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功：昨夜我在床上
来回烙饼，忽然想到哪天我
一下子没了，我还有没有该
做而没做的事，比如说跟谁
借钱没还，拿过人家的东西
没给。 再有没有做过什么亏
心事，或对不起人的行为。干
脆不睡了，想。 想了半天，居
然一件没有。心里一高兴，反
而睡着了。

●汪曾祺：我觉得散文
的感情要适当克制。 感情过
于洋溢，就像老年人写情书
一样， 自己都有点不好意
思。

●刘墉： 记得我在学生
时期，有一阵子很久没动笔，
再拾起笔的时候， 却觉得自
己的作品进步了。 我就这件
事请教老师， 老师说有两种
可能：“一是由于在这段不动
笔的时间中， 你有了新的领
悟；二是因为长久的荒废，你
的眼光降低了。 ”

每当感觉自己有进步
的时候，都应该以这两点去
反省，因为有些进步不是真
正的进步，反而是自己的水
准降低了。

●已瘦。 据说是朋友圈
新流行的炫富用语。

●坏导演没想法，好导
演有太多想法，伟大的导演
只有一个想法。 语出法国批
评家塞吉·丹尼《什么是电
影》。

●（日）北野武《北野武的
小酒馆》：虽然辛苦，但我还是
会选择那种滚烫的人生。

●电影《千与千寻》台
词：他喜欢她，无关爱情。 她
幸福了,于是他也幸福了。

●一家宠物店门口的
对联： 狗虽贪肉多忠义，猫
不能言最可人。

●外卖蝴蝶效应” 来源
于“蝴蝶效应”，指的是下单
订外卖的那一瞬间，就仿佛
是蝴蝶扇动了翅膀一样，会
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 原本
计划订外卖节省时间学习或
工作，点了外卖以后就会不
由自主地准备一会儿边吃边
看的下饭视频。 吃完饭之后
必定是继续看视频或者躺在
沙发上享受午休的美好时
光， 进而下午出门的计划也
会取消，一直宅到傍晚继续
订外卖……

●你一定要记住， 无论
最后我们疏远成什么样子，
一个红包，就能回到当初。

●一个女生一旦发动态
说要减肥，那就表明她今天
可能吃多了。

●有点讨厌现在的游戏
了，动不动就充值 ，动不动
就邀请好友，还让不让人活
了？ 我就是既没钱又没朋友
才来玩游戏的好不好？

●现在的商品真的很爱
偷工减料， 裤子越做越小，
去年还能穿的尺码，今年买
已经穿不下了。

●爸爸： 吃到好吃的记
得要分享，懂了吗？

女儿：懂了!
� � � � 爸爸：下次吃到好吃的，
知道怎么做了吗？

女儿： 我会说这个很难
吃。

●小时候看电影， 男主
角被蜘蛛咬了之后就变成了
蜘蛛侠，觉得这种情节实在
是太扯了。 多年后的一天，
我想起曾经被狗咬的经历，
望着镜子里单身的自己，陷
入了沉思。

●“晚上出来方便吗？ ”
“不了，我家有厕所。 ”

E-mail:yccsll@163.com
2019 年 11月 9日 /�星期六 /�副刊编辑部主编

责编 梁力 /�美编 刘苗 /�校对 周勇 A8·文萃闻周刊博
萃

文

E-mail:yccsll@163.com
2019 年 11月 9日 /�星期六 /�副刊编辑部主编

责编 梁力 /�美编 刘苗 /�校对 周勇 A8·羊城沧桑闻周刊博沧羊
城 桑

■地铁里吃东西、 手机追剧
外放声音、 车门关闭后扒门……
这些广为诟病的行为都上“乘客
行为黑名单”了。交通运输部日前
发布的《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
与服务管理办法》,对乘客在地铁
内一系列行为进行规范。《办法》
将于 2020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近日， 交通运输部发文提
出，与火车站、长途客运站、机场
等相衔接的车站提供的安检场地
应为安检互认提供便利， 以减少
重复安检， 提高通行效率和服务
水平。 该办法将于 2020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新京报》评论认为：此前，乘
地铁到火车站或机场时， 过了地
铁安检， 还要在进火车站或机场
时再次安检， 这种重复安检的现
象不仅减损了民众的出行体验，
还产生了安检系统的大量重复建
设以及安检人员的超量配备，造
成人力与设备的浪费。此外，重复
安检还可能导致一种情况： 狭小
空间内人员大量聚集， 一旦发生
突发事件，平添疏通或逃生难度。

