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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相对论中的时间：当
你站在火炉前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热，而且到了
一定程度，你就会感觉时间过得相当慢，恨不得
马上离开。但是，当你站在一个恋爱的美女面前
的时候，你也可能会觉得发热，但是到一定时间
后，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舍不得离开。

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那段时间里，我深切地
感受和理解了时间相对论，觉得时间突然变得好
慢，真是度日如年！

直至高考录取工作接近尾声，我也没有等到
好消息。

我怀着失落的心情迎来了新的一年。元旦
刚过，大队组织民工到滆湖（现在也称西太湖）围
湖造田。那天一早，我赶到大队部领取我的具体
任务，母亲则把我的衣服和被子包扎好，连同劳
动工具送到了队里去滆湖工地的水泥船上。

也就是在那一天，我的录取通知书竟寄到了
南新中学。我的高中班主任徐华君老师拿到我
的通知书，二话没说，转身就跑向我家报喜。学
校离我家有两里多路，徐老师一路上逢人便说：

“章剑华录取了！章剑华录取了！”
跑到我家时，徐老师已是汗流满面。母亲接

过通知书，竟一句感激的话也讲不出来，甚至忘
记给气喘吁吁的徐老师倒杯茶。母亲的第一反
应就是立即把这一喜讯告诉我。母亲跑到隔壁
的供销社，请人拨通了大队部的电话。

当我从电话里得知录取的消息时，不知为什
么，我既没有高兴得跳起来，更没有像范进中举

那样失常失态，反而显得颇为冷静。也许是这份
迟到的入学通知书，让我心里冷得一下子热不起
来了吧。我把消息告诉在场的大队书记，没等书
记说些什么，便转身往家里跑。

家里挤满了整整一屋子的人。左邻右舍的
许多人都过来了。父母笑逐颜开，满屋欢声笑
语。见到我回来，大家都向我祝贺。那位蒋姓妇
女高声地说道：“剑华，怎么样，瞎子说你以后要
在外面吃饭，你看没有瞎说吧？”引得大家哄堂大
笑。此时此景，我心头一热，全身的血液如翻江
倒海一般。这激动，与其说是因为见到了朝思暮
想的入学通知书，还不如说是被眼前热情的场景
和真挚的情谊所感染。

等大家走后，我详细地看了入学通知书，才
知道自己录取的学校是镇江第二师范学校。我
顿觉纳闷：我在志愿书上没有填写这所学校啊。
我的第一志愿分明填的是“江苏省外贸学校”，接
着后面的是“江苏省物资学校”“江苏省商业学
校”等。

那么，怎么会被二师录取的呢？后来得知，

那时“文革”刚结束，学校教师奇缺，国家为了把
教育搞上去，决定先从培养师资抓起，便同意师
范院校在高考成绩较好的学生中优先录取。我
的数学成绩不算太高，而语文考了87分，属于高
分，因而被镇江二师的中文专业录取了。

现在学校录取必须严格尊重考生本人志愿，
而在当时毋需征求本人意见，考生也不会提出任
何异议，只要能录取就谢天谢地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录取什么学校，也就
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如果我被省外贸学
校或其他什么学校录取，那我走的路会是大相
径庭。但是，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没有埋
怨和后悔。而且，我非常感激并感到自豪的是，
国家为我定下了人生的志愿，国家改变了我的
人生轨迹。

在当时，无论是考上大学还是录取中专，似
乎没有多大的区别，都被视为“鲤鱼跳龙门”。

那段时间，人们都把羡慕和赞许的眼光投向
我们这些被录取的学生，其光荣程度决不亚于参
军入伍。虽然没有胸戴大红花，颁发光荣榜，但

全身上下都罩上了美丽金黄的光环。大队和生
产队为我召开了欢送会，送了钢笔、笔记本等学
习用品。队里的社员们还凑钱帮我买了一些日
常用品。尤其让我感动的是，那位经常吵架的妇
女，用了几天的时间，日夜赶做了一双布鞋，送给
我带到学校里穿。乡亲们的那份真诚，那份情
谊，使我终身难忘。

