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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2017年大型聚会议定方案的

通知并再征求新意见 

 

                                                                                   

                             

                           

 

 

 

 

 

 

 

   

2016 年 5 月 28 日（周六），在上海市科学会堂新楼——思南楼，上

海及其周边城市的我届 19位老同学进行了聚会，共同商定了于 2017年 10

月举行的“纪念复旦大学数学系 62届入学 60周年聚会”议定方案（见下

述专文） 。望我届师生收到《交流》30期后，对该方案给以认真审议与

积极修缮！ 

特别是，请大家对聚会第二天的三种安排方案作出各自的选择，尤

其是已经决定参会的同学，请一定要把你们各自的抉择意见并连同你们

对议定方案的审善意见于 2017 年 5月 15日前，回告給联谊会秘书组郑

国莱同学，以便尽早来确定最终的正式方案。 

来件邮箱：guolaizheng@sina.cn，；来信地址：上海市番禺路 305

弄 5号 503室，邮编：200052。 

秘书组将根据大家反馈的审善意见，将 2017 年“纪念复旦大学

数学系 62届入学 60 周年聚会”议定方案加以最终完善，并草拟好

2017 年聚会的《正式通知》。再在 2017 年 7 月 12日群发的《交流》

34 期上加以刊发。届时，还望大家积极地支持、配合！重新填写《正

式通知》的反馈报名！诚请大家务必大力支持、积极响应！秘书组期盼

着大家的最后回复！ 

复旦大学数学系 62 届学友联谊会秘书组 

          2016 年 6 月 

 

                                          

                                    

 

 

2016 年 5 月 28 日，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同学 19 人，在上海市科学会

堂思南楼进行了聚会，聚会中，专题讨论了复旦大学数学系 62 届同学举

行“纪念我届同学入学复旦大学数学系 60 周年大聚会”的议定方案： 

聚会时间： 2017 日 10月 22 日-24 日（周日-周二）。 

聚会地点：复旦大学光华楼东楼 2001 室。 

聚会日程：10 月 22 日（周日）：下午起办理住宿同学登记报到、

缴纳费用、安置食宿的手续；晚上，已住宿同学可串门进行“随意性廖

侃”。 

学友信息交流 
复旦大学数学系 62届学友联谊会 

第三十期 

2016年 7月 12日 

2017 年大型聚会议定方案 

 

学友聚会专栏 

 

mailto:guolaizheng@sina.cn，；来信地址：上海市番禺路305弄5号503
mailto:guolaizheng@sina.cn，；来信地址：上海市番禺路305弄5号503


2016 年 7 月 12 日                                   学友信息交流 第三十期                                  复旦大学数学系 62 届学友联谊会 

2 / 15 

10 月 23 日（周一）：上午 9:00 在光华楼东楼 2001 室举行“纪

念大会”开幕式；上午 11：00 在光华楼楼前合影留念；中午 12:00 在

旦苑餐厅聚餐；下午 1：30 乘车去“上海数学中心”参观浏览，下午

3:30 假数学中心会议室举行“纪念主题侃谈会”；晚上 6:00 举行“集

体过 80 岁生日”晚餐会。 

10 月 24 日（周二）：准备三套方案： 

第一套方案：遵循一些老同学的建议：“本次聚会应珍惜今后难有

的团聚机会，重在侃聊交流，什么话题都可以关起门来聊。”聚会将安

排上（9:00—11:00）、下午（1:30—4:30）两场“侃谈会”，侃谈主题

将由上次侃谈会议定。晚上 6:00 举行“聚会告别”晚餐会。 

第二套方案：在旅行社愿意组织（因目前各旅行社大都不愿意组织

80 岁左右的老人进行旅游，怕遇到万一莫测的事故；即是个别靠老关系

愿意组织的旅行社，则要求参游老人交具子女担保书），大多数同学都

决定参游（将依据参会回执来统计）的前提下，聚会将组织“上海某免

费景点”一日游。 

第三套方案：只有部分同学参游及旅行社也愿意接团，将兼顾进行

“一日游”与“侃谈会”两项活动。 

10 月 25 日（周三）：早餐后，办理住宿同学的退房、退餐

券手续。或自行办理续宿手续，继续留沪进行自由行；或离沪回返。 

10 月 25 日起，各自决定,或可自行行或结伴行。游览上海的免费景

点或打折景点或收费景点，或可离沪返回。期间，食宿均自理。秘书组

已将上海旅游景点一览表刊登在《交流》30 期上，以方便大家自行选择

自主游景点。 

聚会须知： 

1.安全第一：我届同学的年龄都在 80 岁上下，都不同程度患有老年

疾病。对于体质尚好的同学，希尽量前来参聚；对于不宜外出或因故难

来的同学，望用来件或来信的方式来参与本次聚会。 

2.遵规为上：这次聚会，秘书组筹措到少量的用于食宿等开支的接

待资金，考虑到现在筹措环境严峻、愿意资助者极少，对此秘书组应当

尽量减轻筹措压力，故而出于无奈，只能精打细算，在食宿人数上予以

适宜的限制，对于需要家属陪同前来参聚的同学，大会只能给一名家属

（或老伴或小辈）予以食宿补贴；在集体活动中，集体生日聚餐与上海

某免费景点一日游的相关费用，也只能采取由参与者分摊的方式来处理，

对此敬请大家谅解！ 

3.保健至重：与会期间，一定要带好常备的保健用品、想好必要的

保健措施。 

4.人数须准：为做好聚会期间的食宿安排与上海某免费景点一日游

旅务，务请与会者明确告知参会与参游的确切人数。 

5.支配宜实：本次聚会能否达到安全、顺利、欢度、完满的目标，

组织者当该尽心、尽意、尽责、尽力，与会者也必须大力支持、全力配

合、奋力投入、尽力奉献！ 

食宿安排：22 日下午-25日早上的聚会期间，外地同学及个别上海

同学（或因公务需要或家住远郊）的食宿费用，将如同 2012 年大聚会一

样来处理，并要求每位在复旦食宿的同学，必须在离沪返回前办理好退

房、退餐券手续。 

收费项目：23日晚上的集体生日聚餐费与 24日可能组织的上海某免

费景点一日游费用，都按聚餐者或参游者人数平均收费，各人总收费数

额将于大家在聚会报到时告知。 

离会返回：每位同学可随时离会返回，但务必向秘书组告知一声，

以便秘书组能时时处处掌控好参加各项活动的确切人数，谢谢大家的积

极配合！ 

复旦大学数学系 62 届学友联谊会秘书组 

20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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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28日是今年