■茅台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

长李保芳回应外界对于茅台酒市
场供应的质疑。 他说：“茅台酒供
不应求，会是常态，赤水河不可复
制。 ”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
1-9 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实现利润总额 45933.5 亿元 ，
同比下降 2.1%。

■“我被五步蛇咬了一口，怕
毒发身亡，干脆把手指斩断了。 ”
10 月 26 日， 杭州市中医院急诊
室，面对 60 岁的张先生，该院皮
肤科副主任医师袁丞达摇摇头，

“实在没必要，五步蛇没有大家想
象中的那么毒。 ”

这已经不是第一个走极端的
蛇咬伤患者了。今年，杭州市中医
院皮肤科接诊蛇咬伤患者 1200
人次，其中 30%左右的患者会用
刀割 、火烧 、捆绑等错误方式自
救。“等到入院时，肢体已出现坏
死”。 袁丞达说，其实被五步蛇咬
伤， 毒素蔓延至全身需要过程，
只要及时就医， 通常不会致命。
哪怕是最毒的银环蛇，被咬后只
要在6 小时内就医， 也不会有性
命之忧。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
李军日前表示， 连续三年中国民
航的国际航线处于亏损状态 ，
2018 年亏损了 219 亿元。

■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 ，
60%到 70%的人开始健身后 9 个
月内就会放弃。

■基础教育的“末年” 成为
“复习年”， 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被
普遍接受的现实。 对此，首都师范
大学教育学科首席教授劳凯声表
示： 用一整年时间去应付一场考
试，我觉得有些过了。

■哪些情况算重大疾病？ 谁
来判定, 是法医检查还是指定的
医院？ 是所有的重大疾病都要告
知， 还是界定为有可能对婚后生
活造成重大损害的疾病？ 有分析
认为，这次民法典关于“患病情况
婚前告知义务”的调整，应该精耕
细作。

■近日， 教育部高教司司长
吴岩透露，教育部将出新规定，在
学校连续 3 年不给本科生上课的
教授和副教授， 会被清理出教师

系列。 同时他表示，要让学生毕业
和课程难起来，让天天睡大觉、打
游戏、 喝大酒的醉生梦死的日子
一去不复返。

■为帮助囚犯获释后更好地
开始新生活， 印度德里的监狱为
1000 多名囚犯提供酒店课程培
训。 课程为期 3 个月, 预计 70%
受过培训的囚犯在获释后都能找
到工作。 此前,该监狱曾与印度莫
拉基·德赛国立瑜伽学院进行合
作，为 1000 多名囚犯提供瑜伽教
师的培训。

■今年以来， 韩国女性家庭
部在全国举办了 16 次“戒瘾营”，
为 400 多名初中和高中生戒除手
机瘾提供帮助。 营地向每个孩子
收取 10 万韩元 (约合 602 元人民
币 )伙食费,其他活动全部免费。
此前的调查数据显示， 韩国超过
98%的青少年有手机，三成 10 至
19 岁青少年去年被归入“过度依
赖手机”类别。

■对爱吃蒜香面包的人而
言 ，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有一份
工作堪称理想。 知名比萨饼连

锁企业“达美乐 ”招募蒜香面包
试吃员 ， 应聘者需有至少 5 年
吃蒜香面包的历史等条件。 这
份工作日薪 30 澳元 (约 合 144
元人民币 )。

■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最新报
告称，德国实体店正陷入困境，每
三家店铺就有一个是空置的。 20
世纪 70 年代，德国开始出现开店
潮。不过，从 90 年代起，德国零售
业逐渐被国内外大型连锁店取
代。 近年来“网络购物潮”更让零
售店铺雪上加霜。

■一瓶罕见的威士忌酒日
前创下了威士忌拍卖的世界纪
录。 这瓶麦卡伦产于 1926 年的
60 年单一麦芽酿造威士忌 ，预
估拍卖价在 35 万英镑至 45 万
英镑之间 , 但是最终这瓶酒的
成交价达到了 150 万英镑 (约
合 1362 万元人民币 )，创下世界
纪录。 麦卡伦 1926 年是英国仅
有的 40 瓶来 自 263 号 木 桶 的
威士忌之一。 目前这批酒只剩
下 14 瓶 ，在过去两年里，其中
三瓶的拍卖都创下当时的世界
纪录。

一只荔蝽，在奋力蜕皮。
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活。 它

先蜕掉了头上的皮，这样，至少可
以自由地呼吸了。 然后，倒立，喘
息，铆足了力气，将身上的皮，一
点一点地往下蜕。 或许是用力过
猛，它将自己给扳倒了，仰面八叉
地跌倒在叶子上。

