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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城相亲

把握刹那缘分
世界太大，人海茫茫，总难遇
见那个对的人；世界又太小，芸芸
众生，纵使有很多分岔口，又总会
因为我们的努力而在终点遇见那
个对的人。
想说：
亲爱的，
是锲而不
舍的缘分，让我们相遇、相爱、相
伴。
遇到真爱，一定要珍惜机会，
因为当 TA 离去时，便会如流星消
逝，
空余伤感。

藏书记忆
1994 年退休的裘孟阳先生，曾被誉
为宁波卫生系统“第一才子”。上个月，裘
孟阳先生将毕生收藏的书籍悉数捐给了
宁波市档案馆。近日，记者在裘先生的家
中和他交流了一整天，85 岁的裘孟阳先生
思路清晰，讲述了他难忘的藏书记忆。

A

收藏第一本书《再寄小读者》
上世纪 30 年代，我出生在绍兴嵊县一个
贫寒之家，全家人靠父亲开的一间杂货铺维
持生计。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还有一
个弟弟。尽管家境清贫，父亲还是竭尽全力
让我们都读点书。初中毕业后，我找到一所
不用交学费还提供伙食的学校——杭州省立
高级医事职业学校。在这所学校，不同的专
业学时长短不一，我选择了读六个月就能毕
业的公共卫生专业。1951 年 8 月，我被分配
到宁波市卫生局。因为写得一手正楷毛笔
字，又能在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游刃有余地
写公文，我被时任宁波市卫生局局长郭绍兴
留在身边当了一名秘书。
我之所以能够言简意赅地写出让领导和
同事满意的公文，只是因为多读了几本书。
我的堂哥是个地下工作者。在我读初中时，
堂哥就给我看了一些进步书籍，我至今都记
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青年近卫军》等小说
里的情节，我还喜欢看鲁迅的书，
《呐喊》
《彷
徨》等都读过。
我收藏的第一本书是冰心的《再寄小读
者》，薄薄一本，是我在嵊县剡江书店买的，至
今还记得这本书信体写的书通俗易懂，特别
是开头“亲爱的小读者……”，读来让人非常
亲切。从这本书算起，我买书藏书已整整 70
年了。

B

捧着《牡丹亭》向马涯民请教
我喜欢买书，但经济状况一直不宽裕。
老家的长兄体弱多病，父母年迈，弟弟还要读
书。我微薄的工资中有三分之二寄回了老
家，剩下的钱，我省吃俭用，再挤出一点来买
书。不仅在宁波的古旧书店和文物商店买，
还利用出差机会去杭州、上海等地的旧书店
淘书。慢慢地，我能够分辨出哪些书值得收
藏了，还结识了毛翼虎、洪可尧、周律之等甬
上名家。
上世纪 50 年代末，我在旧书市场看到一
本清代版本的《牡丹亭》，书的内页盖了一枚
印章“涯民过目”。我认出这是宁波文化名人
马涯民先生的章，如获至宝，立即花 4 角钱买
了下来。当时马先生还健在，就住在宁波，我
高兴地捧着书到马先生家里向他请教。马涯
民先生看到后说他并没有卖过这本书，是别
人借去了没有还回来。不过马先生并不生
气，他说人是宇宙中一过客，谁能永远拥有心
爱之物呢？这也是他为什么在印章上刻“涯
民过目”而不是“涯民藏书”的原因，书能到爱
书人的手里也是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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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怀 恩 1993 年 ，高 1.64 米 ，
重 51 公斤，本科，行政，年薪 7 万
元。
帅气的女生，朝气昂扬，快人
快语，时尚；活泼开朗，是个摄影
达人，
爱笑，
喜欢甜点。
裘孟阳先生

C 与全本《金瓶梅词话》失之交臂
在上个世纪，我经历了古旧图书大量流通于市的三
次高峰期。第一次是 1949 年前后，一些人离开大陆到台
湾、香港去，
书籍难以带走，
它们流落在旧书市场上；
第二
次是土改时期，1952 年到 1953 年，这一时期古旧图书流
通的数量最多；第三次是三年困难时期，1959 年到 1962
年，
一些爱书之人为了果腹而不得不卖书。
我至今还记得与我失之交臂的全本《金瓶梅词话》。
1961 年，我在宁波古旧书店的内库里看到了它，共两册，
翻开，上面有一枚“翁心惠藏书”的印章。翁先生曾是我
的上级领导，也是爱书之人。彼时翁先生被下放劳动。
这本书市价 6 元，我买不起，反反复复看了很久，最后不
得不放下，
但我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翁先生，
因为到了卖
书的地步，说明翁先生和家人的日子是何等拮据！可是
我却没有能力帮帮翁先生。