复旦大学校庆返校日。我届上

海及其周边城市的老同学，原

本在当日于复旦光华楼东楼

2001 室举行聚会。 

这次聚会一周前，钱雪元

老同学热情主动地向秘书组

提出，这次聚会可由他来当东

道主，聚会地点可安排在上海

科学会堂新楼——思南楼（南

昌路 59 号）举行，并告知了

他作出的活动安排：上午 9:30

到思南楼二楼咖啡厅报到，并

进行聚会主题（商讨我届同学

于 2017年 10月举行纪念入学复旦大学 60周年聚会的可行方案）的商议、

探讨；中午 11:30 在思南楼五楼餐厅聚餐；下午!:00 可去附近参观中山

故居与周公馆；3:00 在思南楼三楼电影厅观看电影《铁甲钢拳》。对此，

秘书组接受了该聚会方案，并立即群发了更改聚会地点的《新聚会通知》。

   

5 月 28 日 9:00 许，郑国莱与董太亨同时抵达思南楼，随后依次是

胡美琛、钱雪元、舒五昌、王婉华、黄智强、严新樑、叶秀明、金瑞椿、

戴世强、萧尔健、陈云程、陈恕行夫妇、谢惠民、刘永才、吴敏金、沈

纯理、袁采，共 20人，原定还有鲍佐祥同学，但事后知，他因走错了聚

会地点，去了南昌路 47号上海科学会堂老楼，从而很遗憾地未能如愿参

加本次聚会。特别要提一下，陈恕行同学尽管脚动了手术，行动相当不

便，但他意识到自己出席这次聚会的责任与担当，毅然双手撑着拐杖，

在夫人的陪同下，准时地来到了思南楼咖啡厅。他的责任感与奉献精神，

令与会同学深为感动。 

 

在咖啡厅，大家围拢成“圆桌”，有的喝咖啡，有的喝茶，边喝边

谈。期间，大家进行了热烈而有效的探讨，几乎每个人都作了发言，提

供了各自的意见。首先，大家一致赞同，一定要举办好“2017 年 10 月

举行纪念入学复旦大学 60 周年聚会”；其次商讨了可行性的聚会日程，

大家一致赞同本次聚会作“一天报到、两天集体活动的安排；再次一一

商议了两天集体活动的各时段安排（可见上述的“议定方案”），期间

陈恕行同学提出，可如同 2012 年聚会一样，由他来安排大家在复旦的食

宿，这就为秘书组坚定举办 2017 年聚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恕行同学还

在聚会后发来邮件，提供了完善 2017 年聚会的多项宝贵提议，特别值得

今年上海科学会堂聚会纪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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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述的是：建议在就会开幕式上，大家可集中就 60年复旦教育的回顾

与经验总结进行畅谈，并拟请袁采与葛锁网等同学作重点发言；也提

议大家为复旦大学档案馆提供当年就学时留存的珍贵纪念物（如笔记、

会议记录、计分册、申请表、饭菜票、代价卷、学生证、借书证等等），

以在母校留下我届同学的足迹。在筹措接待资金问题上，一直为我届

聚会作过奉献的谢惠民同学，此前曾表过态，这次聚会又重申了“自

己会尽微薄之力的”意愿。鲍佐祥同学尽管遗憾地未能到场，郑国莱

还是转达了他在电话通话中所说的承诺话：“在 2012 年聚会时，自己

作过的承诺是会兑现的”。大家对许多老同学提出聚会应“多作聊侃”

的提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多位同学觉得，人老了，上好的疗养便是

“尽兴叙旧、坦侃”，大家可关起门来“坦率闲聊”与“畅述心声”，

经过推敲，与会者都同意这次“侃谈会”拟放在参观上海数学中心后，

在数学中心某会场举行。当然，与会期间的晚上，大家还可走动就寝

房，随意自由结合，进行无限制的畅侃，什么话题都行，侃多长也都

行！

 

至于聚会第二天的安排，大家也作了议论，继续“侃谈会”与适当

组织“一日游”都有所议论。组织“一日游”，现在已不易，目前大多

旅行社都不愿接待老人旅游团，特别是 80岁上下的老人团；即使有愿接

待老人团的旅行社，但接受的条件是参游老人必须交纳子女担保书。对

此，秘书组觉得拟准备好三种实施方案，或继续“侃谈会”，或组织“一

日游”，或兼顾“侃谈会”与“一日游”（参游者去旅游，不参游者进

行侃谈）。

 

对于游处，王婉华提议过“迪斯尼”（估计人多、很累，又购票不

易，对老年人也不一定合适），陈恕行提议过“上海中心”（高楼赏景

已司空见惯，不一定大家都喜欢），戴世强提议过“同里镇”与 “金

鸡湖”（他不久前去过，觉得值得向大家推荐；后在网上查到信息知，

白天去只能欣赏“摩天轮”，其他景点只宜赏夜景），经过大家反复斟

酌，最后大家都赞同，如果旅行社愿意接受及参游人数有保障，聚会将

组织“上海某免费景点”一日游，旅费自理；如果一日游活动无法实施，

则宜继续进行侃聊活动；如果有部分同学要能组成旅游团，则宜兼顾“侃

谈会”与“一日游”。 

至于 24 日后的自由行活动，食宿行都拟自理。大家建议秘书组向与会者

提供一份上海旅游景点全信息单（包括免费的与打折的的。现已拟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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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本期《交流》），可遵循“量力而行，随趣而选，各自择点，自由结

合，可多可少，可紧可松”的原则，各自进行尽兴、尽情地享受游乐。

  

 

