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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18 日，著名电影表
演艺术家、作家黄宗英逝世。获悉宗
英大姐辞世，我内心既悲痛又感慨。
1994 年她与冯亦代结婚后，因为亦代
是我的挚友，于是我与宗英也成了时
常交往的好友。连日来，重读宗英写
给我的二十几封信，又勾起了我对她
的崇敬与怀念。

当我还是学生年代，就知她是位著
名影星。她演的《乌鸦与麻雀》，尤其是
出演巴金名著《家》中的梅表姐，其表演
有口皆碑。她与赵丹的情缘，也成为文
坛乃至市井大众流传的一桩佳话。宗
英曾对朋友说：“我这辈子做得最对的
一件事，就是嫁给了赵丹。”我有幸见证
了她对赵丹的这种情深意切。那是在
1998年，南通市政府正式公布，把赵丹
在南通市西南营 36 号的故居，列为市
文物保护单位。当我把这喜讯告诉宗
英之后，她立即回寄我一幅悼念赵丹的
书法作品。其文字是——

自君别后山川伴我我伴山川，自君
别后砚冷墨枯纸黄笔魂相偎依，自君别
后只想忘记偏难忘记，自君别后怎料得
最悲寂莫哦，竟没个人儿能任我由着性
儿跟他一阵阵胡乱发发小脾气。

珠江畔思阿丹 赵门黄氏宗英
连同这幅书法，宗英还附寄一张她

刚出道时的青春玉照。收到此信，我为
她对阿丹如此深情所感动，如今重睹此
物，斯人已逝，实在令人伤感唏嘘！

宗英最早出名，自然是源于她作为影
星的精湛演技，但后半生，她却是以著名
报告文学作家的成就被人赞誉。她是如
何从影星转型为作家的呢？2003年8月

12日她给我的一封信中，对这个问题作
了回答。她说：“都说我长得不像工农
兵，我自己为‘脱胎换骨’，又下工厂又去
农村，改造来改造去始终‘气质不过
关’。我要求回到舞台（有大动作，可塑
性大些）又不被批准，加上在1950年10
月我随中国和平代表团赴波兰时，夏衍
同志亲自来火车站为我们送行，并赠我
一本共青团印的厚厚的日记本，要我沿
途记记回来写写，后来组织上就重点培养
我写作，让我参加了1953年在北京举办
的第一届电影编剧讲习班，和白桦、李准、
陆柱国等是同班同学。1956年由孔罗荪
吸收我为上海作家协会会员。1959年在
上海电影局的全体大会上，袁文殊局长突
然宣布我从电影演员剧团，调到上海电影
文学创作所，我当时猛地一下子头疼了起
来，一直疼到今天。”

信中她接着说：“夏衍同志60年代曾
说‘黄宗英不写电影剧本，一年交两篇报
告文学也可以。’我就堂而皇之写起报告
文学来，而且变得只会写报告文学了——
非亲历其境写生不可，偶而也写点儿散
文。1994年4月27日至6月1日我第三
次入藏，险些送命后，哪里也不能去了，我
才学写读书笔记，至今学不会，二哥（指冯
亦代）说我‘不得法’，这事，也不是别人教
得会的。”宗英这些自述，自然是她自谦的
说法，实际上她从影星转型为作家之后，
写出了许多生动感人的报告文学。说她
是位才女，一点也不过分。

不仅如此，从2003年发生“非典”以
后，宗英突然又萌发了重温英文、涉足翻
译的激情。那年她给我来信，说她要学
英文，因为她被严重的失忆症吓着了。

信中说：“你没经历过一下子会忘掉好多
熟悉的人、事、字、技能⋯⋯一眨眼工夫
变成个大笨蛋，连瓶盖也不会开了，剪刀
都不知怎么拿了⋯⋯呀，我宁可生癌症
也不愿变痴呆。我学英文，就是在做恢
复记忆力的保健操。”我理解宗英这种失
忆的焦虑感，所以支持她复习英文，希望
通过重温英文单词和短文，来激发她的
记忆力。我寄给她一些简明易懂的英文
杂志和英文画报，并敦促她遇到忘记的
词，一定要查词典弄明白并记住。毕竟
宗英是位才女，悟性高，又肯坚持，没多
久她的英语能力就恢复，进步得很快。
2005年，她特地来信托我代购一本新版
朗文英汉双解辞典，并要求我给她一些
短篇英文，她也想搞翻译。我真被她这
种不服输的毅力和勇气所感动。很遗
憾，当时国内还没有这部辞典的新版可
卖，同时因她身体的原因，搞翻译之事也
搁浅，这两件事我都没有帮她实现，如今
想想还觉有愧。

