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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个月主持研究生答辩，翻了下某篇论文的
“后记”，看到最后一句“江湖不急，未来可期”，觉得这
句话很哲学。

《江湖不急，未来可期》是 2019 年漓江出版社出
版的一本书，我没有读过。但我记得在某个地方读到
过这么一句话：“跟过去和解，跟自己和解。人生，从
什么时候重新出发都不晚。江湖不急，未来可期。趁
着风还在吹，天还没黑，出发吧⋯⋯”这样的心态，有
种不慌不忙、笑掷流年的感觉。这个世界说急也急，
说不急也不急，活在其间，可以有一千种等待，而最好
的那一种，大概就叫未来可期。

人生就是个江湖——历史屡屡提示我们：处在这
个江湖，比起与山川草木的相处，人与自己、与同类的
相处的确困难许多。但，人没有必要因暂时的停滞而心
烦意乱，也没有必要因一时的成功而骄矜自得。该走的
时候可以大踏步前进，走不动的时候就停留片刻——
江湖不急，慢慢地，一直坚定地向前走，或许你会妙手
偶得，或许你会等到命运女神的眷顾。

急是人之常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走出大学
校门的我，被分配到一家学术研究机构，感到十分茫然，
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这时，看到商务印书馆开始出
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其发刊词写道：“通过这些
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
神世界。”“精神世界”四个字，让我心头一亮，豁然开朗，
想要迈开脚，朝着头顶的那片光亮走去。其实，如果那个
时候我早悟得“江湖不急”，或许会更坦然一些。

许多人热衷于“从前慢”的那种生活。的确，我们手
里只有一点点的亮光，能够照亮的不过是极其有限的周
围，即使一直走下去，也只能走到光圈的边缘，接下来还
会面临更大的黑暗。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们为什么要
把自己折磨得精疲力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
神闲气定，不是更好么？一箪食，一瓢饮，江湖不该着急。

江湖不急，须有对人生不完满的接纳。据说张爱玲
看《红楼梦》，“看到八十回后，一个个人物都语言无味，面
目可憎起来⋯⋯”原来，后四十回的续写者没有像曹雪
芹那样，偶尔也给人物来那么一两句粗话，满篇的“绛珠
仙草”，反而让人觉得不真实。而《南村辍耕录》里记载，
丘处机被富人们争相邀请去给自己的新房“开光”，他看
到一处过于完美的新宅时，挥起铁杖一把就把房屋的一
角击毁。丘处机对满腹心疼的主人说：“世间哪有如此完
美之物？如果有，那就离灾祸不远了，不如我先毁掉一
点，免得子孙有不测。”主人赶紧称谢。

《西游记》里也有一个有趣的片断：唐僧师徒取回的
真经在通天河被老鼋打翻，于是拿出来晾晒。唐僧看到
那些残缺的经书难免黯然神伤，孙悟空便如此安慰师父：

“天地本不全，何况经书？”那一刻，孙猴子更像是个哲学
家。他比师父似乎更能表现出江湖不急的气度。

德国诗人里尔克说：“接住自己抛出的东西只是工
匠之技，人必须接住命运女神抛出的东西。”那天答辩
结束，我对那些研究生说，你们真的江湖不急么？有个
研究生说：“哪能不急？答辩是通过了，但我已经打断
了我的化学键。”这话听起来颇具哲学味。打断了化学
键，就成了原子大小的颗粒，但这仍只是接住了“自己
抛出的东西”，命运女神还是会把该抛给你的抛给你。

江湖不急，意味着还有更远的路要走。未来可
期，只要调整好心态、坚定求索，就能在人生道路上行
稳致远。

江湖不急
□ 杨健民

如今通讯发达，人手至少一部手机，随时随地
可以通话。目睹此景，我不禁回想起以前家庭装
电话的种种艰难往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只有厅局级高干和少数
高收入的名人才有家庭电话，至于老百姓，顶多是
集体宿舍传达室有部公用电话。改革开放初期，
家装电话的门槛放宽到处长、副处长级，老百姓除
用街上公共电话外，在家大多没电话可用。