在 2017 年聚会方案基本议定之后，大家问起了对位生病或进养老

院同学的近况。首先提到了沐定夷同学，谢惠民同学近期跟他通过电话，

说他的精神状态很好，虽然他的老年疾病不少，但心态极好，交谈中，

可感觉到沐兄的中气很足，声音响亮，对于他这样一个体质较弱、病资

较老又几经病患重创的人来说，实在不易，他的养老实践实值给了我们

不少启示；惠民兄还补充说定夷唯一缺憾的是，平时能跟他闲聊的人太

少，觉得有点失落。其次问及了患有帕金森病的李永福、马锦忠两位同

学，黄智强同学说，他曾打过电话给他俩，李永福家无人来接电话，马

锦忠由其爱人接电话，告知虽无大变化，但病起未见和缓。接着，聊到

徐元宙同学，袁采同学告知说，“阿宙”实属不易，尽管多次动了肝的

手术（听说动小手术的周期在缩短）。但精神状态一直还很好，最近又

动过手术，正在瑞金医院治疗。郑国莱想起，此前曾先后与韩松才、张九

思两同学通过话，也收到了张如兴同学的来信，有必要将通话及来信的信

息告诉大家。韩告知说，他现在的腿脚有所变化，行动已开始受限，上下

楼显见困难，故而平时已不大外出，只能尽量在家楼上多活动活动，身体

的其他方面尚无太大变化，随之他说 2017 年聚会他肯定不能来了，他要

求代他向大家问好！张九思说，他现在一切都很好，2017 年聚会他肯定

会携夫人参会的。张如兴告知，他去年先后患过肺炎（曾五天发高烧）及

坐骨神经痛（由腰间盘突出引起，造成“坐”或“走路”都非常疼痛），

后经治疗才得以康复（详细可见《交流》30 期）。接着，黄智强也告知

大家一个新信息，说在他跟高熊飞联络中，曾要求高乘去香港的机会，打

听一下曾桂忠同学的现况，结果在第二次电话联系时，桂忠的太太接了电

话，才告知桂忠同学已于今年早些时候故世了。 

聊谈中，免不了会涉及健康话题。与会的 20 人，看上起大家都很精

神，面色也都很不错。谈到保健有何体会，多人都有感言，郑国莱听后，

结合自身感受，归结为： 

1.坚持多走动。今年上半年自己腰伤复发，腰部直不起来，行走时

伴有疼痛，贴膏药、内服药都不见成效，然自己坚持每天多走路，去图

书馆花 25分钟走过去，回家时先乘一站地铁，后花近 10 分钟从地铁站

走回家，就在 5月中旬时，开始见效了，走到图书馆或走回家都感到身

体发热，活血通顺了，出汗也逐渐多了起来，疼痛也逐渐随之消失，腰

部就可挺直了，达到了康复的效果；   

2.修炼好心态。好心态的可集中表现为能乐观、向上。乐观，就是

要碰到烦恼（或忧伤），应修炼到“若无其事”！烦恼（人人都会有），

又表现为两种状况：一是由刻于自我追求的目标所带来的（若此目标是

不切实际的，则就会产生烦恼）；二是由受到突如其来的困扰所带来的

（若此困扰是无法排解的，则也会产生烦恼），据此，人们只要放弃不

切实际的目标和丢弃无法排解的困扰，岂不就不会再烦恼了！岂非就达

到了“若无其事”的境界了！向上（人人也都可有），就是要对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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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修炼到“积极奋为”！向上，也表现为两种状况：一是努力去达到

切实可行的目标；二是努力去排解切实可解的困扰。科学认定的“知”，

满腔热血的“情”，坚忍不拔“志”，积极求索的“意”，奋发可为

的“行”，必定会调动起自身在生理与心理上的一切积极因素，使之

生理活跃、心理平和、精神振奋，行为有力，岂非就达到了“积极奋

为”的境界了！

 

3.坚持多用脑。不少医家告诫大家，避免患上老年痴呆症的最重

要措施便是“要多用脑”。可谓“身体运动”与“脑运动”是人生健

康的两翼。 

4.适当作进补。因种种原因，人体生理上会出现某些生命元素的短

缺，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出现短缺是正常现象。我遵从 “老年人

应重视适当、合理的进补”的中医理念，我至今仍保持着各项基本生理

指标处在正常范围内，归找原因，我觉得这是自己坚持了每天各吃一粒

“深海鱼油”与“善存片”。对此相信的同学，不妨也可这样做！

 

聊谈中，不少同学谈了自己的近况：五昌、婉华他俩家已迁居浦东，

徐泾的房子出租了；太亨已常住在位于虹桥的上海家中，爱人不久前故世，

在护理爱人期间，身体亏虚了很多，现刚

刚将身体调补回来；纯理原住于 11 楼的房

间，考虑到年老的因素，已与其子的低层

房间对调了一下，现主要忙于带第三代；

袁采现仍有一些慈善基金会的事要做；金

瑞椿说自己也在带第三代；钱雪元说，他

的眼睛视力已很差，准备近期动眼科手续，

期许改善一下自己的视力；陈恕行前不久

动了脚手术，意在改善一下自己的行走机

能；陈云程看上去很年轻，不少同学都夸

他，身体养护得相当不错，似乎可被看成是 50几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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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到了中午，得上五楼餐厅去聚餐了。临行前，

郑国莱帮助钱雪元向大家发放另下午三时的电影票，并关照说，拿了票，

可不去看，也可看一会就离场，也可从头看到底！请各自掌握！

 

大家来到五楼餐厅，除了萧尔健同学有事早离会外，19人分成两

桌。席间，大家一边继续侃聊，一边用餐。用餐后，大家觉得菜肴的质

量、味道都不错，大家问了价钱，感到尚蛮实惠，于是请雪元同学叫来

餐厅经理，要求他普发一下名片，发完名片后，经理说，你们同学今后

要用餐，可直接打电话给我，我同样会给大家这样的优惠的。过不多时，

袁采想到，乘金瑞椿正在上海，他决定召集一下曾在第二教育学院一起

共事过的教师也聚餐之，于是就当场预定了一桌。就餐中，黄智强同学

想到应让沐定夷同学感受一下我们同学聚会的欢悦，于是跟郑国莱商

定，马上拨通了定夷养老院的电话，先后让定夷与黄智强、郑国莱、袁

采、陈恕行、钱雪元、沈纯理、金瑞椿与戴世强等同学通了话，这样，

让定夷感到也身临聚会的感觉，让他也分享一些我届同学聚会的欢乐氛

围（聚会后不久，钱雪元、徐福生与陈天平三人又专门去探望了定夷同

学，探访情况另刊）。席间，有同学提出可否去探望一下徐元宙同学，

袁采闻知后，也立即拨通了元宙夫人的电话，进行着治疗、养护期间，

家人的意见是：“希望老同学不要去打扰他，让他安心地治养”。于是

去探望元宙之动议便作罢了！全桌一起聊、左右邻里近聊、两桌串聊，场

面十分活跃，气氛更为融洽！沉浸、陶醉之感，恰忘却了时间的流逝，不

知不觉到了下午 1:30 左右。此时，见大家闲聊的兴致正浓，于是跟雪元

商量后决定，原本打算下午去参观中山故居与周公馆的计划只好取消了。

到了下午 2:30，大家觉得该去看电影了，便离席下得三楼电影厅。

 

