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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颜愈少。
百岁翁活成了仙翁，活成了少年。
这个少年，不是指年龄，是讲心

境。回归本真，用清澈澄明的眼光去看
世界，做有意思的人，做有意义的事。

一

初夏时光，百岁翁周坤生坐公交车，
从周铁老家赶到无锡，与老同学聚会。

这是世上最美的同学会，五个九十
岁以上的人，无锡师范同一届毕业生，
相约在吟园茶座见面。

三个男同学，两个女同学，喝一壶
老茶，闲话旧时光。午饭吃简餐，男同
学抢着付钱。周坤生是最年长的，拍合
影时，两个女同学站在他边上，他肩挎
双肩包，胸前挂着手机袋，微笑，颜愈
少，像个老顽童。

高龄老人，有趣成这样，真是可敬
可爱之极。

周坤生生于1923年2月，虚岁99，
微信名叫百岁翁，周铁镇下邾村人，退
休后在周铁与无锡居住。

明代冯梦龙《灌园叟晚逢仙女》中，
记叙了一位秋公：“因得了花中之趣，自
少至老，五十余年略无倦意，筋骨愈觉
强健，粗衣淡饭却悠然自得……”周坤
生老先生比之秋公，爱花之情更深。

他种花惜花，最多的时候，有过五
个种花据点。这五个据点，有他学生
家，有他朋友家。他们都爱花，因忙于
工作，没空照料。于是，他们把钥匙给
周老师，请他方便时去帮着修枝剪叶，
浇水施肥。老先生喜欢动动筋骨，经常
坐公交车出去看花护花。而最令他牵
挂的还是荣巷老友废弃院子里，那一墙
攀爬的绿玉铁线莲。

多年前，他在无锡城里结识了一个
孤老，也是有缘，那人年纪与他差不多，
住在荣巷，离周坤生的住处不远。两人
很投缘，周坤生经常去陪伴他，帮他在
院子里种花。这样来往了多年，老头年
纪大了，身体不好，住进了敬老院。而
周坤生依然去照应绿玉铁线莲。

此花来历不凡，曾深藏于明代无锡
东亭华太师（华察）的花园。原产于我
国秦巴山区，春秋绽放，花似荷莲，色胜
碧玉，茎如铁丝，楚楚动人。华府上下

视其为珍品，精心栽培。到了清末，有
五品头衔的造币局局长——华氏裔孙
华锡琦，将小女儿许配给荣巷进士府。
华荣两家联姻，门当户对。准备嫁妆
时，小女儿说：金山银山我不要，绫罗绸
缎我不贪，我就要后花园中的铁线莲。

绿玉就这样伴随新娘扎根到荣巷，
一代接一代人精心照料。

周老先生被这棵铁线莲背后的人文
故事打动，又见其花开得清雅，就剪枝移
植栽培。十年里，他不知培育了多少小
苗，将它们分送到东亭街道、荡口华氏义
庄、梅园开元寺、惠山北麓离垢庵、宜兴
老家等地，开枝散叶，生生不息。

今年五月，百岁翁去周铁下邾街看
望老友马丙庚。极简陋的老房子，从阳
台到底楼廊下，满是花。两人站在绣球
花丛中说着话。

丙庚，我们在一起种花，认识有多
少年了？

双目失明，仅见一个模糊人影的老
朋友说：算来有三十年了。

紧接着，一个说：你很不容易，生病
这么久，没有放弃希望，眼睛看不见，种
出一片花园。

另一个要紧汇报：周老师，你送我的
绿玉铁线莲苗，今年开出了一百多朵花呢。

这几句话的背后，是令人动容的贫
贱之交，令人动容的世间温厚。

二

周坤生用“顾恺之吃甘蔗”这个典
故，比喻自己的人生后头甜。幼时生逢
乱世，壮年国难家穷，人生过半才迎来
好时代，他称之为“蔗境”。

网上有个博客叫“仨辈乐”，这是他
和儿孙共有的博客，他发表文章时署名

“长辈乐”。
老先生会用电脑和智能手机，出门

通常挎双肩包，包里装着平板电脑，电

脑里装着他写的文史资料。
在《走笔家谱话蔗境》一文中，他写

道：常想到儿时随父辈到祠堂磕头、喝
冬至酒等乐事，现在有缘在谱牒研究天
地里遨游，真是晚景甘甜。他感恩这个
好时代，想活得有意思，有意义些。退
休后，他对谱牒产生了浓厚兴趣，从自
家周氏一脉，拓展到其他家族，宜兴蒋
氏、宋氏、徐氏等宗祠家谱，他都拿来研
究，进而对家乡先贤——南宋词人蒋
捷，展开深度研究。