这些日子，父母更是忙碌而快乐着。母亲整
天喜上眉梢，为我准备着上学所需的各种物品。
父亲的脸上露出了少有的微笑，办手续、迁户口，
都由他一手操办，其劲头、其情绪，就像是自己中
了状元。

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父亲用他仅有的积
蓄，花30元钱为我买了一只钟山牌手表，这在当
时是奢侈品了。对于一向节俭吝啬的父亲来说，
是破天荒的大方了。我喜出望外、受宠若惊。

转眼间，到了开学的时候了。临行前，我挨
家挨户去道别。大家既从心底里为我高兴，又依
依不舍。一些老年人拉着我的手有说不完的话，
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剑华啊，你有出息了，可

不能忘记我们哪！”我连连点头，一再表示不会忘
记大家。我是这么说的，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在回乡劳动的两年时间里，我与队里的社员
们朝夕相处、同甘共苦，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是
他们手把手地教会我农活，是他们推举我当上了
队干部，更是他们勤劳朴实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
精神教育鼓励了我。我深深地感激他们，永远不
会忘记他们。

最后，我去向队里的孤寡老人吴细狗道别，
他是我最放心不下的。过去我母亲一直照顾着
他，我当队干部后，对他也是特别照顾，尽可能多
分些粮草给他，逢年过节还送上几斤肉和几元
钱。我找到他时，他正在场地上晒太阳。见着我
便扭过头去擦眼泪，我不知说些什么是好。别看
他无依无靠，但人穷志不穷，饿死也不求人，从不
掉泪。今天他却抹着眼泪说：“剑华，你要上学去
了，今后谁也不会把我放在心上了。”我一边安慰
他，一边从口袋里摸出几元钱给他，可他死活不
肯收，推了又推，我只好把钱硬塞到他的口袋里，
跑着离开了。

付出真心，收获真情。离开家乡的那天上
午，几乎全队的人都来送我。人群中，吴细狗老
人站在远处，没有上来与我道别，也没有向我招
手，只是默默地看着我。此时无声胜有声，我知
道他的心事，领会他的心意。

我带着家人和乡亲们的关爱与嘱托，带着对
他们的感激和思念，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故乡，踏
上了求学之路。

龙蟠里是南京城西北一条南北走向、不足
五百米的小街，咫尺之外便是清凉山驻马坡。
相传1700多年前，诸葛亮在此观览山川形胜之
后，不禁发出“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
也”的感叹，取其意，龙蟠里与街北的虎踞关因
此而得名。

解放前，我爷爷、奶奶带着家人一直住在龙
蟠里。当时的门牌是龙蟠里37号，房子是祖上
传下来的，具有典型的江南民宅风格，前后共三
进，后面的小院子以竹篱笆和隔壁的学校操场
隔开。紧挨着的菠萝山又称盋山，是清凉山的
余脉，大概也就四五十米高。家中遇上小病小
灾，总爱去山上庙里烧个香。老宅大门的街对
面不远处，是被称作“南京小西湖”的乌龙潭，出
门左拐经过学校的大门，就到了端方在惜阴书
院原址上建起的江南图书馆，后更名为江苏省
国学图书馆。解放初，我们周家老宅因与之一
墙之隔的中学扩建而被拆除。我1953年出生
时老屋虽已不复存在，却时常听长辈讲起在龙
蟠里的日子。

爷爷周锡铭去世时，我不到10岁，我对老
人家的印象是碎片式的，但为他送葬时的情景
仍历历在目。奶奶周宋氏去世更早，我的脑海
里只是一个大概的模样，但清楚地记得父亲说
过，旧社会日子苦，奶奶在宅旁的中学门口为学
生热饭，收上一两分钱加工费糊口度日。时至

今日，每当我经过那所学校门口，总有一幅小脚
妇女围着小煤炉，冬迎寒风、夏顶烈日的图景浮
现在眼前。

由于龙蟠里分布着陶风楼、教忠祠、魏源故
居等诸多古迹，素有“金陵文脉之源”一说。父
亲从小家境贫寒，没有良好的读书条件，但街巷
里弥漫着的阵阵书香对他的文化熏陶和知识积
累不无裨益。父亲从少年时代起就立志当一名
教师，考上师范后，他读书很努力，一直担任学
校学生会副主席，师范毕业，他果然当了几十年
中学老师。