到了电影厅，得知原定 3:00 的放映时间，因现正被占用开会，需要

推迟到 3:40 才放映，这样大家得空等近一个小时，于是大多同学决定不

看电影、直接回家，他们跟坚定要看电影的同学道了别。剩下的是钱雪

元、舒五昌、王婉华、黄智强、严新樑、叶秀明与郑国莱共 7人，最后

坚持看完的是舒五昌、王婉华、叶秀明与郑国莱共 4人。看完电影，四

人都觉得，《铁甲钢拳》影片还是蛮好看的！ 

一天的聚会丰富多彩，令人难忘！也叫人回味无穷！ 

          郑国莱 201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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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上海旅游景点说明：2017 年聚会将提议在集体纪念活

动之后，拟安排大家自主游活动。为此，联谊会秘书组提供了这张是

《上海旅游景点》目录，大家可根据这张目录，自主（也可自由结伴）

选择景点作为自由行的目标地。待 2017 年 7 月 12 日《交流》34 期公

布 2017 年聚会《正式通知》后，请大家在反馈回执表中挑选好各人自

选的景点，秘书组将在 2017 年聚会开幕式上发放各被挑选景点的详细

介绍及其旅游信息，以供大家作自主游参阅！ 

一、 免费景点（23 个） 

  1. 上海博物馆；2.山海美术馆；3.召稼楼；4.嘉定孔庙；5.佘

山天主教堂；6.横沙岛（横沙乡）；7.淀山湖；8.嘉定竹刻博物馆；9.

七宝古镇；10.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11.外滩；

12.新天地；13.朱家角；14.中华艺术宫；15.青浦金泽镇；16.滨江大

道；17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刘长胜故居）；18 汽车博览公

园；19.思南公馆；20.三山会馆；21.田子坊；22.1933 老场坊；23.上

海香薇玫瑰庄园。 

二、打折景点（61 个） 

  1.上海野生动物园；2.东方明珠塔观光 B票；3.上海科技馆；4

上海自然博物馆；5.上海金茂大厦 88 层观光厅；6.环球金融中心观光

厅（94F）；7.上海城市规划展示厅；8.上海锦江乐园；9.上海海洋水

族馆；10.东平国家森林公园；11.上海枫泾古镇；12.辰山植物园；

13.上海世纪公园；14. 东方绿舟；15.上海欢乐谷；16.上海朱家角古

镇；17.上海海滨国家森林公园；18.上海动物园；19.上海长风海洋世界

；20.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21.上海共青森林公园；22.上海影视乐园；

23.上海鲜花港；24.上海方塔园；25.中国航海博物馆；26.上海月湖雕

塑馆；27.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28.上海植物园；29.大宁灵石公园；

30.巧克力乐园；31.上海古漪园；32.渔人码头景区；33.孙桥现代农业

开发区；34.上海大观园；35.上海鲁迅故居；36.新场古镇；37.上海奥

迪国际赛车场；38.上海前卫生态村；39.上海滨江森林公园；40.上海孙

中山故居纪念馆；41.上海大自然野生昆虫馆；42.上海马陆葡萄公园；

43.华亭人家；44.上海地质科普馆；45.东方假日田园；46.江南三民文

化村；47.上海都市菜园；48.上海高家庄园；49.上海南翔景区；50.上

海电影博物馆；51.上海财府民俗文化陈列馆；52.上海长江口科技馆；

53.吴淞炮台湿地森林公园；54.上海碧海金沙景区；55.上海宝山顾村公

园；56.周浦花海；57.上海游龙石文化科普馆；58.醉白池公园；59.上

海宝山民间艺术博览馆；60.月亮船；61.《上海滩》音乐剧。 

苏州金鸡湖景点 

介绍苏州金鸡湖景点说明：2017 年聚会将提议在集体纪念活动中

，有同学提议可游览苏州金鸡湖景区。为此，我们从网上摘录了一些资

料，供大家赏阅，并请大家各自表明一下要否安排“苏州金鸡湖景区一

日游”活动。如果参游者有一定数量，且某旅行社愿意接团，我们将予

以组织之。 

 苏州金鸡湖一般指金鸡湖 

金鸡湖景区，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国家商务旅游示范区，中国

最大城市湖泊公园，是二十一世纪苏州“人间新天堂”的象征。 

金鸡湖景区位于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总面积 11.5 平方公里，其中

水域面积 7.4 平方公里，景区投资 89.53 亿元，按照“园区即景区、商

务即旅游”的城市商务旅游功能布局，精心打造了文化会展区、时尚购

物区、休闲美食区、城市观光区、中央水景区五大功能区。 

金鸡湖景区八大景观带来奇丽的感官之旅，六大商旅体验提供高端

上海旅游景点 

 

http://baike.baidu.com/view/1317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73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9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9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77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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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品鉴，三大旅游产品为商务人士、游客、市民提供丰富的定制化

旅游产品，金鸡湖景区是国内极少数免费对外开放的国家 5A级旅游景

区之一。 

所属地区：苏州工业园区       下辖地区：唯亭、跨塘 

电话区号： 0512              面  积： 11.5 平方公里 

方  言：苏州话           气候条件：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著名景点：“摩天轮”,“圆融雕塑”,“圆融天幕”,“文化水廊” 

机  场：无锡苏南硕放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上海虹桥机场 

火车站：沪宁城铁园区站、苏州火车站、京沪高铁苏州北站 

车牌代码：苏 E 

所属水系：长江水系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建议游玩时长： 2-3 小时 

 

名字传说 

金鸡湖一说由于金鸡落于湖中船上而得名，很久以前，一艘装满稻谷

的小船在金鸡湖上行驶。忽然，一只全身闪光的金鸡从天而降。摇橹的渔

夫从未见过如此硕大而耀眼的公鸡，顿时惊恐万分，不知所措。金鸡跳到

稻谷堆上，开始啄食起满船的稻米。渔夫猜测可能金鸡腹中饥饿，便好心

的捧起 大把的稻米，喂与金鸡食用。 

 大把的稻米，喂与金鸡食用。金鸡吃了很多，最后张开翅膀向高空飞

去。在飞离小船之时，金鸡抛下漫天的种子。瞬间，金鸡湖中长出了一种姑

苏人以往从未见过的植物——芡实。后来，人们为了感谢金鸡送芡实，将金

鸡飞临之湖称之为金鸡湖。 

但苏州民间更愿意相信金鸡湖是因为琼姬女的美丽传说。 

据说春秋时期，勾践进贡了西施之后，夫差便只顾和西施在城西灵岩山

姑苏台享乐游玩，不理政事。吴王夫差聪慧的女儿琼姬发现勾践别有用心，

多次提醒父亲提防勾践。可夫差没有听信她的话，反而受西施挑拨，把琼姬

赶到苏州城东大湖中的一个荒岛上去“面湖思过”。后来，越国军队兵临姑

苏城下，夫差为了保命，准备把女儿作为“礼物”送给勾践请罪求和。琼姬

得知这个消息后，痛不欲生，跳湖自尽。后人为了纪念琼姬，便把这个湖泊

叫做“琼姬湖”，把她所葬的地方称为“琼姬墩”。由于吴语中的“琼姬”