当年南京曾发生过一起因家装电话而引发的
纠纷。我的一位老同事，从农村下放回城后分配
在一个机关当副处长，因单位未按规定给他家装
电话，而他又因在家中心脏病发，未能及时送医，
导致猝死。其家属怪单位未装电话，导致来不及
报医救助，单位知道我与死者是熟人，要我帮助做
家属工作，最终以增发抚恤费而了结。可见家装
电话是何等重要。

我自己家装电话，也经历坎坷过程。上世纪
八十年代初，我姐姐从日本回国探亲，暂住我家。
她几乎天天都要打越洋电话，每次我都得陪她走
到单位的传达室去打，实在太不方便。后来我决
心申请装家用电话，尽管当年就需二百多元，我也
狠心照花。谁知来勘察后，说我家线路已满，要么
等新线路，要么只能装一台“载波”电话机，就是附
装在别人家的线路上，利用不同波段来通话。我
也不懂什么“载波”，只要能通话就行。

哪知装好后，有一天晚上我用电话时，竟然听
到有另外的人在通话。我大吃一惊，连忙问电话局，
回答“载波”有时可能串线，建议我晚上7到9点通
话忙时段尽量少用电话，以免串线。天哪，花了二百
元装上，晚上却要少用，这算什么？没办法，只能接
受。因为知道自己是附在别人线路上的，以致每次
用电话难免“心虚”，万一被人家发现向我追责，那我
可辩说不清。就这样好不容易挨过一年后，路上装
了新线路，我这才真正有了专属于自己的家装电话。

正因为当年家装电话如此艰难，所以家里有
电话，一时成为时尚。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当
了出版社社长之后，曾将装电话当作给优秀员工
的年终福利。

那时，南京人私人打长途电话，通常要到鼓楼
电信局申请、等待、叫号通话，然后结算交钱。若是
外地打过来找人，就更麻烦了。至于单位因公打
长途，也不是随意就打，要先打到长途台，报上各单
位约定的由单位付费的账号，然后才能通话。这
个账号只限单位少数人保密使用，有时要由相关
领导接通后才换人去通话。有一年突然发现我们
单位长途电话费骤然增加很多，甚至还有国际
长途电话费，这立即引起我的怀疑。先是内
查，又去电话局查，才发现是我们的电话账
号不知何故外泄，被人盗用。可惜，凭当
时的技术手段，还查不出盗用之人，只好
连忙更换新的电话账号。

电话的变迁史充分折射出社会的
进步，经历过艰难，才更珍惜发展的可
贵。今天，手机早已普及，手机电话又在
被语音、视频连线等新的通讯手段代
替。5G 已至，6G 不远，我们还将拥抱更
便捷的通讯新时代。

电话往事
□ 李景端

老严是一家百年老店的老总，身为餐饮
界翘楚，平时为人处事却十分低调，总说，什
么老总不老总，我就是个卖饭的。

卖饭的老严，临近退休，却想干件大事，
出书。“这个想法有些丢人”，老严略显不好意
思，“说起来我也没什么文化，只是想给百年
老店留点儿念想，一些有文化的念想！”

和老严相识几十年，我知道他其实是一
个很有文化品位的人。当年知青插队回城，
他先在南京城南的一家小吃店炸油条，后来
接手了现在的这家国营企业，几十年风风雨
雨，将一家规模不大的百年老店，建设成城南
首屈一指的大饭店，应该也算卓有建树。我
说，出书这个想法好，泰山不是吹的，火车不
是推的，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干脆
向全社会搞个征文，让大家来谈谈百年老店
的变迁，折射古城南京的变化。

于是，老严通过报纸电视公开征
文，一时来稿如潮，佳作迭出。有

些老照片和老物件，老严自己都
没见识过，自是欣喜万分。征
文进行了大半年，热热闹闹开
罢评奖会，老严说，我们干脆
再出本书吧，就把这次发表
和没发表的征文，加上本店
这么多年创下的特色名菜，作
一总结，结个集子，日后留个