当年，我还有一位先人竟然也住在龙蟠
里。有一阵子，为研究江苏铁路史，我常去市档
案馆查阅资料，无意之中竟然找到外祖父高季
可上世纪40年代的户籍卡。根据户籍卡上外
公年龄的推算，建卡时间是1947年，这时他住
在龙蟠里往东不远处的左所巷6号。而在这之
前，据我妈妈读师范时最要好的同学凌慕兰阿
姨回忆，我外公就住在龙蟠里。外公早年读过
大学、留过洋，是当时国内颇具影响的数学名
师。只可惜，外公不到50岁就英年早逝了。尽
管如此，冥冥之中他的影响在后来的岁月里似
乎还在延续着。外公辞世30年后的1978年，
我们兄弟三人同时“清一色”考上南京师范学院
（现南京师范大学），得到录取消息时我们还在
苏北，为我们去报到的父亲手里拿着左一张、右

一张的录取通知书，别人还误以为他是哪个单
位来帮职工集体报到的呢。

富有戏剧性的是，我外公当年曾经供职的
第一临时中学（即后来的南京四中）正是我奶奶
在门口为学生热饭的那所学校。谁也没想到，
若干年后西装革履、风流倜傥的名牌教师，和校
门口为学生热饭度日的小脚老太竟然成了亲
家。遗憾的是，两位先辈并不知道这个故事。
我爸妈是在南京市立师范学校读书时相识、相
爱的，他们结婚时，外公早已离开人世。奶奶兴
高采烈地张罗着把三儿媳（我爸排行老三）娶进
了周家老宅，却没人跟她讲起逝去的亲家公在

“一临中”教书的事。
然而，令子孙后代十分自豪的是，老人们的

后代中以教为业、终身从教者大有人在。我爸
妈都是教师。我们兄妹连同配偶8人中有6人
从事教育工作，其中有两名特级教师、三名教授
和三名院校长。现如今，南京四中又在时代的
变迁中更名为南京二十九中初中部。我的女儿
就在这所学校任教，历史竟然如此巧合。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南京人，我曾经一次
又一次地途经龙蟠里，也一回又一回地来到龙
蟠里。驻足遥想，那些围绕着老街、老宅和老校
园所发生的故事虽然有点久远，但由远及近的
岁月恰似缓缓流淌的涓涓溪水滋润着我的心
田。往事铭心，并不如烟。

龙蟠里遥想
□ 周世青

小万在我们小区里开了家理发店，已经立
足十多年了。这是个连家店，也是夫妻店。这
店有个特点，专理男发。通常，小万专门理发，
老婆小梅就负责刮脸。平日里，小万把这店堂
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那些理发工具擦得是锃光
瓦亮的，就跟新的一样；那镜子更是擦得纤尘

不染，照得人是须眉毕现。
小万今年四十出头，长得精瘦小巧，

清清爽爽的，给人一种精明干练的感
觉。他的老婆小梅虽胖，也是一副精干
的模样。小梅看人说话总是轻言慢语，
笑眯眯的，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这是
拿你当回事，把你当上帝待的。

小万理发的时候，精力集中，不苟言
笑。他的动作快而连贯，只听见电推剪

运行的声响。这声音流畅匀速，从不打
绊，真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可理发的质

量却一点也不含糊。理完发，他还要习惯性

地对顾客前后打量一番，生怕哪里存有不足。
然后他还要稍事修剪，这也是习惯，免得顾客心
里不踏实。修剪完毕，他用毛刷将你脸上和脖
子间的细碎头发掸净，其后再用电吹风给你满
头满脸地吹一遍，这属精益求精，最后在你肩头
轻拍两下，他这动作就像写文章结束时的句号，
更像乐曲的休止符。