念起来和“金鸡”的读音相近，渐渐地 “琼姬湖”就被人们称为“金鸡

湖”了。 

自古文人墨客也多有吟咏，如名士高启 的那首“骨冷珠襦闭古愁，茱

萸零落竟谁收？青灯自照空庵夜，翠辇无归故苑秋。麋鹿昔年来废榭，牛羊

今日上荒丘。香魂若解悲亡国，莫共西施地下游。” 

当地作家邓九尾曾将金鸡湖以神话的方式写入人物传记小说《黄涛传》

中:"正在大家争先恐后的一睹黄涛真容的时候，从金鸡湖底浮起一只巨鸡，

仔细一看，一名少年正坐鸡背之上，少年徐下鸡背，气度不凡。少年年纪大

约十七、八岁左右，蓄著一头短发，白衬衫的领口微微敞开，衬衫袖口卷到

手臂中间，露出小麦色的皮肤，眼睛深邃有神，鼻梁高挺，嘴唇性感，胳膊

上带一袖章，刺有人物两字，尤其是搭配在一起之后，更是犹如上帝手下巧

夺天工的作品 。"[1]  其中所写的金鸡湖正是作者小时候经常去玩耍的地

方，于是有了想将其写入小说的想法。 

 

照片选刊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74077/153401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701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701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0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60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95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838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562/53413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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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aidu.com/baidu.php?url=uw0K00aoHeKzMAEjgPpa9tTXcS_1CZi2auJ8W5dqsSjJesxm9fCH0V_FUajNr51joIK4_9NL3Ma35ViLKzeNj7aWC515mLS8pRmEa04R8JULjLj25YG6-codWSCWa5B3sHauX0R.7R_iRFhmXdnL-Guhx7ZGwKPIL9knI5u_eZqotMHuugdYqEKBmoO5ex1IEwSg_Wl33u_HZZ_oLIreGlxZIdC3v2J7jZ93SLjbS8ZFqXj6352A9nOAWjbSoPYzUM1F9Ci3X5dWh9stx-X1BsIrejblXdrW6IPI93OQqOWvIrHuY3TMHen5Z4mThe1vmTheul3TheuqTrHI4e_rHIlSrZF8LSXZF8tqSZF8vXrZF8Ld3The1L3ThedvmThevd3The1lTrHIletrHIElTrHI4e_rHIeX1jbLXLks4PLMEs4Pv1I9zUVSHjbLXXejbLXEVs4PvOks45N5f1jfREY_lbvTN9h9m3vUS5mC.U1Yk0ZDqzqgyLULsE2plO6KY5TENdVvqtQzh8ElYteeAVXC0pyYqn1m30ATqXZ6k0ZNG5fKspyfqn6KWpyfqn1bv0AdY5Hcsrjb0pvbqn0KzIjYYnHD0uy-b5HDkrjDk0AFG5H00Uynqn0KkTA-b5HD40Z7WpyfqPHb0ThIYmyTqn0KEIhsqn1cvridbX-t1PHczQywlg1nvn10VuZGxn1TkraYkg1n3njRVnfKVpyfqn0KGTgfqn0K9mWYsg100ugFM5H00TZ0qn0K8IM0qna3snj0snj0sn0KVIZ0qn0KbuAqs5H00ThCqn0KhIjYs0ZKC5H00ULnqn0KBI1Ys0A4Y5H00TLCq0ZwdT1YkPWf1nWb1njb4nj64PWbdnj6Yr0Kzug7Y5HDYPWmsn16YPHn4PjR0Tv-b5yfdnW04rHuBn1mYrHf4uAm0mynqnfKlIjYs0APzm1YdP16kP0
http://www.baidu.com/baidu.php?url=uw0K00aoHeKzMAEjgPpa9tTXcS_1CZi2auJ8W5dqsSjJesxm9fCH0V_FUajNr51joIK4_9NL3Ma35ViLKzeNj7aWC515mLS8pRmEa04R8JULjLj25YG6-codWSCWa5B3sHauX0R.7R_iRFhmXdnL-Guhx7ZGwKPIL9knI5u_eZqotMHuugdYqEKBmoO5ex1IEwSg_Wl33u_HZZ_oLIreGlxZIdC3v2J7jZ93SLjbS8ZFqXj6352A9nOAWjbSoPYzUM1F9Ci3X5dWh9stx-X1BsIrejblXdrW6IPI93OQqOWvIrHuY3TMHen5Z4mThe1vmTheul3TheuqTrHI4e_rHIlSrZF8LSXZF8tqSZF8vXrZF8Ld3The1L3ThedvmThevd3The1lTrHIletrHIElTrHI4e_rHIeX1jbLXLks4PLMEs4Pv1I9zUVSHjbLXXejbLXEVs4PvOks45N5f1jfREY_lbvTN9h9m3vUS5mC.U1Yk0ZDqzqgyLULsE2plO6KY5TENdVvqtQzh8ElYteeAVXC0pyYqn1m30ATqXZ6k0ZNG5fKspyfqn6KWpyfqn1bv0AdY5Hcsrjb0pvbqn0KzIjYYnHD0uy-b5HDkrjDk0AFG5H00Uynqn0KkTA-b5HD40Z7WpyfqPHb0ThIYmyTqn0KEIhsqn1cvridbX-t1PHczQywlg1nvn10VuZGxn1TkraYkg1n3njRVnfKVpyfqn0KGTgfqn0K9mWYsg100ugFM5H00TZ0qn0K8IM0qna3snj0snj0sn0KVIZ0qn0KbuAqs5H00ThCqn0KhIjYs0ZKC5H00ULnqn0KBI1Ys0A4Y5H00TLCq0ZwdT1YkPWf1nWb1njb4nj64PWbdnj6Yr0Kzug7Y5HDYPWmsn16YPHn4PjR0Tv-b5yfdnW04rHuBn1mYrHf4uAm0mynqnfKlIjYs0APzm1YdP16kP0
http://baike.baidu.com/pic/%E9%87%91%E9%B8%A1%E6%B9%96/2376478/17245919/4b90f603738da97712ae645db551f8198718e3c7?fr=lemma&ct=cover