在研究宜兴渎边藜照堂宋氏家谱
时，他发现一篇写于1941年的谱序，这
篇序文让他眼睛一亮。

《重修宋氏宗谱序》有言：“今日之
世界，生存竞争之世界也，而欲求胜利，
必重团结。”“恭读总理遗训，则以家族
为基本，由宗族而及于国族，直以宗族
为组织人民之梯阶，宗谱为鼓舞团结之
史册。故宗族中之有家乘也，其效用所
及，实有关乎民族之存亡、国家之兴废，
岂仅敬宗睦族而已哉！”

周老先生认为，此文不同凡响，从
传统的尊祖敬宗、光耀门庭的氏族观
念，上升到为民族为国家求生存、求发
展的新氏族观，进而结合当时国运阽
危、百姓蒙尘的形势，主张应该“亟加纂
辑”宗谱，借以“结集同宗”，为完成抗日
伟业而“各尽绵薄”。

他写就解析文章，在纪念抗日战争
胜利七十周年时，发在网上，由此也引
出了一段故事。

有一天，在南京工作的宋芋上网，
偶然看到“仨辈乐”的博客，她喜出望
外，联系“长辈乐”周老先生，查寻祖辈
的情况。

原来，撰写《重修宋氏宗谱序》的
人，正是宋芋的爷爷宋麟祥。新中国成
立后，宋麟祥客死他乡，后人想了解自
己的家史，无从查寻。

周老先生通过宋氏家谱，走访知情
人，帮着还原了历史。民国时，宋麟祥
留学日本，回来后在汉口任职，后在家
乡创办过生姜合作社。1937年11月，
日本中岛十八师团从太湖登陆，周铁沦
陷，日军到赵渎村作乱，宋麟祥有留学
背景，出来跟日军周旋，说这个村的人
都是良民，大大的好。日军一听他会讲
日语，就没伤害赵渎村人，宋麟祥保护
了村民。

宋芋没想到，一个旁姓的人，对她
祖上的情况了解得这么清楚，甚至道出
了她曾祖父宋斐的故事。老先生思路
清晰，娓娓道来，宋芋疑惑，自己是不是
碰到了老神仙？

三

人生一路走来，时间改变了容颜，
却让周坤生回归了本真，最后活成仙
翁，活成少年。这个少年，不是指年龄，
是讲心境。不被功利所束缚，用清澈澄
明的眼光去看世界，做有意思的人，做
有意义的事。

他92岁的时候，还跑到图书馆去
查找资料，翻工尺谱。道教音乐是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宜兴民间有丰富
的遗存。周铁文化站老站长闵定一，
有次在乡间采风时，收集到一叠工尺
谱。闵站长知道古谱的珍贵，寻思将
工尺谱翻成简谱排练节目，后来因为
多种原因，这事搁浅。周坤生知道后，
来了兴趣，他在无锡找到一位懂音乐
的人——退休教师张圆坤，两人去图
书馆查资料，寻找古谱与简谱的对应
规律，前后花了两年时间翻谱。2014
年，当他将《民间道教音乐工尺谱》送
到无锡市道教协会时，道乐传承人伍
虎勇仔细翻看后非常惊讶。当时，无
锡市道教协会掌握的道教音乐曲谱有
140余支，而周坤生提供的这24支曲
谱中，有《八仙瑶池》《劝金杯》《坠马》
《四合如意》4支曲子是他们首次见到，
伍虎勇开心地称其为“沧海遗珠”。

而周老先生又何尝不是沧海中的
一颗珍珠呢？

没有任何一种途径，可以让人成为
不老的神话，而本真，却可以让一个人
的灵魂，活得生动有趣。

遇见少年
□ 乐 心

如果说我对掌故总抱有一种复杂
的态度的话，那么对博物志之类的倒
是十分称赏的。掌故总有捕风捉影的
一面，因掌故而起的风波和误会实在
不在少数。而博物志则以介绍知识、
考证名实为主，对人们认识世界实在
大有助益。

