瓦，他是再熟悉 万源豆腐店，1945年开业的大德寄售
商店等。解放后，沿街房屋基本上改成
的。”对于专家们的说法，当地人宽容地 不过了。
对于围绕常府巷的学术争论，胡家 了住家户，旧时路面是花岗岩条石所
理解为：口耳相传的民间逸闻，为了传
达方便，总是选用最容易被记住的人与 珍没有多少兴趣。在他眼里，这里就是常 铺，上世纪80年代改成沥青路面。
事。常氏父子，父亲的知名度要高得多。 遇春的府邸，毋庸置疑。不仅是胡家珍， 和其他老街巷不同的是，常府巷一
民间流传“常遇春大战陈友谅”“常遇春 住在这条巷子里的人，也都因为这个历 带由于靠近仙鹤寺，有许多回民，有的人
马跳围墙”等传奇故事，至今为人津津 史大人物，而有着莫名的优越感。对于常 家的门楣上还有回文门牌，巷子南面还
乐道。因此，说扬州常遇春府，肯定比说 府巷的由来，他们不遗余力地向每个来 有一家伊斯兰幼儿园，透过门口的大铁
这里打探的访客侃侃而谈，一个个典故 门，依稀听到里面传来孩童的嬉戏声。
常茂府，更容易被人记住。
胡家珍的儿女都曾在这家幼儿园
于是，该说法就这样被一代一代传 信手拈来，一段段故事张口就是，每个人
上过学，如今，胡家珍的孙女都已经上
了下来。在史实不太明晰的情况下，说 都仿佛是小巷的义务宣传员。
常府巷
常府巷是常遇春府邸所在，已成了居住 巷内伊斯兰幼儿园育人无数 大学了。“一晃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胡
家珍喃喃自语。在经过一幢青砖小院 好呢，巨峰葡萄，种了50多年了，每年夏
在老街上的人们的共识。
走在常府巷里，
老扬州的生活气息
时，胡家珍停下了脚步，指着院墙处一 天，繁茂的葡萄叶爬满二层小楼，绿阴
人人都是老巷义务宣传员 扑面而来，透着浓浓的亲切感。
棵遒劲有力的粗藤对记者说，再过几个 如盖，是当地一景。
通讯员 朱凤琴 傅思佳
胡家珍的家在老巷深处，这位75岁
民国时候，常府巷里曾开过几家店 月，这里结的葡萄多得吃不完。房主循
记 者 王 蓉 文/图
的古稀老人在这里已生活了40多年。 铺，如1925年在常府巷38号开设的张 声而出，得意地向客人介绍：这个品种

社区黑板报
个园社区
周六举办趣味运动会
本报讯 通讯员 周玲玲 记者 余佳 周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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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明末常遇春住过常府巷
50多年老葡萄树成当地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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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府巷是一条200多米长的南北
向巷道，北头跨小东门街与甘泉路相接
处与仁丰里相接，南端与南城根小三巷
相连。

社区新闻

份高额保障能给不幸的家庭带来一份希望。
近日，新华保险扬州中心支公司快速办理
了一起赔付金额高达200余万的意外身故案
件，这也是扬州新华保险自2002年成立至今，
赔付金额最高的一笔理赔案件。
被保险人J先生于2014年投保了《健康福享
重大疾病保险》、《康爱无忧两全保险》，由于J先
生从事汽修相关工作，经常需要驾车外出，在业
务员的推荐下又购买了《乐行无忧两全保险》，
该险种基本保险金额10万元，年交保费3340
元，若70周岁保单生效对应日前驾乘车意外伤
害身故，赔付保险金为基本保险金额的20倍。
2018年1月，J先生驾驶汽车行驶在京沪高
速公路上，大雾天气视线不清，导致J先生与重
型半挂车发生追尾，几秒钟后身故。突如其来的
噩耗让J先生的家人伤心欲绝，J先生的女儿想
起了父亲生前在新华保险投保的几份保险。
新华保险扬州中支接到报案后，立即启动
快速理赔程序，并第一时间上门慰问。在得知交
通事故认定书需要很久才能出具后，公司查勘
员多次与交警部门协调，了解事故详情，最终确
认事故符合保险责任后，公司将200余万元理
赔款转入受益人账户中。
收到理赔款后，J先生的家属对新华保险的
服务人员及理赔人员表达了深深的谢意。用心
服务，高效理赔，为客户送去关爱和温暖，是每
一个新华保险员工的服务承诺。

前天 ，市民观察团走进东关街道琼花观社区 ， 深入居民家中宣讲 “ 文明二
司新利 乔家明 摄
十四条 ”。

网友反映鸿福二村停车难
记者探访：今年计划改造

来时有假难休。自春节上班以来， 十四条”宣传、信访维稳等工作一
丰乐社区工作人员几乎没好好休 个接一个，“社区工作这么忙，我怎
息过，负责社区和信访工作的吴家 么能只顾自己休假呢？”吴家鑫和
鑫最近因为事务多，忙得都没有时 爱人商量后，决定推迟蜜月旅行。
间休婚假，他的敬业精神在社区传 “从事基层工作，这样的事情
为美谈。
很多，街道和社区有好几个年轻人
吴家鑫今年28岁，今年1月刚 结婚以后，都没有休婚假；街道信
和爱人领取结婚证。两人商定等 访办的一个男同志，儿子过百露
办过婚宴后，就一起去国外度蜜 时，他正在外地值班……”记者采
月，为此两人提前办好了出国护 访时，梅岭街道有关人员介绍，很
照，并对几个心仪的出境线路进行 多年轻人虽然工作时间不长，但都
了打听。3月3日，吴家鑫与爱人举 很有敬业精神。