http://www.baidu.com/baidu.php?url=uw0K000XjQGFDJqFCboUebY3SA1P9GZ1u5MVkDbppgFDLNEj8BMRBmBHZ9illTBkTZS-PKPe7AhjRVuXZNWb-g6-CGGlxLF93MbsVuzJ208zeRjXkziM4kKBH16dHxK47iTmA1b.7D_igmnovx2WqA-MizBa6eKPK-x7-xN6o__e5Zubo6W9HDSA6eKPLC8W9m_tTMZ_LIpap2yr1xElslXgHG9mEukmrM5z43TTrx-1kGY4Sg5W9l32AM-WI6h9ikX1BsI5gKfYt8-P1tA-BPrMo6CpXy7MHWuxJBm9ksJglyIiUr2s1f_u5AEke70.U1Yz0ZDqzqgyLULsE2plO6KY5TENdVY-nWaqtQzh8E30pyYqn1m30ATqXZ6k0ZNG5fKspyfqn6KWpyfqn1bv0AdY5Hcsrjb0pvbqn0KzIjYYnHD0uy-b5HDkrjDk0AFG5H00Uynqn0KkTA-b5HD40Z7WpyfqPHb0ThIYmyTqn0KEIhsqn1cvridbX-t1PHczQywlg1nvn10VuZGxn1TkraYkg1n3njRVnfKVpyfqn0KGTgfqn0K9mWYsg100ugFM5H00TZ0qn0K8IM0qna3snj0snj0sn0KVIZ0qn0KbuAqs5H00ThCqn0KhIjYs0ZKC5H00ULnqn0KBI1Ys0A4Y5H00TLCq0ZwdT1YknWTdnWc4rHmdrHbdPWTvrHfYPfKzug7Y5HDYPWmsn16YPHn4PjR0Tv-b5yfdnW04rHuBn1mYrHf4uAm0mynqnfKlIjYs0APzm1Y3rjmk
http://www.baidu.com/baidu.php?url=uw0K00KnC_01Rm-wI7kekCe8QAfGrEe_Ijbt90uX83Kq80HY5GrFHsxColreCFrTGf7YR-dTsXmWCEaKegSLdGF669njLxlGxyE2qUjQmSITxwOwBWEkEmt7Cd4ZK5FzixLLCEf.7Y_aq18dSuD77h2ei1Pvsfkfugkug4lQ5pMz3p8xIMDk__lxZWYO9C_LGC_g_3_Ax2SQ2O5wueR4txeO4vxOSSW6vxJr3xuOotxqTgwx-lmSj58zNq-MZubvI5gKfYt_U_DY2yQvTyjo6CpXgih4SjikjW9l32AM-9uY3vglCh5d_kgpyu8LSKMO6xjRSFMo6CpXy6hUikWOxOr1OOLYTA1qwLje5qxWOoBlQtEHZs2glyIiUr2s1f_NvN4Pz6.U1Y10ZDqzqgyLULsE2plO6KY5TENdVvqtQzh8E30pyYqn1m30ATqXZ6k0ZNG5fKspyfqn6KWpyfqn1bv0AdY5Hcsrjb0pvbqn0KzIjYYnHD0uy-b5HDkrjDk0AFG5H00Uynqn0KkTA-b5HD40Z7WpyfqPHb0ThIYmyTqn0KEIhsqn1cvridbX-t1PHczQywlg1nvn10VuZGxn1TkraYkg1n3njRVnfKVpyfqn0KGTgfqn0K9mWYsg100ugFM5H00TZ0qn0K8IM0qna3snj0snj0sn0KVIZ0qn0KbuAqs5H00ThCqn0KhIjYs0ZKC5H00ULnqn0KBI1Ys0A4Y5H00TLCq0ZwdT1YvPHn3Pjf3PW0snHcvPWR3nHmY0ZF-TgfqnHfvPW01rjfdn1bYPfK1pyfqujRznjb4Phc1PWf4Pj-bu6K9m1Yk0ZGY5H00mLFW5HfzrHfY
http://baike.baidu.com/pic/%E9%87%91%E9%B8%A1%E6%B9%96/2376478/722441/b7fd5266d0160924d42aca10d60735fae6cd34a9?fr=lemma
http://baike.baidu.com/pic/%E9%87%91%E9%B8%A1%E6%B9%96/2376478/722441/b7fd5266d0160924d42aca10d60735fae6cd34a9?fr=lemma
http://baike.baidu.com/pic/%E9%87%91%E9%B8%A1%E6%B9%96/2376478/722441/b7fd5266d0160924d42aca10d60735fae6cd34a9?fr=lemma
http://baike.baidu.com/pic/%E9%87%91%E9%B8%A1%E6%B9%96/2376478/722441/b7fd5266d0160924d42aca10d60735fae6cd34a9?fr=lemma
http://baike.baidu.com/pic/%E9%87%91%E9%B8%A1%E6%B9%96/2376478/722441/b7fd5266d0160924d42aca10d60735fae6cd34a9?fr=lemma
http://baike.baidu.com/pic/%E9%87%91%E9%B8%A1%E6%B9%96/2376478/17245918/622762d0f703918ff33bdebc543d269758eec4da?fr=lemma
http://baike.baidu.com/pic/%E9%87%91%E9%B8%A1%E6%B9%96/2376478/1253992/6a600c338744ebf84eb5a6a5d9f9d72a6159a760?fr=lemma
http://baike.baidu.com/pic/%E9%87%91%E9%B8%A1%E6%B9%96/2376478/1253992/6a600c338744ebf84eb5a6a5d9f9d72a6159a760?fr=lemma
http://baike.baidu.com/pic/%E9%87%91%E9%B8%A1%E6%B9%96/2376478/17245918/622762d0f703918ff33bdebc543d269758eec4da?fr=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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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鸡湖一日游怎样安排线路呢？ 

自驾不考虑（没车没驾照）。准备周六去金鸡湖玩一天，因为听说晚

上有水幕电影。金鸡湖有哪些值得去的地方呢？一日游推荐，晚上返回平

江路 

提问者采纳 

其实金鸡湖白天没啥玩的。就一个摩天轮公园。主

要是晚上看湖面光色，周五、六晚上 8.00-8.30西景区有

音乐喷泉。给您金鸡湖八景供参考·。 
 

 