现在有不少报刊的人物专访总喜
欢设一问：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
什么？我非名人，无资格去答，若一定
要问我，答案是《十万个为什么》。当
然，这套书并不是理想的博物志，其介
绍的侧重点似在理而不在物，更谈不
上文笔和趣味，但我仍不能忘怀，毕竟
是它给了我科学的启蒙。

写好一本博物志确实不易，号称
我国第一部博物志的西晋张华所撰
《博物志》，其间窜进许多神怪离奇无
可征信的玩意儿，所以后人把它归入
到小说家言当中。事实上，从文体上
讲，中国古代博物志与笔记并无什么
太大的区别，因而，除了专门的博物
志，我们在中国古代笔记中也能读到
不少博物，如《荆楚岁时记》《酉阳杂
俎》《鹤林玉露》《夷坚志》《东京梦华
录》等。这种模糊的文体使得中国古
代的博物染上了许多文学的味儿。

特别是宋元以降,博物文章往往
加进许多藻绘咏叹，一变而为小品，于
是，本属“科学”的东西便有了审美的
性质而变得有趣味；一种寻常的动植
物，竟然有那么多的牵扯，与乡情民
风、地理人情一结合，就会生出无限的
质朴、谐和、醇厚和诗意来，这很能让
文人们把玩并想起许多世界的美好。
可见，博物显然不只是“多识于鸟木虫
鱼”了。下面不妨抄读一则：

纺织娘，北人呼为聒聒儿，似蚱蜢
而身肥，音似促织而悠长，其清越过
之，有好事者捕养焉。以小稭笼盛之，
挂于檐下。风清露泠之际，凄声彻夜，
酸楚异常。梦回枕上，俗耳为之一
清。觉蛙鼓莺啼，皆不及也。故韵士
独取秋声，良有以也。每日以丝瓜花
或瓜穰饲之可久，若纵之林木之上，任
其去来，远聆其音，更为雅事。（清·陈
淏子《花镜·纺织娘》）

前面的话确实不假，博物写成这种

类型已折射出文人的一种精神，一种与
大自然相亲相容的应答关系。自然人
化了，人也自然化了，物我不分，在此中
领悟生命的奥秘和人生的底蕴。

我以为这是中国博物的特色与西
方的不同，法国人法布尔写的博物很
有名，老早就译过来了，看上去就是另
外一种味道，现在不少课本里还以他
的作品作题材，被放在“说明文”的体
裁里。它长于科学而短于情趣，总不
能见出“我”的精神来。

我以为中国文人写的博物所体现
出的意味实在不局限于博物文章，它
已化为一种人生态度，散布弥漫于文
人与自然的观照之中，在专注之中有
一种洞然生命的平常心。所以，一花
一世界，一木一精神，自然与生活中本
来琐屑不堪的事物也因之变得生趣盎
然，雅致可喜。

所以，只要有一点中国传统文人派
头的，即或在科学发达的现在，也喜好
此类文字，像汪曾祺、孙犁等。汪曾祺
的小说中就有不少博物文字，他也喜欢
看，以为这类东西可以颐人性情、长知
识，而且，语言也好（《谈谈杂书》）。他
不但喜欢读，也喜欢写，他的散文集
《蒲桥集》中就有许多这样的篇什。

我上面谈的意思汪曾祺有个类似
的说法：“或问，你写这些昆虫什么意
思？答曰：我只是希望现在的孩子也
能玩玩这些昆虫，对自然发生兴趣。
现在的孩子大都只在电子玩具包围中
长大，未必是好事。”这段话的意味很
丰富，博物本来无所不包，在自然世界
（含人工世界）面临现代科学技术冲击
的情况下，博物成为文人亲近自然的
精神家园。

我对中国文人写的博物的定性是
“科学”加“情趣”，现在科学的任务已
由教育和其他传播渠道去担任了，那
么剩下的就只有情趣。不过，现在有
汪曾祺这种情趣的已越来越少了，我
们也很少再能读到这样的博物了，真
让人有说不出的怅惘。