许多人都很好奇，69 岁的宗英，何
以想到再嫁给81岁的冯亦代？我也曾
半开玩笑地就这个问题直率问过宗英。
她回答说:“赵丹说过二哥（他们对亦代
的昵称）是位好人，早在抗战时期重庆
时，二哥利用造币厂厂长的身份，帮助过
许多进步的文化人士，没有二哥，当时很
多文艺界人士很难在重庆立足。二哥对
安娜（亦代亡妻）更是百般的好。现在二
哥老了，我嫁给他，算是表示‘临终关怀’
吧。”亦代听了，只在一旁傻笑。宗英这
话看似玩笑，但我深知，她确是对亦代的

“临终关怀”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
宗英入藏采风归来，患上严重的高

原反应症，时常呼吸障碍，咳嗽，失眠。
但她依然抱病张罗着亦代的各项起居
生活，病人侍候病人，其艰难可想而
知。亦代要住院治病，宗英动用各种人
情关系想方设法让他住进条件较好的
病房。亦代没有什么积累，不少特殊医
疗费用需要自己负担。宗英又向朋友
借钱渡过难关。有一次我带了两只上
海三黄鸡到中日友好医院看望亦代，宗
英一见高兴极了，立即借来刀子，开封
切块喂给亦代吃。目睹此情此景，我被
深深打动了。亦代晚年能有宗英对自
己如此“临终关怀”，真是难得的福气。

亦代儿子冯浩曾对我说；“多亏宗
英妈妈，我父亲才得以多活十几年。”我
赞同这样的看法。亦代与宗英琴瑟和
谐，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一根精神纽
带，那就是对文学写作的热爱——文学
让他们惺惺相惜，也给他们晚年生活带
来了活力，增添了浪漫的色彩。两人婚
后，亦代继续书写他那特色独具的散
文，重版了他的《龙套集》，宗英也出版
了《上了年纪的禅思》《故我依然》《卖艺
人家》等6部散文集。老两口还合作出
版了《归隐书林》《冯亦代黄宗英情书》
和《命运的分号》等文集。经过宗英和
几位热心朋友的整理校订，不久前《冯
亦代文集》和《黄宗英文集》相继出版。
亦代与宗英的黄昏恋，是一段动人的恋
情，也让人看到两位文人在相知相守
中，对文学终身不辍的追求。

95 岁的黄宗英走了，但她在表演
艺术和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在个人生活
上的点滴光辉，无疑会长久地留在人们
的记忆里。

至真至诚黄宗英
□ 李景端 半年前的一天，梅姐办公室来了一个

女子，自称小吉。声音柔弱，举止拘谨。
梅姐招待她坐下。小吉刚落座，又

站起来，从皮包里掏出一摞钱，恭恭敬
敬放在梅姐面前。梅姐很是惊讶，摸不
着头脑，问：给我这么多钱是什么意思？

眼前的小吉，化了淡妆，但浅浅粉
黛掩盖不了满脸憔悴。她的嘴唇苍白，
没有一丝血色，手指皲裂，布满老茧，右
手大拇指还包着创可贴。

梅姐，我是小吉啊。当年，我丈夫
生病时，您借过钱给他治病的，我今天
好不容易打听到您的地址，特地来还钱
给您的。这份人情欠得太久了，您千万
莫怪我。小吉这番话，定是事先想好
的，一股脑地倾诉出来。

一席话把梅姐拉回到二十年前。
小吉的丈夫与梅姐在一个单位工作，那
一年，他突发重病，梅姐和同事们一起
借了一些钱给他治疗，但他最终还是不
幸去世。不久，梅姐离开了那座小城。
梅姐万万想不到，小吉今天竟辗转找上
门来！

小吉仿佛一下子将肩上的重担卸
下似的，长吁一口气，眼角湿润。

梅姐忍不住问道：我当时已把欠
条撕了，你为什么隔了二十年仍执意
要还呢？

“丈夫没了，我的良心不能没了，我
不能昧着良心亏欠帮助过我家的人。
哪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当时我
打了欠条，还用一个小本子记着大家的
名字和借款数目。攒够一个先还一个，
每还一个就在后面画上一颗红心，记着
大家的好。梅姐，虽然您当时把欠条撕
了，但一直在我心里挂着。真不好意
思，拖欠了二十年。”小吉絮絮叨叨，说
了许多。