这时他的老婆小梅该上场了。小梅刮脸的
动作很轻，还有点飘。刀子刮在脸上，不仅不
疼，还像阵风，有点痒兮兮的快感。她刮脸非常
仔细，就连眼窝、鼻翼、下巴、耳边，凡是旮旮旯
旯的地方，全都刮到，一处不落。刮完脸，她还
用手在你脸部反复摩挲，唯恐存有遗漏的地
方。刮好了脸，她还要用润肤霜给你抹抹，再锦
上添花地给你脸部和头部稍作按摩。这虽是顺
带的，可时间的长度掌握得正好，既不长得像是
恭维，又不短得意犹未尽。

有人要问了，小万这个店生意怎样，奇好！

从早到晚客人不断。逢到节假日，那真叫顾客盈
门。这夫妻俩真是眼睛一睁，忙到熄灯。人虽忙
点累点，可高兴啊。他这店，经常是三五个人在
等待，这些人都齐刷刷地坐在沙发上。免得顾客
无聊，小万还专门订了报纸，供客人在等候之际
阅读。有时他还买几本杂志，或是《知音》，或是
《家庭》，反正都跟生活有关的，大家爱看。有时他
干脆把彩电也搬了出来，这叫为客户着想。

现如今理发价格的行情，一般男性单一理
发，底价是二十块钱，贵点的要三四十，若是店
堂装修得好些，那价格就没谱了。可小万理发，
现如今，他只收十五块，质量还不打折。

小万是本分的手艺人，投机取巧的事不做，
歪门邪道的事不干。小万靠理发虽发不了大
财，但至少也算是布衣暖，菜根香了。小万常
说：“人家骑马我骑驴，后面还有推车的汉，比上
不足，比下有余。”这不是阿Q，这是一个知足常
乐的劳动者。

理发师小万
□ 徐永清

我的录取通知书
□ 章剑华

前不久，新华日报老社长金靖中的夫人许
宛英打电话给我：“听说你在南大新传院讲课，
家里有些藏书，你来看看有没有用得着的。”

我知道老金爱看书，也藏了不少书，但去了
才发现，他的藏书量比我预料的要多得多：一间
房子，四周都是顶天立地的书架，地下还有一堆
一堆的，而这只是他藏书的一部分。

翻阅淘来的六七捆讲课“用得着的”书
时，我很自然地联想到“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的古话。

“赠人玫瑰”自不待言。我所挑的书，别说
新华书店，国内藏书量名列前茅的南京图书馆
也未必能收集齐全。其中，《中国明代新闻传
播史》、美国著名记者沃尔特·克朗凯特的《记
者生涯》《真理报的工作经验》《联共（布）高级
党校新闻班讲义选译》《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
文件汇编》是了解中外新闻史的窗户；《胡乔
木文集》、李庄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以及
《文汇报史略》《扬州报刊志》从不同侧面反映
了各级新闻媒体观念的变化、思路的拓展、改
革的轨迹；《经济建设通讯报告选》、《我与新
闻工作》（全国新闻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选编的 34位资深老新闻工作者的代表
作）、《我的新闻生涯》、《张友鸾随笔选》、穆青
的《新闻散论》、南振中的《记者的发现力》都堪
称我国新闻事业的宝贵财富，对提高新闻队
伍、特别是年轻一代新闻工作者的素养大有裨
益……

至于“手留余香”，老金的藏书绝大部分是
社科类的，而他的子女则都是学理工的，一般用
不到这些书。让老金的藏书各得其所，更能发
挥老金藏书的作用，也更能体现老金藏书的目
的。老许向新华报业传媒集团负责报史的部门
赠送藏书，应该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吴晓平近日发表的文章《清零》里说，这些
年搬家，他淘汰了无数旧家具、过时玩物，十几
书橱的书则始终舍不得扔。但别说买的书、朋
友写的签了名送的书，就是自己写的书，孩子都
不感兴趣。想想一旦撒手归西，自己视若珍宝
的书籍会去哪里，他“不敢想，想多了，心疼”。

我觉得，老许处置老金藏书的做法具有广
泛的借鉴意义——家有十几个书橱的或许不
多，但有三五个或一两个书橱的应该比比皆是
吧。老一辈留下来的书，小一辈由于各种原因
不看，也不是个别现象，但小一辈不看并不意味
着这些书只能闲置甚至进废品收购站：