 

 

http://baike.baidu.com/pic/%E9%87%91%E9%B8%A1%E6%B9%96/2376478/17245918/622762d0f703918ff33bdebc543d269758eec4da?fr=lemma
http://baike.baidu.com/pic/%E9%87%91%E9%B8%A1%E6%B9%96/2376478/17245918/622762d0f703918ff33bdebc543d269758eec4da?fr=lemma
http://baike.baidu.com/pic/%E9%87%91%E9%B8%A1%E6%B9%96/2376478/17245919/4b90f603738da97712ae645db551f8198718e3c7?fr=lemma&ct=cover
http://baike.baidu.com/pic/%E9%87%91%E9%B8%A1%E6%B9%96/2376478/17245919/4b90f603738da97712ae645db551f8198718e3c7?fr=lemma&ct=cover
http://baike.baidu.com/pic/%E9%87%91%E9%B8%A1%E6%B9%96/2376478/0/fd428c45d216610e86947374?fr=lemma&ct=single
http://baike.baidu.com/pic/%E9%87%91%E9%B8%A1%E6%B9%96/2376478/10011000000/6a600c338744ebf8c4503dc0d8f9d72a6059a728?fr=lemma
http://baike.baidu.com/pic/%E9%87%91%E9%B8%A1%E6%B9%96/2376478/10011000000/6a600c338744ebf8c4503dc0d8f9d72a6059a728?fr=lemma
http://f.hiphotos.baidu.com/zhidao/pic/item/5366d0160924ab1882e61d9934fae6cd7a890baf.jpg
https://www.baidu.com/s?wd=%E6%91%A9%E5%A4%A9%E8%BD%AE%E5%85%AC%E5%9B%AD&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LPvf3mWmdnWTvPHnkPADd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mkPH64P1D4
https://www.baidu.com/s?wd=%E9%9F%B3%E4%B9%90%E5%96%B7%E6%B3%89&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LPvf3mWmdnWTvPHnkPADd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mkPH64P1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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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芳庭邮件 

秀明： 

你好！收到了丁仁发来的 26期学友信息交流，谢谢你们！ 

关于后年聚会，我想尽量参加，并准备约王远猷、周川妹一起参加。 

建议：外地同学食宿自理，可以考虑作为聚会的基本方式。 

祝近安！        

          汪芳庭    2015.10 

 

殷冠华邮件 

国莱秘书长：你好！ 

我离家数月，刚从天津大姐家回来，打开邮箱见

你来信。根据你的提示，我又仔细阅读了《交流》25

期、26期、27 期。我感到大家的意见建议都好，我也

没有太好的意见建议，总的希望部分身体尚健的同学，

能再有一次机会相聚。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年级范围的聚会了，所以希

望能够办成。太具体的意见建议也没有。我希望安排一点时间给各个

班级同学聊聊天，大家谈谈毕业后 55 年的经历。这些在年级范围谈，

人多聊天就不方便，人多发言机会有限，人多范围大，有人听力不好

听不见……。至于组织参观迪士尼乐园和博物馆也是值得的，从 1957

年入学至今还没有去过博物馆，而迪士尼乐园是新搞的，也是难得的

机会。我们退休在外地，也是难得到上海。据说，游迪士尼乐园的门

票价格很高，本人自理是理所当然，尽量减少别人负担。需要费用和

费用不够部分，可以分摊给大家。力保成功，不要因为费用而无法办成。 

关于报名参加的事，我上次说要看到时的身体状况，因为天有不测风

云，人有旦夕祸福。我有一次腰痛，三天三晚没有睡着一分钟，半个月没

有下床，一个半月没有下楼。所以我说要看身体状况而定。根据你们的要

求，我明确：我参加，连同老伴共 2人。 

谈不出太多的意见，见谅！ 

谢谢各位热心的同学，特别要谢谢上海的同学们！ 

 祝 聚会办成！ 

         殷冠华   2015.12.6 复 

 

张如兴来信 

国莱学兄： 

您好！很久没有联系了！由于我的身体状况，估计不会活到 80 岁，所

以没有兴趣学习电脑，岂知现已活到 80 岁，就因不会电脑，许多信息姗姗

来迟，要等到小孩回家才能得知一些信息，才知楼世拓逝世，很沉痛；也

知道了葛锁网被评为江苏省高教 30年 10 个重要人物之一，很高兴；也看

到了您去年旅浙所拍的 57 张风景照（我小儿子影印给钱），很欣赏。由于

没有学会电脑，所带来的不便，很懊悔再学电脑已无精力。 

明年聚会，沈仁欣已为我报了名，如不出意外，我会携老伴来参加

的。大家再见面已是名副其实的七老八十的老人了。这次聚会实属不易，

有一处麻烦您和在沪的同学操劳了，在此谢谢您们！我想这次聚会不在

乎观什么景点，能够在一起坐下来，喝喝茶、叙叙旧，人老了经常会回

忆几十年的往事，能回忆起来，而且印象深刻一定是一生中酸甜苦辣中

的精华，聚会中把这种回忆进行交流，就更能增加互相了解，是有趣和

有益的。 

我去年曾因发高烧而住院，五天高烧不断，不能进食，最后诊断是

肺炎。还好，经过治疗后很快好转。接着因腰间盘突出，引起坐骨神经

邮件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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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经扬州大医院排水、以消炎、消肿，又吃消痛的药都没有用，

还是不能坐板凳，走路都会钻心痛！后来还是用针灸、推拿，才解去

了病痛这使我真正体会到了祖国中医的神效！ 

我老太婆患白内障和眼疾病，左眼已近乎失明，上月曾到上海第

一人民医院和华山医院治疗，医生都说手术风险很大，如失败就会立

即失明，不手术说不定还能拖一点时间，所以现在还不能下决心做手

术。我孙子去年考取了上海科技大学，该校虽筹建时间不长，但办学

很有特点。 

您近况如何？甚念！向夫人及全家问好！见到其他老同学也请代

问好！ 

保重身体，健康第一 1 

          学弟  如兴  2016.4.3 

 

悼念小我 6 岁的老同学楼世拓 

 
 

