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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塑《昭君出塞》（作者：王森）布艺《月夜》（作者：点点）

摄影《守护》 （作者：李陶）

书法《观书有感》
（作者：滕州市 甘志友，92 岁）

剪纸《蝴蝶飞》
（作者：山东老年大学 渠晋湘）

刻瓷《秋思》
（作者：巨野 赵新建）

《新晨报》“老年大学”版即日
起开启征稿活动，意在使该版成为
广大中老年读者展示交流的平台。

一、稿件要求：
1、稿件形式不拘，字数不拘。凡与

生活有关的随笔、游记、诗歌、书画、
摄影等作品均可。

2、稿件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应积
极向上，文字表达清晰，情感真挚。

二、投稿方式：
1、 发送稿件电子版至

邮箱：1808500954@qq.com。
2、邮寄地址：济南市泺源

大街 2 号大众传媒大厦 F24
层，邮编：250014。

征稿启事

南方
苏杭秀美
秦淮夜唱
北方
大漠孤烟
落日影长
南方
小桥流水
亭台回廊
北方
崇山峻岭
林海茫茫
南方
椰林风暖
荔枝甜香
北方
瓜果甘脆
桃李芬芳
南方
碧秀千顷
油菜花黄
北方

沃野万里
大豆高粱
南方
水网纵横
湖泊激荡
北方
沟梁交错
山高水长
南方
鱼虾肥美
稻花飘香
北方
牛肥马壮
牧歌悠扬
南方
渔舟唱晚
片片银帆映斜阳
北方
策马扬鞭
处处羊群辗绿浪
南方
越剧声声柔肠断

黄梅阵阵催泪长
北方
京腔京韵多豪迈
秦腔一吼万古扬
南方
长江滚滚卷碧浪
高峡平湖起苍茫
北方
黄河滔滔归大海
华北中原史诗壮

南方的黄山险
北方的秦岭长
南方的甘蔗林
北方的青纱帐
无论南方还是北方
都是华夏子孙的故乡
祖国每一片山河哟
儿女们都会纵情歌唱
……
（临朐春华园林艺术
场 王世春）

近日来，微信上关于怀念单田
芳大师的文章刷屏了，我这个曾经
的评书爱好者听到大师离去的消
息，内心也不禁掀起了波澜……

小时候， 由于电视还没有普
及，农村接收外界信息的渠道主要
是收音机，那个时候，对评书的痴
迷如同今天我们玩微信一般。这些
年，听评书的幸福感在我的记忆深
处仍挥之不去。

我听评书起初是受父亲的影
响， 后来才被评书的魅力所吸引。
每天上午放学后飞快地跑到家，一
边端着一碗饭，一边准时围在收音
机旁听评书。我熟悉的著名表演艺
术家有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和
单田芳等，我最爱听的是单田芳老

师的评书， 他的评书浑厚颇具
震撼力，语言诙谐幽默，通俗易
懂，老少皆宜。 我听他的评书是
从《隋唐演义》开始的，因为里
面的主人白眉大侠用了一把名
字非常霸气的武器———金丝大
环刀。 评书里此刀金光闪闪，锋
利无比。 徐良用此刀闯荡江湖
威风凛凛。 那时，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够拥有一把这样的金丝
大环刀， 那样就可以在小伙伴
们面前耍威风了。
《隋唐演义》播出后，很多

人就迷上了单田芳， 打开收音
机一听是他的声音， 不管说什
么就接着听了下去。 这些评书
伴随我长大，给我带来欢乐，带

来谈资，增添生活的情趣，如今耳
边还能想起 “白眉大侠徐良
……”“八臂哪吒宁国彪……”，
还有每次听到过瘾处， 他都会说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此时， 总让人感到十分的不足和
遗憾， 随之想听下文的迫切心情
让人欲罢不能、挥之不去，如今想
来是那样的亲切， 仿佛又回到了
往昔。

如今， 收音机早已淡出了人
们的视野， 只有少数中老年人在
孤独地听着曾经熟悉的评书，然
而， 每当我回想起那些年听过的
评书———《隋唐演义》《岳飞传》
《三侠五义》 ……虽然世上再也
听不到单老的“且听下回分解”，
但那些精彩的故事似乎一下子都
涌了出来， 那种美好的记忆和感
恩的情怀， 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发
浓郁。 （中建三局 梁征）