一些学术类书籍，本来印数就少，如果不是
一出版就买，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这样的私
人藏书无疑可作为公共图书馆的一个补充。

私人藏书还往往具有独特的价值。书上有
作者签名是较为常见的，特别是名家的签名，对
于藏书爱好者无疑是珍贵的。此外，私人藏书
往往凝集着藏主的心血：为了收藏自己喜爱的
作品，有人节衣缩食、倾囊以购；有人不辞劳苦，

四处搜寻；有的每得罕见珍本，加班加点，握管
誊抄。如，因经济条件所限，鲁迅往往买些残
本，然后自己把残缺部分抄配补齐、装订成册，
这一无奈之举构成了他藏书的一大特点。

更重要的是，一些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孩
子虽然没有辍学，但家里没钱供他们买课外
书。若通过某种方式，让他们能得到私人藏书
中自己所需的那部分，也是物尽其用。

当然，这需要在私人藏书的供需之间搭建
起一座桥梁——像老许和我这种熟人之间的推
介、转让，难以充分实现私人藏书的价值。

国内一些高校图书馆开设诚征图书捐赠的
网页，很值得推广。此外，公共图书馆建设也应
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建立以立法保证政府投入
为主的机制，确保图书馆建设资金；另一方面，
探索市场化运作、多元化投入新模式，鼓励、引
导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设法把私人藏书
纳入到图书馆的管理体系当中，不断开拓私人
藏书流通的新领域，在把私人藏书从狭小的空
间解放出来、走进公众视野的同时，也能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图书馆经费不足的难题。

一些公共图书馆已开始收藏和出借各种实
物资源，比如地图、工程图、手工艺品、玩具、陶
瓷以及语音图书、电子图书、计算机游戏等。可
见，无论人力财力物力，公共图书馆都还有开发
利用的空间。

作为旧书交易平台，孔夫子旧书网的作用也
不可小觑。任何明智的收藏都是讲求质量而不是
一味追求数量的。讲求质量，就要有进有出。旧
书业发达，买卖就方便。网上显示，2015年孔夫
子旧书网交易额就达5亿元。我相信，旧书网络
交易平台还能更多地造福私人藏书的供需双方。

政府则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盘活私人藏
书。包括私人向图书馆捐赠藏书、图书馆把私
人藏书纳入自身的管理体系当中、做大旧书交
易平台等，可以是政府给予政策或土地的优惠，
可以是职能部门如工商、税务等减免税费，也可
以是宣传报道。

相关政策公开完善有利于捐赠及早安排。
比起子女，藏主一般更了解藏书使用和收藏上
的价值，所以，他们在生前亲自处置捐赠、转
让事宜，更能使藏书有个好的归宿，也有助
于避免因细节考虑不周引发后遗症。

图书的私藏公用自古就有，但过去主
要是大户人家的作为。现在，私人藏书
普遍化了，怎样充分利用这个资源是个
新课题。而各家的情况不一，各人对藏
书的物质追求和精神寄托不一，各地
可用以整合的资源禀赋不一，盘活私
人藏书过程中出现一些矛盾在所难
免。我上面说的只是引玉之砖，若能
引发更多切实可行的金点子，这项利
国利民也利己的事情就有望尽早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家有藏书
□ 郭江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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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泰州监管分局批准，换（颁）发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泰州市海陵支公司华港营业部

机 构 编 码：000002321202800
许可证流水号：0251489
业 务 范 围：1.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意外伤害

保险、短期健康保险、保证保险等人民币或外币
保险业务；2.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再保险业务；3.各
类财产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及其
再保险的服务与咨询业务；4.代理保险机构办理
有关业务；5.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或国家银行保
险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 立 日 期：2003年06月23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华港富景花苑商住楼１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泰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1年04月19日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常州监管分局批准，换（颁）发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常州湖塘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20320412005
许可证流水号：0250718
业 务 范 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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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立 日 期：2008年10月06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延政中大道16号B2209室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常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1年05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