这倒也好，毛茸茸的草叶，就
像一张温暖的床，且让我躺一躺，
看看这蓝天， 还有头顶之上的果
实。 哇，多么鲜嫩的果实啊，蜕好
了皮，正好去饕鬄一顿。 不过，眼

下，我还得像个孩童一样，手脚乱
蹬，把这束缚我的皮囊，蜕下吧，
扔掉吧。

荔蝽的一生，要蜕皮五次，才
能将自己蜕变成一只真正的成
虫。 每一次蜕皮，都如此艰难，且
险象环生。 据说，荔蝽在蜕皮时，
有时会不小心弄折了自己的脖
子，但它们并不会就此死去，而是
会继续活在自己的旧皮囊下，只
是再也不能蜕皮了， 也再不可能
长大了。对一只荔蝽来说，成长就
是一次次艰难的蜕皮， 一次次付

出惨痛的代价。
蜕皮之后的荔蝽， 鲜嫩，娇

艳 ，像个新生的宠儿 。 这时候，
人们往往容易被它的外表所迷
惑 ，以为可以握它在手 ，把玩欣
赏 ，殊不知它的后胸腹板 ，暗藏
着两个臭孔 ， 在其受到惊吓或
遇到危险时，便排两个臭屁 ，熏
你个半死。

没错， 荔蝽的民间大名叫臭
屁虫，放两个臭屁，正是它们逃生
的伎俩。甭奇怪，身为一只混世的
昆虫，谁还没一两个杀手锏呢？

1906 年 5 月，天津诞生了
中国首家现代专业传染病医
院———北洋防疫医院。 该医院
的创办人是有“中国军医之父”
美誉的广东人徐华清。

徐华清， 字静澜，1861 年出
生于广东省五华县。 家境贫困，幼
年随母乞讨， 后随父在香港以打
石头谋生，后因机缘巧合，得教会
资助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和香港
大学， 后被选派赴德国学西医，
1888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

归国后的徐华清在天津安
家行医，因医术高明，屡次帮助
民众治愈疑难重症，博得口碑。
后慈禧太后患乳腺病， 经御医
救治无方， 徐华清受袁世凯和
李鸿章推荐，应召入宫，治愈疾
病，官封一品花翎顶戴，总理皇
宫医政。

1902 年 11 月，直隶总督兼
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天津创办旨
在培养陆军军医为目的的北洋
陆军军医学堂，学堂聘请徐华清
为总办。这是中国最早的军医学
校，徐为此博得“中国军医之父”
头衔。与徐华清同时共事军医学
堂的，还有时为总提督和洋务参
谋的徐世昌（后来担任北洋军阀
政府大总统）、 时为军令司正使
兼统领的段祺瑞（后来的北洋军
阀政府国务总理）， 时为总教习
的日本驻军医院院长正平贺次
郎以及德国教官汉纳根。

在北洋陆军军医学堂总办
任上， 徐华清多次出国考察医
政，招进一批德国和日本专家和
军医来校任教。其中就包括日本
官医局医士，后来成为袁世凯卫
生顾问的日本人古城梅溪。

徐华清虽然官居一品朝
官，却厚道仁爱、秉性善良。 穷
人出身的他，了解大众的艰辛，
对底层劳动者的疾苦感同身
受。清末民初，中国医疗手段原
始、技术落后，既没有专业的传
染病医院， 又缺乏治疗传染病
的专业医师，霍乱、天花、疟疾、
狂犬病等传染病在社会肆意横
行,百姓往往得不到有效治疗，
深受其害。为此，徐华清萌发了
创办一家防疫医院的想法。 当
时，袁世凯在天津编练新军，军
队士兵中也偶有因天花和狂犬
病而亡者， 亦有创办一家防疫
医院的心意。

最终，徐华清征得袁世凯同
意， 从 1904 年 5 月开始， 投入
了创办一所防疫医院的努力中。

1906 年 5 月 19 日 （农历

四月二十六）， 北洋陆军军医学
堂附设的北洋防疫医院，在天津
东门外南斜街大丰巷正式开业。
这是一所制造和注射牛痘疫苗
和狂犬病疫苗，同时兼治各种时
疫的医院。 内部设有学堂，培养
专业防疫人员，一期培养学员二
十名，两年毕业。 这是中国开办
时间最早的运用现代诊疗技术
治疗传染病的专业医院。