D 朱赞卿先生赠我三本刻印本
上世纪 60 年代初，我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甬
上藏书家朱赞卿先生。当时朱先生的公费医疗证过期了
没有及时调换，我得知后主动上门为他代办更换事宜。
心怀感激的朱先生邀请我到他家中欣赏藏书。在那个周
日的下午，我看到了万斯同的《明史》手稿和黄宗羲的手
迹，
大开眼界。
后来，我每年都主动上门帮朱先生代办公费医疗证
更换事宜。朱先生非常感激，
有一次家中腊梅花开了，
他
特意让儿子给我送来一束表示感谢。后来，朱先生还赠
了我《建阳县书坊书目》
《重刊皇明萧山诗集》
《梅心雪》三
本刻印本。

E 《南华真经》让我“认识”了张原炜
1963 年，我在古旧书店内库偶尔看到一套《南华真
经》，共五册。
吸引我的不仅仅是书本身，
我更喜欢书上朱
砂小楷批写的读书心得。
我想，
它的主人肯定是个学识渊
博性情率真的人，他读了四遍，每遍都写下心得。其中有
一遍可能写于上世纪 40 年代，透过文字隐约可以知道他
住在月湖旁，读这套书的时候，刚刚从上海归来，而家中
经济有些拮据，他写下了“妻拏杂沓絮聒于耳颇累读书”
的牢骚话，
这些文字让我仿佛走进了书主人的生活中。
当时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是 6 元钱左右，这套书的价
格是 8 角，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书主人的落款
是“于相居士”，他是谁？我向周律之先生求教。学识渊
博的周先生告诉我：
是张原炜，
字于相，
是一位饱学之士。
读书买书藏书到底能给人带来多大的快乐？我捧着
先贤留下来的书读他们的批注，就仿佛跨越时空和他们
交上了朋友，
这种快乐无以言表。
直到 2000 年后，我的经济开始宽裕起来，终于可以
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喜爱的书了。我买书有一个特点，
对于特别喜欢的书，总是要买两套，一套反复地看，一套
存放着。对反复看的书，我也非常爱惜，包上书皮，从来
不会折书页。现在，
我每天保持着读书看报的习惯，
静居
一室，
以书为乐。

林 嘉 妍 1991 年 ，高 1.63 米 ，
重 48 公斤，本科，银行，年薪 10 万
元。
短发利落、英姿飒爽的女生，
大气开朗；两个酒窝，笑容亲和；
爱好漫画和音乐，
擅理财。
许 昊 阳 1990 年 ，高 1.75 米 ，
重 68 公斤，本科，商场管理，年薪
10 万元。
阳光大男孩，性格细腻温和；
爱车爱足球，电脑达人，吃货，会
玩，
懂生活。
胡 诚 光 1988 年 ，高 1.72 米 ，
重 65 公斤，硕士，事业编，年薪 10
万元。
阳光小伙，有点腼腆，待人接
物彬彬有礼，性格稳重而低调，给
人妥妥的安全感。
徐琳琳 1985 年，
高 1.59 米，
重
45 公斤，
大专，
外贸，
年薪 20 万元。
娇小的身体里蕴藏着大气和
爽直，自己创业的她，有能力有才
情，
喜欢卖萌。
潘 倩 梅 1987 年 ，高 1.63 米 ，
重 50 公斤，本科，事业编，年薪 12
万。
短婚未孕，气质佳人，一颦一
笑皆如画；欣赏稳重幽默的男生。
刘 翔 1981 年 ，高 1.72 米 ，重
70 公斤，
本科，
国企，
年薪 10 万元。
胖乎乎的，很会卖萌，为人大
气风趣；吃货，擅厨艺，希望找一
爱旅游的默契女生。

红娘工作助人为乐，现招
热情热心人士加入我们，为爱
推波助澜。
地址：海曙东渡路 29 号（天一）
世贸中心大厦 9 楼 B22 室。
电话：
87121813 18967886737
月老星空：80 后水瓶男，学过
几年心理学，喜欢舞文弄墨，
热衷并擅长乱点鸳鸯谱。我
的相亲口号是：只找有“嫁”
值
的人！如果你想交友相亲告别
单身，
欢迎和我联系。
QQ：
425610150
微信：
yuelaoxing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