纪念可好？
我说，好啊！说干就干，老

严请著名作家叶兆言题写书名，顺手还为书
作了个序；又将收集的老照片，包括100多年
前该店创始人李老板的老照片，分门别类编
辑成册，自己还写了个后记，一本书就成形
了。谁知印刷厂打出书样，兴头头的老严摸
着精美的封面，突然又抖呵起来，说老吴啊，
我觉得这个主编的头衔实在不合适，我就是
个卖饭的，没文化，突然成了主编，给朋友看
了笑掉大牙！我说你想多了，书是你花钱印
的，内容是你征集的，就连每一帧菜肴照片，
都是经你审查敲定的，你敢说你不是主编？

老严搔搔头皮，不吭声了。次日一大早，
老严电话又追来了，说老吴啊，我想了一晚没
睡着，觉得这个主编还是不妥。我这辈子什
么官都没当过，就是一干干净净的平头百姓，
这刻儿突然弄顶主编帽子头上戴着，癔怪死
了。我赶紧解释说，主编不是官，总编才是官。
就比方我们报社，一般才进报社的小编，只要他
编辑一个版面或栏目，就可以称这个版面或栏
目的主编，“一句话，主编就是在一线干活的，用
你的话说，就是一个卖饭的劳动工种！”

好不容易敲定了封面，老严又对文章提出看
法，而且不是别人文章，恰恰是我写的文章。

“老吴啊，”他说，“我觉得你写我的那篇内容蛮
好，就是题目不恰当，能否改一下？”

本次征文，我也凑热闹写了篇《将门虎
子》，写老严疫情期间怎么像军人一样坚守岗
位，让城南这一片居民小吃没有断档的事迹。
我晓得老严心结，形容他如军人，没意见；但对

这个“将”字，有想法。我说你老子当年参加过
南京保卫战，抗战胜利后曾经以少将身份参加
日寇受降仪式，后起义加入解放军，在南京军
事学院当教官。“前些年老人家逝世，南京各大
媒体都以百岁抗战老兵逝世为主题做了报道，
你不是将门虎子是什么？”我说。

老严叹了口气，说，其实我从小就想当兵，
就是因为家庭成分参军未成，看着一同下乡的
其他知青穿上军装，我心里很难受。说心里
话，老吴啊，我心底多少有些怨恨父亲。虽然
每次回城，父亲都找我谈心，叫我踏实做人，三
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可我从小就怕听他这
些大道理。插队八年回来，又分配去街道小店
炸油条，我真是心灰意懒，干活也没劲。直到
有一天，我师傅突然问我，你爸爸是不是军
人？我愣了一下，说什么意思？他说，每天早
晨你在巷口儿炸油条，我总看见街对过一个穿
军装的老头儿，躲在树后头看你。

“说真话，我当时真蛮激动的！”老严说，
“过去我以为我爸爸从来不关心我，也不管我
的前途，就会说些大道理唬人。现在我才晓
得，他内心非常在乎我，也关心我的成长，我
的前途⋯⋯也就从那以后，我从炸油条开始，
一直兢兢业业，干一行爱一行，被提拔上领导
岗位，终于走到今天。刚才你也说了，各家报
社都说我爸是百岁老兵，对了，我就是一个普
通老兵的儿子——好了，你不要抗命，现在我
就以本书主编的名义，命令你把你的文章改
为《老兵之子》！”

老兵之子
□ 吴晓平

一个人可以选择工作单位，选择生活环境，
却常常没法选择自己的老师。如果能遇到影响
自己兴趣爱好甚至人生走向的老师，那真是莫大
的幸运。我就是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在人生的重
要阶段，遇到了几位好老师。

很多人羡慕我有这么多爱好和特长，其实这
些都和我遇到的良师有关。

先说音乐，这得感谢我当年就读海门师范时
的班主任王洪钟老师。第一次见识王老师的风
采是在开学不久的中秋联欢会上。那晚皓月当
空、万里无云，新生和老师都表演了不少节目。
王老师刚从大学毕业，是个毛头小伙儿，他说，我
不会表演什么节目，就给大家吹一个曲子吧。于
是他拿起了一支笛子。

皎洁的月光下，悠扬的笛声和着清风，从笛
孔中慢慢飘出，弥漫在空中，一幅江南美景在眼
前徐徐展开：杏花春雨，杨柳依依，荷叶田田，一
叶扁舟由近及远，在夕阳里渐渐消失⋯⋯很久以
后，我才知道这首曲子是《水乡船歌》。对一个没
有任何音乐欣赏经验的农村孩子来说，这样的笛
声所带来的惊叹、沉醉和怅惘，难以用言语形容。