为办好医院，袁世凯任命徐
华清兼任总办，任命富有医疗行
政管理经验的古城梅溪担任院
长。 这所医院开办后，为全国培
养输送了不少专业防疫人才。

在合作共事、 开办防疫医
院的过程中， 徐华清和古城梅
溪不仅结为至交好友， 还成为
医学研究上的好搭档。 在防疫
医院成立的次年即 1907 年，古
城梅溪和徐华清共同完成了
《医家宝典 第 3 版》的写作。

这本以介绍临床诊疗操作
技术为主的实用性医学专著，
分内科摘要、医科摘要、医家备
考三部分。讲述了内、外、妇、儿、
皮肤、五官等常见临床疾病的原
因、症状、经过、预后、类症、治
法、处方等，阐述了临床诊断与
各种治疗处置方法的原理及应
用，还对防治传染病的基本原则
进行了介绍。 在书的末尾，附有
汉文和洋药名对照表。

1911 年 11 月 10 日，徐华
清因其在救济慈善方面的贡
献， 被公推为天津红十字会首
任会长。 徐华清还不忘用研究
成果回报乡里， 据徐的孙子徐
文征口述，定居天津的徐华清，
经常从天津向家乡运回大量奎
宁丸治疗疟疾。

70 年前的 10 月 14 日， 是解
放军攻入广州的纪念日。对于当年
的解放军 43 军 129 师营级作战参
谋侯炳鑫来说，当年入城的场景依
然历历在目，他回忆道———

1949 年 9 月， 解放军按照中

共华南分局的部署， 分三路进军
广东， 我们 43 军与 44 作为左路
南下大军， 进入广东后在翁源和
从化就与右路军汇合， 对广州形
成钳形包围。

部队在进入广东境内后 ，政
工干部就不断向官兵宣传广州城
的历史、经济等情况，说广州是一
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我
党曾在此领导广州起义， 广州城
内有农民运动讲习所、 孙中山纪
念堂、黄埔军校等著名建筑，广州
还是中国最繁华的南方大城市。
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为人民立功

建业，英雄好汉战场上见”。 战士
们都摩拳擦掌， 非常盼望早日打
进广州，

10 月 14 日， 三路大军从东、
北、 南三面把广州包围， 国民党
“代总统”李宗仁见势不妙，坐飞
机逃跑了。 当天下午，守城的国民
党军队炸毁海珠桥后撤离市区，
沿着西江逃跑。 当晚，我所在的部
队在沙河集结， 并清楚记得有个
战士因擦枪走火而倒下， 没能跟
战友们一起进入广州城。

次日，部队进入广州城区后，
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看看这座城

市，就匆匆忙忙穿城而过，迅速向
黄沙方向追击国民党军残余，随
后进军江门。 沿着珠江边上，一路
都是国民党军丢弃的枪支弹药和
军用物资， 很多死的伤的国民党
兵就横躺在路边。

虽然仅从广州城穿过，发现广
州城的确繁华，商店、商铺密密麻
麻的，不愧是华南著名的城市。 另
外，广州人欢迎解放军的热情空前
高涨，沿街到处红旗飘扬，人们都
跑到街上夹道欢迎入城大军。他们
虽然衣衫褴褛穿着破旧，说的广州
话我也听不懂，但从他们的笑容可

以看出对大军的欢迎。
进入广东后， 给我印象较深

的东西还有，天老下着雨，对我们
行军影响比较大。 经过翁源和从
化，看到老百姓都光着脚干活儿，
走起路来飞快，感觉很惊讶。 后来
在广东待的时间稍长后， 才明白
广东人打赤脚的多、穿拖鞋的多，
是有道理的。

1955 年， 我作为南海舰队的
军人又回到广州， 从此在广州扎
下根，直到从南海舰队离休，与这
座城市相守了半个世纪， 这大概
是命运的安排。

广东人徐华清
创办中国首家现代传染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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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做生意， 账表必不可
少，出纳有现金日记账，会计有现
金流量表， 上市公司要定期公布
一大堆财报……这些账表上的数
字，基本上都是阿拉伯数字，即使
我们没有受过财务训练， 看不懂
数字背后隐含的信息， 但至少可
以看懂数字本身。