当年的遭遇和二十年的光阴，改变
了小吉的容颜，曾经青春如霞、爱笑爱美
的女子，如今白发染鬓、面容苍老。这些
年她经历了些什么苦难，背负了多少债
务，是怎么走过来的？梅姐心里打满了
问号。小吉轻轻一笑：梅姐，您不要替我
担心，到今天，我已经将所有债务都还清
了，给每一位好心人一个交代和一份深
深的感谢，我现在生活好着呢。

梅姐小心翼翼地问：你到处打工
赚钱还债，还要抚养小孩、赡养老人，
苦吗？

“苦是苦，习惯了。”小吉说，“自己
吃苦受累不算什么，只是对不住孩子和
父母跟着受苦。特别是孩子长身体的
时候，我每天都要盘算好开支，大白菜
和黄豆芽，哪个便宜买哪个。好在孩子
很懂事，考上不错的大学，找到了心仪
的工作，已经结婚成家。父母也很好，
父亲已经 97 岁了，健健康康。不怕梅
姐笑话，二十年来，我没有舍得买过一
件新衣裳，今天来见您，还是向女儿借
的衣服呢。”

梅姐忍不住问小吉，还有什么困
难吗，我可以找人一起再帮帮你！小
吉连连摇头，什么都不要，一家人静静
过好日子就行了。现在，我有空还到
福 利 院 做 志 愿 者 ，帮 着 照 料 孤 寡 老
人。这是我报答好心人的最好方法。
小吉脸上洋溢着笑容，如同风雨过后
漫天彩云中的一道霞光。

临别之时，小吉向梅姐深鞠一躬，
梅姐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她想了想，写
下这段文字：

当初我选择了善良，今日你坚守了
诚信。这笔钱是善良、担当、坚韧的见
证，我会将它留在心底，让这份温情继
续传递下去——

二十年的欠条
□ 朱 莹

从前苏州人有句老话：“沿河窗
盘——填勿满”。哪家孩子胃口好，
吃 东 西 来 者 不 拒 ，大 人 就 会 说 一 句

“随便什么都塞得进去，像沿河窗盘
哉”。于是“沿河窗盘”成了好胃口、
填勿满的形象比喻。

苏州城河道纵横交错，到处都是枕
河人家，每家都有沿河窗盘。自来水没
有普及的年代，许多人家包括临河的茶
馆饭店汲而饮之，沿河窗盘就是取水的
窗口。店家一早由挑夫拾级下河挑水，
普通住家就取个吊桶从窗盘里延伸到
河道吊水，“咕咚”一个跟头，就把一桶
水吊了上来。倘作洗刷之用，不多时就

“哗”地把用过的脏水泼回河道，河道把
脏水吞咽后，继续向前奔流，小河依然
清悠悠。

沿河窗盘还是人们交流和货殖的
窗口。与邻居要说个话儿，不必走出
大门，只须倚在窗盘上吆喝几句即可，
尤其与河对岸的邻居说话，如果要碰

面而言，那得绕许多路过一道桥才能
碰面，倒不如趴在窗盘上侃侃而谈。
如果有乡下船只经过，大抵能识得是
进城来做什么生意的，就趴在窗盘上
问货问价、讨价还价，如果接得上话
茬，船就靠到沿河窗盘下，开始了买
卖，如春天的蔬菜、夏天的西瓜、秋天
的菱角、冬天的萝卜，还有新米新稻
草、活鱼活鸡鸭⋯⋯多半能在沿河窗
盘成交。譬如我母亲可以在沿河窗盘
眺望着一条条过船，认辨出满船稻草
的成色，然后认定其中一条果断叫住，
把半年的稻草买好。

从前的人缺乏环保意识，垃圾杂物
动辄朝窗外一扔，张家扔李家扔，弄得
悠悠小河总是漂浮着脏物。好在小河
有自洁功能，流淌着、沉淀着，外运河的
水源源不断流进来，把全城百余公里的
小河水冲呀刷的，一宿过后，河水又恢
复了清净。然而一度管理不严，有妇人
会偷偷到河埠洗刷马桶，“沙沙沙”的声

音此起彼伏，这岸滩刷马桶，那岸滩淘
米洗菜，居然还有就着河水刷牙洗脸
的，实在倒人胃口。

不过，说沿河窗盘是吞咽垃圾的无
底洞，倒也未必。在大搞爱国卫生运
动的日子里，沿河窗盘成了互相监督
的窗口，孩子们在各家窗户闪眨着机
警的眼睛，关注着哪个窗盘里扔出了
脏物，便尖着嗓门直嚷嚷：“张家好婆
扔出了一张菜皮！李家阿姨扔出一把
破笤帚⋯⋯”这童声好清脆，一下喊开
了多家的窗口，那个扔垃圾的窗盘顿时
羞愧地闭起了窗户。几次运动过后，沿
河窗盘随意扔垃圾的现象大为减少，河
水自然洁净了许多。