直到前几天我才得知楼世拓已于去年 12 月 18 日去世，顿时我傻

了，不知所错措，悲痛的泪水直流。 

回想起，2011 年，我去美国波士顿探亲女儿一家时期。接受姚琦

和楼世拓的邀请，我和张文同学同行从波士顿飞到迈阿

密在姚和楼家生活和游玩五六天的情景闪耀在眼前。楼

因糖尿病而较胖的身躯虽行动欠利索，仍然非常热诚地

陪伴我们聊天外出参观游览。姚更是不辞辛劳为我们烹

制美味佳肴，陪同游览迈阿密的名胜古迹。姚琦虽已过

七十岁却任然在工作岗位上，一边上班一边忙家务，照

顾老伴。更让我念念不忘的是楼和姚虽已在异国他乡多

年，却仍是那么关心祖国，那么了解世界，那么不忘大学同学。 

回想起，1996 年，我第二次去美国探父母时期，住在新泽西州。要

感谢胡美琛同学的联络，我和楼姚，王汝龙同学联系上。于当年夏天，

楼姚，王夫妇邀请我同去康耐迪克州游玩了七八天。当时是王汝龙开车

到新泽西接我到达康州时，楼一家三口已到。我们共六人住一个汽车旅

店，自己开伙，挺有乐趣。老同学们招待我，照顾我这个老大姐般的同

学，使我玩的开心，吃得舒心，享受了同学情谊。尤其不能忘怀的是每

天的聊天时间，他们四人的坦率真挚，对时局，对事物的精辟观点，对

我有触动有启示，我为有这些睿智的同学而自豪。 

回想起，大学读书期间，曾与楼一个小班。在学校掀起教学改革的

浪潮下，我们几个同学认为“老师讲课，学术被动听课的教学模式”应

有所改变，要改革。要让学生发挥积极作用。于是，在楼世拓的建议，

时任团支书的郑国莱领导，我的积极参与下，记得还有杨有春，邱家恒

等数位同学（记不清了）成立了“彻底改革派”， 一段时间内我们没有

听老师讲课而改为楼世拓讲课，他的讲解极其生动，富启发是，使我对

3-N,(我的电脑找不到那个数学符号）等有了理解，感到豁然开朗。楼真

不愧为上海市 1957 年数学竞赛第二名，他对数学的理解超越常人，他聪

明过人，才华横溢。我从事大学的数学教学工作后，教学风格得益于夏

道行老师和楼世拓同学。他在我心中一直是智慧超群，才华横溢的小弟

弟学友。 

他比我年轻 6 岁，却早我去见上帝。这是上帝的安排，我们无法改

变。 

愿楼世拓安息。 

祝愿姚琦节哀，早日从悲痛中出来，恢复你原有的坚强。愿我们明

年在上海团聚。                

  崔绍农 写于 2016，1，10马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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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人退休后的感悟，绝对没见过，经典经典！（必读） 

2016-03-02 

人到了晚年呀，事业已走到尽头，往日的辉煌，已成为过眼烟云，

站在人生最后之驿站，心灵渴望净化，精神需要升华，企盼有纯朴真

情。这时，故地重游，与亲人相聚，共同追忆童年的梦，与老同事、

老同学、老战友共叙年轻时趣闻乐事，才能找到青少年时期的感觉和

那份真情，珍惜真情，享受真情，这也是老年生活的一大乐事。 

人老了还要特别注意金钱不要看得太重，更不必斤斤计较，一旦

看开了，那是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如果有人需要你帮助，慷慨解囊就是一大乐趣，如果花钱能买到

健康和快乐，何乐而不为！ 

如果花钱能让你悠闲自在，也值！明白人能挣会花，善待自已。 

人到老年，才真正的认识自己，也才真正属于自己，并且要能用

一种宽容、舒适和诚实的方式来接受自己。人到老年，会突然醒悟：

生命是有尽头的。这种感悟使他们行动起来去做一些他们很想做但以

前总也没有做的事情，有时，他们甚至用他们意料不到的方式！ 

人到老年，方才明白，东奔西走竭力想去改变的不是别的，恰恰

是他们自己。几十年的时光换来的不是别的，而是心如止水。人到老

年，开始明白，衰老不是从中年开始人到老年，开始明白，孤独、寂

寞、痛苦、失败，是人生不可缺少的调味品，因此，善待真实的人生

才对。人到老年，冷静地去看待婚姻和家庭。他们知道，世界上没有完

全合乎心境的女人，也没有完全合乎心境的男人。 

人到老年，已懂得安慰自己，并且学会在似乎无尽的黑暗中为自己

点一盏希望的灯。人到老年，不再有少年的狂妄，青年的浪漫，更多的

则是对生活的感悟和理解。人到老年，不再拥有童年的笑脸和青春的美

丽，却常常在午夜梦回。人到老年，看人和事不像过去那么简单。因此，

不必非得按别人的主意行事。 

人到老年，开始明白，世界并非黑白分明，在黑白之间往往有一系

列的中间色。 

人到老年，开始明白，人生一世，无论成功和失败，欢乐和痛苦，

盛衰与荣辱，都自然流水，从那里来还的回到那里去，于是，宁静致远。

人到老年，能坦然的面对自己的平凡，他们开始明白，并非人人都能成

功，都有大作为，但做人也是一生的事业只要自己奋斗过，追求过，失

败又有何妨人到老年，胸怀开始变得像大

海，装的下四海风云，容得下千古恩怨。人

到老年，如日到夕阳，虽然美丽，却是黄昏。

年轻的下一代，请珍惜今日，善待明日，才

可以做到无悔的今生！ 

 

 

1.殷冠华  修正手机号：13087238659；增加

信息：QQ 是 188527947，昵名：平安老人；

微信：ygh19390211，昵名：平安老人。 

2.沈纯理  增加家电：021-62451970. 

3.董太亨  增加上海家址：上海市锦绣路 300 弄（虹桥花园）6 号 601

室（董淳转），邮编：200135；家电：54286562；手机：18121010111。 

信息更补 

 

健康佳文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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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云程  增加电子邮箱：cheng_yunchencheng@163.com。 

5.姚  琦  增加电子邮箱：qiyao2014@163.com。 

6.钱雪元  更改手机号：18001789639 

7.严新樑  增加手机：18930377191；E-mail：yxl1936@126.com。 

8.叶秀明  更改电子邮箱：yexiumin1938@163.com。 

9.戴世强  更改手机号：13310131382；微信号：dsgbaq。 

10.沐定夷  在上海市青浦区某养老院的联系电话：

021—33863535—1107（住房分机号） 

11.曾桂忠  在高熊飞同学到港寻访时得知，曾桂忠同学已于今年故世。 

12.陈道灼  在卢起骏的微信信息里得知：陈道灼同学已于去年故世。 

 

 

 

 

 

 

 

 

 

沉痛悼念曾桂忠和陈道灼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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