那一晚，我被笛声彻底征服了。
在王老师的鼓励下，我们全班同学几乎都学

起了乐器，我选择了吉他。在我们那个小县城，
教二胡、琵琶、洋琴这些传统乐器的老师一抓一
大把，会弹吉他的人极少。一次偶然的机会，我
看到一则吉他函授班的招生启事，就怀着激动的
心情，从日常零用钱中抠出50元钱寄了出去。大
约半个月后，我收到了一本油印教材和六盒录音

带。从那以后，每到周末，同学们都出去逛街、看
录像、看电影，我则挎着吉他陶醉于音乐的世界。

我学习吉他的劲头几近狂热。凡是看到关
于吉他的书，都会毫不犹豫地买下，练习更是做
到了“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天气最热的时候，
汗水可以将吉他打湿；最冷的时候，同学们都进
入梦乡，我还在吉他上无声地按着和弦；指肚开
裂了，我用胶布裹好后继续练习⋯⋯就这样，借
助函授，我从初级班学到了中级班、高级班，终于
能在六弦琴上挥洒自如。我参加了学校的器乐
比赛，用吉他征服了评委。王老师又组建了班级
乐队，我经常参加排练和表演，一时小有轰动。

对我这个乐盲来说，能亲近音乐、喜欢音乐、
演奏音乐，完全是王洪钟老师的影响使然。说他
教了我，其实啥都没有教；说他没有教，其实什么
都教了。

而说起我的书法爱好，就必须说起海门师范
的王茂恒老师。那时我刚考入师范，有了真正意
义上的书法课。上第一节课时，有个儒雅清瘦的
老师走上讲台，说要测试一下大家的书法基础，
让每个同学都临帖一页交上来。等到第二节课

时，王老师把用红墨水批阅过的临帖作业发了下
来，说道：“大家看看得了几个红圈儿，每个红圈
儿相当于20分。”

大家都纷纷看向自己的作业本，一般都是三
四个红圈儿。王老师说：“得到 5 个红圈儿的同
学举下手。”有两个同学举起了手，我是其中一
个。王老师随即走下讲台，拿起我的作业本向大
家展示：“这位同学写得很好，5个圈儿，就是100
分，大家要向他学习！”他又走到另一个举手的同
学跟前：“你也 5 个圈儿，不过有一个没有画满，
所以你90分，不错！”同学们笑作一团，都被他的
这一波神操作惊艳到了。王老师又说：“我宣布，
张华同学为我们班的书法课代表。”

王老师的赏识教育给了我极大鼓舞。在他
的影响下，我登堂入室，认认真真学起了书法。

那时，海门师范的学习生活环境非常宽松，
我们这些初中毕业考入中师的农村孩子，在这里
找到了自由生长的空气和土壤。中师没有应试
升学的压力，要做的就是在完成通识教育的基础
上，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遨游其中。当时还没
有“素质教育”这个说法，中师却显然最具素质教

育的特质和内涵，这可能也是那一代中师生人才
迭出的原因吧。

海门师范毕业后，我被保送进如皋师范，开
启了另一段迥然不同的求学之旅。

我读的是如皋师范首届文科大专班，因在写
作方面先天不足，和其他同学比起来相形见绌。
但是，写作又是必修课，这便给了我无尽的烦
恼。半年过去，写作作业竟未完成一篇。

情况反映到班主任那里，班主任是汪政老
师，现在已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一天傍晚，在
沿着操场跑道走向食堂的路上，他问我为何不读
书，我说我不喜欢。他又说你为何不写作，我说
我不会。汪老师轻叹一声，说他看过我的字，颇
有功底，要是对写作有这点悟性该多好啊！

过了些日子，汪老师约我上他家做客。
当我走进他家时，汪老师客厅的餐桌上已摆

上一大撂字帖，魏晋唐宋元明清各代名帖应有尽
有，我心中自是一惊。接下来的交流证实了我的
猜想，汪老师也是此中高手。我内心十分明白，
谈完书法，怕是要大谈特谈写作的重要性了吧？