陆文夫到北京开会，常要汪先生请客。 汪先生总是说，没有买到活鱼，无法请。 后
来，陆文夫他们摸准了汪先生的脉，就说“不要活鱼”。 可汪先生仍不肯请———

汪曾祺：老头很“抠”
记得有一年去汪先生家，先

生拿出湖南吉首的一瓶酒（包装
是由黄永玉设计的） 给我们喝，
席间汪先生说老人有三乐： 一曰
喝酒，二曰穿破衣裳，三曰无事可
做。当时我们才三十多岁，对这话
也没有什么理解，但是回家后，我
还是把它记在了本子上。 如今回
忆起这句话，又多了些况味。
苏州大学教授范培松曾给我

说过一个笑话， 此笑话是作家陆
文夫在世时说的。 陆文夫曾多次
讲过“汪老头很抠”。 他说，他们
到北京开会，常要汪先生请客。汪

先生总是说，没有买到活鱼，无法
请。 后来，陆文夫他们摸准了汪
先生的脉，就说“不要活鱼”。 可
汪先生仍不肯请。 看来汪老头不
肯请，可能还“另有原因”。“买
不到活鱼”，现在说来已是雅谑。
不过，汪先生确实是将生活艺术
化的少数作家之一。
汪先生的小女儿汪朝姐也给

我说过一件事。 汪朝说，过去她
工厂里的同事来，汪先生给人家
开了门，就会朝里屋一声喊：“汪
朝，找你的！ ”之后，就再也不露
面了。 她的同事说你爸爸架子真

大。 汪朝就“警告”老爷子，下次
要同人家打招呼。下次，她的同事
又来了，汪老头不但打了招呼，还
在厨房忙活了半天， 结果端出一
盘蜂蜜小萝卜来。萝卜削了皮，切
成滚刀块，上面插了牙签，边上还
配了一碟蜂蜜。结果，同事一个没
吃。汪朝抱怨说，还不如削几个苹
果，小萝卜也太不值钱了。老头还
挺奇怪，不服气地说：“苹果有什
么意思，这个多雅。 ”

还有， 某文学青年偶然认识
了汪先生， 之后就到汪先生家中
拜访。 这是一个痴迷得有点癫狂

的青年。他为了能每日聆听教诲，
索性住到了汪宅的地下室里，这
样一住就是多日， 每天大早就举
着一把牙刷上楼敲门。有一次，他
还带来了儿子， 老头儿带着孩子

上街去买了一只小乌龟。 可是
“这个青年实在是没有才华，他
的东西写得实在是不行”。 每次，
他带来稿子，都要叫汪先生给看。
老头儿拿着他的稿子， 回头见他
不在，就小声说：“图穷匕首见。”
汪先生认为这青年从事的是

一种较艰苦的工作，很不容易。可
他确实写得不好， 每次带来的稿
子都脏兮兮的。 汪先生终于还是
无法忍受了，就用了一种很“文
学”的方式，下了逐客令———一
天大早， 青年又举着牙刷上楼敲
门，老头打开门，堵在门口。 一个
门里， 一个门外， 老头开腔了：
“一、 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我很
忙；二、你不可以在外面说我是你
的恩师，我没有你这个学生；三、
你今后也不要再寄稿子来给我看
了。 ” (苏北)

记忆里的单田芳

南方·北方

大师汪曾祺

李晓蒙： 本院受理原告赵斌
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向你公告
送达（2018） 鲁 0113民初 1702
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准许原告
赵斌与被告李晓蒙离婚。 案件受
理费 300元，由原告赵斌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济南
市中级人民法院。

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
济南凯亚锻造有限公司 ：本

院依法受理原告郭际设与你追索
劳动报酬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原告请
求判令： 被告偿还借款 47700元
及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9
时 00分在本院埠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
济南凯亚锻造有限公司 ：本

院依法受理原告郭际设与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原告请求判
令：被告偿还借款 160000元及利
息。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9
时 30分在本院埠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
济南凯亚锻造有限公司 ：本

院依法受理原告章丘宝仲石油化
工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第三人王
汝坤与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
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同第
三人签订房产设备抵偿协议无
效。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10
时 00分在本院埠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
张会仁 、张红英 、王荣 、尹海

兰、马本健：本院受理原告章丘市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181
民初 38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1、被告张会仁、张红英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偿还原告
章丘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本
金 129000元及利息、 逾期利息。
2、被告王荣、尹海兰、马本健对上
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
给付义务，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3506
元，由被告张会仁、张红英负担。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埠村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济南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
彭维胜 、叶秀菊 、明波 、王汝

波、马洪波：本院受理原告章丘市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181
民初 30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1、被告彭维胜、叶秀菊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偿还原告
章丘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本
金 210000元及利息、 逾期利息。
2、被告明波、王汝波、马洪波对上
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
给付义务，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4729
元，由被告彭维胜、叶秀菊负担。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埠村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济南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