沿河窗盘还时常传出好听的声音，
不止清脆的童声，还有美妙的乐器声和
歌吟声，最多的是弹唱评弹声。那时
节，姑苏城学评弹的小儿女可多哩，纯
喜好者有之，想将来吃开口饭的也不
少，一个窗盘里传出弹唱声，几十家人

家都听得到。我家斜对面河岸有个窗
盘时常传出那美妙的声音，隐隐约约
看到是个美丽的女孩。傍晚，凡她弹
唱时，河这岸的男孩们都会变得莫名
亢奋，先静静听着，继而在一处较为
开阔的河埠比赛起了“打水宝塔”
的 游 戏 ，一 片 片 瓦 片 削 向 河
面、削向对岸，数着：“一二三
四五⋯⋯”打出一串漂亮的

“水宝塔”，那清脆的“啪啪
啪”恰衬托着女孩“叮叮咚
咚”的琵琶声，格外好听，遂
引出一片欢呼。不知谁提
议绕到对岸去看看这弹唱
的女孩，却被阻止：“有人
去寻觅过，那是找不到的，
压根不知在哪个家门。”有
人就幽幽说道：“不会是聊
斋里的人吧。”这一说，男孩
们便一哄而散。

至今我犹记得那景那情。

沿河窗盘

若干年前，我的家坐落在英属哥伦比
亚大学校园。我习惯于早起，通常是全楼
第一位出门者。那日清晨，分外冷冽，天
空飘着鹅毛大雪。我踏着楼梯拾级而下，
过道上的暗红地毯透着一股无可言状的
怀旧情绪。出得门来，竟发觉楼下的垃圾
箱旁伫立一“人”，头上身上积满了白雪。

我好奇地走过去，帮“他”掸掉头
上的雪花，看到了一位沉思的“美男
子”，弯眉深目，眼帘低垂，鼻梁高耸，
嘴唇紧抿，脸上带着无与伦比的安逸
和宁静，与漫天狂舞的雪花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最别致的是，“他”头上高
耸着一团稻草般蓬勃的头发，暗示着
曾经有过的鲜活生命。

这位用木头雕成的“美男子”，虽非
肉生，却给予我一种真实可触的感觉。
树木从肥沃大地中生根发芽，茁壮成
长，长出顶天立地的枝干，再被某位不
知名的能工巧匠惜材截取，精雕细刻，
打造成如今这副可爱可敬的模样。用
稻草做头发，在我看来简直是神来之
笔——无论是树木还是稻草，都是人世
间最容易与云天相接的植物，且都带有

不可思议的人性。
我脑海里突然萌生出自古

以来哲学家们经常拷问的人
生三大命题：你是谁？你从
哪里来？你到何处去？

“他”默而不答，支颐深
思，高不可测。

外 面 风 紧 雪 急 ，我 请
“他”入屋，扫雪除尘后仔细
观察。单从脸型看，“他”的
头较长，眼窝深，鼻子高，下

巴突出，好像来源于南美洲
古 老 神 秘 的 复 活 岛 。 若 从

“他”细长而矫捷的四肢看，又
好似经历过漫长的马拉松赛跑。
有关“他”的来历，我作了推测。

学期结束，来自世界各地的师生们纷纷
离开校园，经常思乡心切，顾不及处理
室中杂物，为省事一丢了之。当然也可
能是行李过重，忍痛割爱，由此我对

“他”的前主人也存戚戚的顾念之心。
我为“他”在书房一隅找到“安身立

命”所在。天复一天，年复一年，“他”虽
不会长大长高，却很好伺候，不给人添
任何麻烦。他是个哲学家，不吃不喝，
不吵不闹，终日像罗丹“思想者”般作思
索状。一眨眼，“他”已陪伴我十几年，
其间搬过多次家，“他”仍不弃不离，死
心塌地留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珍
惜“他”，不愿舍弃“他”。

有一件小事值得一提，我的雕塑老
师初来我家拜访，别的都没注意到，却
盯着这位沉思冥想的“美男子”看了半
天，老师那焦灼的眼神使我发慌。我凑
近一看，竟看见“美男子”的左边脸颊上
流着一长串泪珠，从眼睛滴到下巴，最
终融入到他托着腮帮的左手掌心。

我心中责怪自己，整日忙于生计，
竟疏忽了对“他”的细心呵护，“他”的左
脸颊上多出了一道深深的裂痕。“别忘
了雕塑是有生命的，不要让他被太阳
晒，不要让他被水碰到。”雕塑家老师谆
谆告诫说。我想起幼年时跟他学雕塑，
每当作品完成，他也说过这样的话。临
走时，老师又说，“这可是件好东西，千
万不要丢弃！”他的叮咛，更促使我对
此珍爱有加。