前些时在上海偶得一本旧书，枕
玉先生的《博物述林》。虽然写得情趣
稍欠，但笔涉古今，读来依然饶有兴
味，聊胜于无罢。

物的情趣
□ 汪 政

小暑雨如银，大暑雨如金。
落在小暑节气里的如银的雨点到

底有多大的呢？肯定比蚕豆还大。
对，是蚕豆，而不是黄豆。不是比

黄豆大的雨点，而是比蚕豆还大的雨
点。啪嗒啪嗒，冷不丁地，就往下落，从
来不跟你商量，即使县广播站里的那个
女播音员说了多少次“三千米上空”也
没用的。想想也够了不起的，如果那比
蚕豆大的雨点是从“三千米上空”落下
来的，那当初在天上的时候该有多大？
比碗大？比洗脸盆大？还是比我们的
圆澡桶还要大？

想破头也没用的。比如那播音员
还反复说起的“百帕”，那“百帕”很神
秘，几乎是深不可测，究竟是什么意
思？去问刚刚毕业回村的高中毕业生，
这些穿白的确良衬衫的秀才们吱吱唔
唔的，也说不清楚。

但那神秘的“百帕”肯定与天空有
关。而能把“百帕”的消息带回到我们
身边的，只有那比蚕豆大的雨点。

啪嗒啪嗒。啪嗒啪嗒。雨下得急，
正在“发棵”的水稻们长得也急，还有那
些树，大叶子的树，小叶子的树。比蚕
豆还大的雨点砸在它们的头上。它们
一点也不慌张，身子一晃，比蚕豆大的
雨点就弹到地上去了。地上的水，流成
了小沟。而原来的小沟，变成了小河。
原来的小河成了湖——它把原来的可
以淘米可以杵衣的木码头吃下去了。

比蚕豆大的雨点就这样，落在水面
上，砸出了一个个比雨点还大的水泡。
那水泡还会游走，像充了气的玻璃船，
跟着流水的方向向前走，有的水泡会走
得很远，如果它不碰到浮在水面上的几
根麦秸秆的话。

小暑的雨点下得恰到好处的话，那

是纯银的雨点。如果下得高兴起来，一
天也不想停，想想就把那比蚕豆大的雨
点往下砸的话，母亲就会很生气：天漏
了，一定是天漏了。

那些无法干的衣服，那些潮湿的烧
草，那些无法割来的蔬菜，都令母亲心
烦意乱。

我们估计是谁与那个“百帕”生气
了，但我们不敢说。直到我去县城上高
中，问起了物理老师，才明白什么是“百
帕”，“帕”是大气压强单位。播音员说的
是低空气压和高空气压。

但母亲生气的时间常常不会太长，
她为了这个小暑的“雨季”早储备了足
够的腌制雨菜。所谓雨菜，是指菜籽收
获后，掉在地上的菜籽萌发的嫩油菜。
母亲把落在田埂上和打谷场上的它们
连根拔起，然后洗净腌好贮藏起来。

有雨菜还不够，母亲抓起一把今
年刚晒干的蚕豆，蚕豆还青着，但很
坚硬。母亲把菜刀反过来，刀刃朝上，
夹在两只脚之间。将干蚕豆放在刀刃
上，然后举起桑树做的杵衣棒，狠狠砸
下——

蚕豆来不及躲闪，已被母亲劈成了
两瓣。随后，母亲再剥去蚕豆衣。栖在
竹箩里的蚕豆瓣如黄玉，光滑，温润。

外面，那比蚕豆大的雨点还在下，
比雨点还大的水泡瞬间破灭，但已和我
们无关了。母亲做的腌雨菜豆瓣汤已
盛上了桌。那些黄玉般的蚕豆瓣在雨
菜的包围中碎裂开来，像荡漾在碗中的
一朵朵奇迹之花。