如果到了民国时期， 那就完
了，我们看到的各种账表，上面的
数字如同天书， 有些数字既不是
阿拉伯数字，也不是汉字，更不是
英文，外行见了，完全不知所云。

比如说，1940 年 7 月， 广州
某医生记账如下：

来银拾元 ，支鱼 毛 ，支货品
元 ，支女 毛 ，支挸 毛 ，支山

草 元，支饮茶 元。
看得出来，这位医生当月收入

10 元，然后买鱼花了 角，进货花
了 元，给女儿 角，给一个名叫
挸的人 角，给一个名叫山草的人
角，自己饮茶又花了 元。

问题是， 那些鬼画符是什么
意思 ？ 在罗马数字里指的是
10，可是 、 、 呢？ 分别相当于
数字几？

我先不忙解释， 再请您看一
份账簿。 这是 1935 年 5 月广州某
地重修一座木桥的费用清单，摘
抄如下：

五月 四日 ， 钉桥数开列 ：付
买光皮 Ｔ 根 ， 计开 元 ，次
红水补桥 ，赎桥板 ，开 元 ；付
买包皮 Ｔ根 ，计开 元 ；付尖
子木 Ｔ根，计开 元……

你看， 这份账簿里的鬼画符
就更多了，不仅有 、 、 、 ，
又多出了 、 、 、 和 。

这些鬼画符其实都是数字，
民国时期商人记账常用的数字，
它们跟阿拉伯数字有一一对应的
关系：

就是 1， 就是 2， 就是
3， 就是 4（千万不要把 这个符
号当成罗马数字 10）， 就是 5，
就是 6， 就是 7， 就是 8， 就
是 9。 如果写到零，一般不用 0 来
表示，而是写成大写的汉字“零”。

从 0 到 9， 个位数都有了，那
么十位数和百位数该怎么表示
呢？ 很简单，把表示个位的那些鬼
画符组合起来。

比如说，刚才摘抄的修桥账簿
里面：“计开 元”， 其中 表示
7， 表示 3， 合起来就是 73 元。

“计开 元”，其中 表示 2， 表
示 4，合起来就是 24 元。“买光皮

Ｔ 根”， 是 1， 是 7，那么
Ｔ 呢？跟 一样，表示 6，这三个符
号组合起来，表示 176 根。

民国商人为什么不用简便易
读的阿拉伯数字， 非要用这些鬼
画符来记账呢？ 是故意让外行看
不懂，以免泄露商业机密吗？

其实不是的，仅仅是因为阿拉
伯数字在我们国家普及得特别晚，
很多商人根本没有听说过阿拉伯
数字。 即使听说过，也不会写，所以
只能使用以上那些鬼画符。

那为什么不用汉字呢？ 因为
汉字表示的数字太占空间， 在账
簿上很可能写不下。 最简单的例
子，想记下“176 根”这个信息，如
果纯用汉字，只能写成“一百七十
六根”， 而用鬼画符来表示的话，

“ Ｔ 根”就 OK 了，既省时间，
又省空间。

刚才我们一直说， 这些特殊
的仿佛天书一样的数字是鬼画
符， 其实它们有着悠久的历史渊
源， 是从一千年前宋朝算筹的表
示法演化出来的。

千年以前， 北宋尚未盛行算
盘，数学家推算圆周率，天文学家
推算历法，工匠计算工料，商人计
算开支，都要用算筹，也就是一根
一根的小竹棍。

用算筹做计算， 早在汉唐时
期就很流行了， 但是宋朝人发明
了脱离算筹也能计算的方法，那
就是在纸上用符号把算筹画出
来。算筹不是一根一根的吗？那就
用一根一根的竖线或者横线来表

示数字：
表示 1， 表示 2， 表示

3， 表示 4， 表示 5， 表示 6，
表示 7， 表示 8， 表示 9。

如果表示十位以上的数，那
就把这些符号横过来或者颠倒过
来，与个位符号相组合，分别表示
十位、百位、千位、万位。

举个例子， 宋朝人想写 1219
这个数字，写出来就是这样的：
＝ 。

中间百位上的＝是横过来的
，跟 一样表示 2。 为什么要把
横过来呢？ 因为前面千位上的

符号是 ， 只有把百位上的 写
成＝，才不会跟 混淆，被人误读

成 。
宋朝的算筹表示法虽说比在

地上排列一大堆小竹棍要简便，
但还是不够简便， 所以后人又做
了进一步简化 ，将 （4）改写成

，将 （5）改写成 ，将 （9）改
写成 。

这些简化的符号发展到民国
时期， 就成了民国商人习惯使用
的记账码。

在前面摘抄的那份修桥账单里
面，还有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是清
朝后期发明的，表示 20，主要用来
写日期。 账单里的“五月四日”，意思
就是“五月 四日”，把“二十”简写成
，同样节省了账表空间。

1949 年 10 月 14 日，
解放军进入广州城

1935 年 5 月广州某地修桥费用账簿

1940 年 7 月广州某医生收支账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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