五里社区有了西区
首家“无人超市”

本报讯 （记者 仲冬兰 ）近日，网友 的那样。记者从小区东门进去，东门
本报讯（通讯员 李霞 记者 余 18平方米左右，出售约500种商
“开开心心”反映，鸿福二村私家车越 有两个通道，南边通道两侧停有车 佳）昨天上午，邗上街道五里社区门 品，由欧尚超市配货，每件商品都
来越多，车主们经常上演停车位之争， 辆，车辆行人只从北边通道进出，北 口突然出现一座“红房子”，不少路 贴有条码。因为是社区店，所以以
急盼改造。
边通道的北侧一溜边也几乎停满汽 过的小朋友对它充满了好奇。原来 出售便利店商品品种为主。
这是欧尚超市在西区开设的第一家
网友“开开心心”介绍，鸿福二村 车。
美琪小区居民吴女士带着孩
小区东大门门口有两条路，南面这条
从小区南门进去，向东、向西都有 “无人超市”社区店，昨天是第一天 子来逛“无人超市”，孩子选了3样
路的两侧停满了汽车，北面路上也停 通道，虽是白天上班时间，通道边仍有 营业，居民只需一部智能手机就能 商品。吴女士来到智能柜台前，一
了汽车，只留一个单向通道。小区南大 不少汽车停放，其中向东通道的两侧 全程自助购物结账，省时省力。 件件扫描，然后微信扫码买单，全
记者来到该“无人超市”前，发 程无障碍。“无人超市”无营业员，
门进去向东方向、向西方向路的两侧 都有汽车停放，在通道向北拐角处，有
也停满了汽车，只留有一个窄窄的单 几个轮胎立在两侧地上。知情者说，这 现该超市是由一个宽约3米、长约 如果出现有人不付钱就将商品拿
向通道。自己住进鸿福二村快一年了， 是物业为确保道路畅通，防止车辆停 6米、高约3米的集装箱“透明铁盒 走的情况，该怎样处理？陈莉解释，
子”做成的，首次进入时，要在门口 当顾客扫描微信二维码进入超市
因为没有停车位，自家轿车只能在小 放而临时设立的。
区找空地停放，牌照螺丝曾被人卸掉， 记者随后就网友反映的问题，咨 的智能识别面板上扫描手机微信 时，超市就能通过微信捆绑的银行
报案后因为附近没有监控，也不了了 询了所在的鸿福社区。有关负责人介 二维码，在线完成简单的注册，门 卡来锁定顾客身份，而且“无人超
之。
绍，鸿福二村正在作车位改造的前期 就会自动打开。
市”24小时全程监控，有很好的防
据欧尚超市无人超市相关负 盗措施。下一步他们将会在人口集
近日，记者走进鸿福二村探访， 准备，今年有改造计划，已经向上级部
责人陈莉介绍，“无人超市”面积在 中的社区继续推广。
情况确实如网友“开开心心”所反映 门申报。

义务教太极20年 老人招关门弟子
下月开班 快去便益门报名

82岁的谢鹏■是便益门社区义务太极拳教 学学习太极拳。老伴学太极拳比他早，便成了他的
练，因为年纪大了，今年他准备招最后一批学员， 家教。因为有“私教”，他进步很快，每天到小区附
以后就由“年轻人”接棒了。免费太极班4月10日 近的撷芳俪浦晨练点锻炼时，一起学习的同伴掌
握不好要领，就向他请教，他也乐于指点，很快赢
开班，想学者即日起可到便益门社区登记。
得了大家的信任。
退休后学起太极拳
后来，热心的他和老伴就成了撷芳俪浦晨练
在古运河边的撷芳俪浦晨练点，大家都称呼 点负责人，每天带领大家晨练，还负责晨练点日常
为提升社区文明形象 ， 倡导居民积极践行 谢鹏■为“谢老师”。其实，谢鹏■做太极教练是半 太极类健身项目的教学。
“ 扬州文明有礼二十四条 ”， 争说文明话 、 做文明
路出家，因为学得认真，动作标准，一入门就成了
每年义务带徒两次
事 、行文明礼 。 3月13日 ，新坝社区党总支组织社 同练者的“老师”。
区党员干部 、学校学生开展了 “学雷锋 、守规矩 、
谢鹏■住在梅岭二村，从部队转业后一直在
为让更多的太极爱好者加入健身队伍，谢鹏
讲礼仪 ”活动 。
宗慧惠 摄
机关工作。他介绍，自己1998年退休后，到老年大 ■每年义务带两次徒。4月份和9月份，他会面向

社会招收一批零基础学员。
“先讲，再教，然后听音乐练习，再辅导……”
谢鹏■按照老年大学教学太极拳的教材、方法，再
加入自己多年的学习心得，免费教学，已经培养了
近40名骨干队员。平时，他还自费复印太极拳的
教学材料以及老年人健康保健材料，带领大家一
起做健康老人。
考虑到自己年纪大了，谢鹏■打算今年上半
年再带一批新学员，以后教练工作就交给晨练点
的“年轻人”。他说，便益门社区附近想学习的，都
可以来报名。
通讯员 龚喜 记者 仲冬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