这咸菜蚕豆瓣汤，极咸鲜，极糯，极
下饭，我在内心一直把它叫做“妈妈菜”。

小暑年年会来，比蚕豆大的雨点也
会落到我的头上，但不吃这“妈妈菜”已
有好多年了！

小暑的“妈妈菜”
□ 庞余亮

洗米放水接电，粥在锅里煮着了，
我回身坐到窗前小桌边。清晨，在这
窗前小桌边读写看想，于我，实为一日
里最惬意的时光。

一张极寻常简便的小木桌而已，
可折叠，另加四只小圆凳，记得两年前
买来时不过二百元略多。日常两人，
早晚饭就在这小桌吃，桌角常年摆有
几本书、一支笔，碗筷收拾掉，书移到
面前打开，小餐桌也就成了我的小书
桌。另也有间独立书房的，但好些年
了，那书房我从没正经使用过，现只层
层叠叠堆放着书刊。这厨房窗前小桌
边，才是最能使我安坐的地方。

小桌之所以好，因紧挨一扇窗。
过去上学，而今参加会议什么的，若
可选择，近窗位置总是我的首选。
对着窗，窗外的世界似就成了一幅
画，从这画里，可看外边的风花雪
月，听外边的鸟语人声，呼吸外边递
给的草木清香，俱为赏心乐事，哪怕
只是对它发发呆也还是好的。窗就
是外边世界的画框，使人与身处的
环境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而这点距
离又制造了或增加着感知对象的美
感。关于窗，钱钟书先生曾有过亦
庄亦谐的分析：

“门是人的进出口，窗可以说是天
的进出口……窗引诱了一角天进来，
驯服了它，给人利用，好比我们笼络野
马，变为家畜一样。从此我们在屋子
里就能和自然接触，不必去找光明，换

空气，光明和空气会来找到我们。”
“门的开关是由不得你的。但是

窗呢？你清早起来，只要把窗幕拉过
一边，你就知道窗外有什么东西在招
呼着你，是雪，是雾，是雨，还是好太
阳，决定要不要开窗子。”

“窗可以算房屋的眼睛。”
人在屋里，借助窗的“眼睛”，可安

全又自主地观揽外边的世界。我的小
桌紧挨着的窗，非陶渊明的南窗，我的
窗面东，更便于占得日气之先；我不

“倚”窗，只“对”窗静坐；我亦无傲可
寄，只求于此可暂得自我安顿。桌占
厨房之一角，尚可容得二人膝，并且，
膝容于此间时，心确乎比在别处更易
安一些。

我家的猫也是窗的酷爱者。它原
是坐在相邻窗子狭窄的窗台上安安静
静看风景的，这会儿忽然发出有些激
动的声音来。不用看也可猜知，必是
邻家的猫来访了。果然，两猫隔窗好
一番对话。它们说些什么我自然不能
懂得，但从两种嗓音起伏顿挫的声调
间可感知到它们情绪上的波动变化。
杂粮粥的香气此刻已弥漫于周边，邻
家也响起了锅碗瓢盆亲切相碰撞的清
脆声响。某处有摩托车倏然启动又

“突突”着疾速远去。斑鸠在偏南的某
地啼叫着，今晨却不再是一只，一声未
了另一声业已应和，听来犹似空谷间
的回音。更远的地方，忽然响起一阵
子剧烈而喜庆的鞭炮声。

对 窗
□ 鲁声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
代表通过记名方式对会议内容逐项进
行了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财
务决算和公司2021年财务预算报告；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47864.48

万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9
元（含税）；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
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6．审议同意关于进行第十届董事
会成员换届选举的议案，并选举于欣
先生、王志鹏先生、杨志宏先生、杨
炜先生、金玮女士、温厚磊先生六人
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成员；确认奚勇
军先生为职工董事；以上七人组成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全体成员；

7．审议同意关于进行第十届监事
会成员换届选举的议案，并选举柳晓
先生、彭彤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
会成员；确认王大洁女士为职工监
事；以上三人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全体成员。

应公司邀请，北京市中伦 （南
京）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会议
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表决程序及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均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具体分红派息实施办法：股权登
记日为2021年 6月 25日，除息日为
2021 年 6 月 28 日，红利发放日为
2021年6月29日起由公司开始发放。

特此公告。

江苏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4日

江苏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十八次（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江苏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十八次 （2020年度）
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已于 2021 年 6 月 3 日刊登在 《新华日
报》上。会议于2021年6月23日上午10：00在南京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32家，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 40433.4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4.47%。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志鹏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高管及法律顾问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云上田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