我难得拾荒，记忆中这唯一一次
拾荒，却体验了拾荒的乐趣。除了不
劳而获这实际的欢喜之外，更吸引人
的是，它永远是一份未知，它是一个
没有终止、没有答案、也不会有结局
的谜。近读台湾女作家三毛散文集

《背影》，读到一句“拾荒人眼底的垃
圾场是一块世界上最妩媚的花园”，
不禁会心一笑。

雪中“美男子”
□ 杨 柳

□ 吴翼民

林琨

摄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南京盛途商业
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该债权总额为
6,491.07万元，本金为5,000.00万元。债务人位于南京市，该债权由王
华、金盛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南京金盛国际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房地产）、南京龙池金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房地产） 提供担保。债务
人停止经营。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
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
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
产。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
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联系。联系人：李媛媛、
顾正龙，联系电话：025-52680932、025-52680832，电子邮件：liyu-
anyuan@cinda.com.cn、guzhenglong@cinda.com.cn。分公司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77号10号楼18-20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5-52680855。对排斥、阻
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angfe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南京山西路百货

大楼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1年1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
7,367.26万元，本金为4,924.97万元。债务人位于南京市，该债权由王
华、金盛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南京金盛国际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房地产）、南京郑和国际广场建设有限公司（房地产）提供担保。债务
人停止经营。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
誉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
资产。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5 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 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联系。联系人：李
媛媛、顾正龙，联系电话：025-52680932、025-52680832，电子邮件：
liyuanyuan@cinda.com.cn、guzhenglong@cinda.com.cn。 分 公 司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77号10号楼18-20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5-52680855。对排斥、阻
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angfe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卷首论坛
爱国：张謇企业家精神的核心
⋯⋯⋯⋯⋯⋯⋯⋯⋯⋯⋯⋯ 黄正平
●同心抗疫
拼出希望守出胜利 ⋯⋯⋯ 刘 云
让党旗飘扬在战疫复产一线
⋯⋯⋯⋯⋯⋯⋯⋯⋯⋯⋯⋯ 周海江

稳大局安民生勇立保供防疫第一线
⋯⋯⋯⋯⋯⋯⋯⋯⋯⋯⋯⋯ 陈 兵
我的方舱医院日记⋯⋯⋯⋯ 杨永峰
疫情不退，我们不撤
⋯⋯⋯⋯ 傅茂英 口述 戴学龙 整理

●岁月留痕
率先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江苏实践
⋯⋯⋯⋯⋯⋯⋯⋯⋯⋯⋯⋯ 程玉松

千年古街“追梦”记 ⋯⋯⋯⋯ 平龙根
——“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山塘街

保护性修复亲历记
不忘初心 持之以恒 永做改革创新

“排头兵” ⋯⋯⋯⋯⋯⋯⋯ 高纪凡
军旗上有我的风采
⋯⋯⋯⋯ 邹元振 口述 胡宝良 整理
●往事追忆
周恩来与“北京人艺”的特殊情感
⋯⋯⋯⋯⋯⋯⋯⋯⋯⋯⋯⋯ 张达明

曲园追怀 ⋯⋯⋯⋯⋯⋯⋯⋯ 沈伟东
胡宏书记的领导风采⋯⋯⋯ 李鸿民
●史海纵横
抗战期间中共和阎锡山的六次斗智
斗勇⋯⋯⋯⋯⋯⋯⋯⋯⋯⋯ 葛美荣
南京保卫战之板桥镇阻击战
⋯⋯⋯⋯⋯⋯⋯⋯⋯⋯⋯⋯ 付传年

●人物春秋
清末治水专家万青选 ⋯⋯ 赖 晨
翦伯赞的传奇故事⋯⋯⋯⋯ 胡益贤
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中国之行
⋯⋯⋯⋯⋯⋯⋯⋯⋯⋯⋯⋯ 张家康

胡厥文：我国著名的爱国民族企业家
⋯⋯⋯⋯⋯⋯⋯⋯⋯⋯⋯⋯ 叶介甫

民国时期“连云市”的主任秘书——
张仁序 ⋯⋯⋯⋯⋯ 封其灿 张晨晨
●文化长廊
江南文化背景下的锡商和通商
⋯⋯⋯⋯⋯⋯⋯⋯⋯⋯⋯⋯ 罗一民

旧时镇江“送灶”习俗⋯⋯⋯ 潘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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