然而他没有，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去我书

房看看吧。”
我跟着他走进书房，一下子惊呆了。偌大的

书房被密密麻麻、铺天盖地的书占据着，书架上
里外几层码着书，书桌上、椅子上、沙发上、地板
上、电脑主机上全是书，在这之前，我绝不敢想象
一个人会拥有这么多书。我不知道我是如何笨
拙地离开汪老师家的，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感
叹：我是否应该改变一下、读点书了。

回去的路上，我就找了家书店买了几本书。
此后的数十年，我如同“开挂”了一般，义无反顾
一头扎进书海，买书、读书、写作一发不可收拾。
或许，汪老师早已忘了和一个普通师范生的这段
交往，但对我而言，他家书房的那道门，就是我人
生的开悟之门、跃迁之门、得道之门。

如皋师范毕业后，我也为人师者，就试着把
学生带到我简陋、杂乱而丰富的书房。我发现，
学生们眼神在发亮，我仿佛又穿越到当年汪老师
的书房，看到了那个青涩幼稚的自己。我给学生
们特殊的待遇：看中哪本书立马可以带走，但要
求还书时做一个简单分享。学生们以喜人的势
头爱上读书，家长们也说孩子遇上了一位真正懂
得教育的老师。

我哪敢掠人之美，这种书房教育源自汪老
师，这是一种不言之教、不教之教，它的价值在
于，在学生精神生长的关键时期，唤醒他们的理
想和能量，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和方向。

眼下，教师节又至。天涯海角有尽处，师恩
浩荡无穷期。感佩那个时代，感谢师范学校，感
恩那些老师，此生幸事，莫过于此。

良 师
□ 张 华

野
趣

张连华

摄

遗失启事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苏州美的佳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等4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21年8月31日，该
资产包债权总额为4,127.56万元，本金为1,464.95万元。该资产包中的
债务人主要分布在苏州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或其他
组织，并应具备一次性付款能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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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
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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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
振宇，李雨琪，联系电话：025-52680917、025-52680861，电子邮件：
yanzhenyu@cinda.com.cn、liyuq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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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检举
报电话：025-52680821，电子邮件：zhufeng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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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启事
减资公告

根据 2021 年 8 月 16 日股东会决
议，昆山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
本 500 万元减至 400 万元。债权人可
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本公司清
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联系人：张皓晟
联系电话：0512-55112062
特此公告

昆山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2021年8月18日

公 告
丹阳市西门大街改造项目房屋搬

迁已全面启动，兹有户主为周万荣（已
故）位于三思桥 7 号（丹云字第 14238

号）和老西门三思桥 5 号（丹房权证云
阳镇字第 32001141 号），产权面积分
别为 24.67㎡和 17.96㎡的两处房产在
本次搬迁项目范围内。请上述两处房
产的继承人，自本公告发布后 15 日内
速与该项目指挥部联系，协商房屋搬迁
事宜，逾期视为放弃继承。联系电话：
13506101001,13706109653

特此公告
丹阳市云阳街道办事处

2021年9月7日

公 告
苏州工业园区江南嘉捷机电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
8月31日经股东会决议，减少公司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 180000 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170000万元。

请公司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
起 45 天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对公司减
少注册资本持有异议的，请与公司联

系，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
的担保。特此公告。

联系人：夏涛
联系电话：0512-62810630
联系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唯新路28号
邮政编码：215122

苏州工业园区江南嘉捷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8月31日

遗失 南京港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 统 一 税 信 用 代 码 ：
91320114MA1X963621） 遗失公章、
法人章、财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更正声明：因笔误，刊登在《新华日报》
2021 年 7 月 8 日第 21 版声明遗失的南
京师范大学非税收入统一票据发票联
和 记 账 联 的 票 据 号 04792379 应 为
04792397，特此声明！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淮安监管分局
关于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淮安监管分局批
准，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镇淮楼支行
机 构 编 码：B0003S332080009
许可证流水号：00865954
业 务 范 围：许可该机构经营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
围以批准文件和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06年05月20日
住 所：淮安市淮安区翔宇南道801号玖珑商业广场

1F-012-1
邮 政 编 码：223200
电 话：0517-83914554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淮安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1年9月3日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上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