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旨意 从天堂儿歌中走来的“中国少年”

■文/ 林诺

第十五届萧山区天堂儿歌创作和演
唱大赛落下帷幕，但小高组朱旨意演唱
的《中国少年》却依然回响在周末剧场
里，萦绕在参赛者和观众的心里。

《中国少年》是亚运场馆附近的盈丰
小学的师生为迎接亚运而创作的一首原

创歌曲，曾在萧山区中小学艺术节活动
中分别获得词、曲一等奖。后期由学校
组织，为歌曲拍摄了MV，并登上了学习
强国全国平台，引起了各方关注。杭州
亚组委官方微信号专门组织人员到校采
访。区教育局局长俞沈江到校与歌曲《中
国少年》创作团队座谈。

作为歌曲《中国少年》首唱的朱旨意

今年不到10岁，却很有“明星范儿”，无论
是歌唱还是表演都收放自如，推动了歌
曲的传播。

据了解，朱旨意从小喜欢唱歌，每天
在家歌声不断。他最喜欢一边洗澡一遍
唱歌，因为“浴室的音效好，唱起来特别
爽”，他的理想是长大后做一个优秀的流
行歌手。

我在读

文化·悦读4 2021年5月1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徐益欣 校对：洪泓

那时萧山所有的义举都有陈氏家族的身影
■文/ 李维松

《萧山涝湖陈氏城厢支世系》谱籍地
新塘街道涝湖村，1984年涝湖陈氏第二十
八世孙陈璧承（1904—1998）编纂。陈璧
承，无锡国学专修馆毕业，师从光绪壬辰科
（1892）进士、文学家太仓人唐文治和翰林
院编修、经学家苏州人曹元弼。善治经学、
小学，能诗文，精书法。2003年陈璧承子、
浙大教授陈谅闻修订。全一册。由前言、
本源、世系、述闻、结语、修订后记、先人翰
墨、祖宅简图等组成。其中“述闻”下设分
支、寓所、典当、功名、文化、艺术、实业、教
育、祭祀、式微、思考栏目，从不同层面记述
陈氏家族繁盛发展情况，而式微、思考两
篇，则是对家族由盛而衰的总结思考。这
是笔者所见萧山编得最好的一部房谱，具
有一定史料价值。

才能不在科举考场在商场

《萧山涝湖陈氏城厢支世系》记述的
是陈圻房派。陈圻（1789—1853），字子
封，号千里，又号立斋，涝湖陈氏第二十四
世，以孙陈光颖贵赠通奉大夫。早年与汤
金钊一起师从邑内宿儒王宗炎，想走科举
取士的士大夫老路。王师称其才学不在
汤金钊之下，可是陈圻却九赴秋闱（考举
人）不第，以邑庠生（秀才）终老，难以入仕
进入官场。陈圻的才能却在商界得到充
分展现，在扬州一带做颜料等贸易起家，
揽得替宫廷收购江南丝绸、笔墨、服饰等
美差，生意左右逢源，为家族挣得百万银
圆、千亩良田，从此富甲一方。能诗文，
著有《然后知斋文稿》4卷、“民国”《萧山
县志稿》列传。陈圻后裔晚清出过2位进
士、3 位举人、1 位副贡、12 位诸生（邑庠
生、国子监生等），后裔实业同样办得风生
水起。陈圻经历应了时下一句顺口溜：

“是金子总会发光”。

“萧山县衙，不及安仁廊下”

陈圻子、第二十五世陈以昌、陈以晋兄
弟，扩大经营范围。嘉庆中期开设典当行，
有开源当（后变为钱庄）、益源当、洽当、咸庆
当、明记当等，道光末期起在临浦开同福当、
义桥开安吉当、西兴开近仁当等。咸丰三年
（1853）在余姚开设该县第一家典当行宝源
当。陈氏还在杭州、苏州、无锡等地开典
当。到19世纪末叶，陈氏家族财富达到顶
峰，据称有流动资金380万元（当时米价3元
／石），有从西兴绵延到绍兴东关的膏腴良
田22000多亩，堪称萧山首富。同治五年(
1866)在萧山县城开设的安仁当，至民国时
期已经走下坡路，民国10年（1923）安仁当
仍申报资金3万银圆，员工百余。所以，乡谚
云“萧山县衙，不及安仁廊下”，意思是全县
的收入还不及安仁当。新中国成立后，安仁
当及大片豪宅做了县人民政府办公用房，遗
址即今永兴公园。

创办通惠公纱厂

第二十六世陈光颍（1830—1904），字
伯蕴，邑庠生，为清末著名实业家。光绪二
十一年（1895）集资20万银圆在东门转坝创
建合义和丝厂，有丝车200台，职工800余
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集资50万银圆创
办通惠公纱厂，有纱锭1万余枚，职工1300
多人。这两个厂是近代萧山民营工业之发
轫，也是当时浙江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
民族资本企业之一。

创办萧山明新女子初等小学

第二十七世陈大俊（1880—1921），字
彦昇，受张之洞“变科举”“办学堂”维新思想
影响，光绪三十一年（1905）独资创办萧山明
新女子初等小学校，自任校长，开萧山女孩
进校读书之先河。民国16年（1927）起男女

生兼收，改名“彦昇小学”，至民国26年校舍
被侵华日军炸毁停办，前后办学32年，培养
学生1500多人，为萧山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义行善举

道光末年(1850)闻家堰等处江水决堤，
修复工艰费巨，地方当局束手无策。陈圻

“毅然任其事”，费用均以“私财助之”，3年始
成。陈圻之孙陈光照在光绪二十一年独修
运河西堤5里，捐5200银圆。光绪十九年
(1893)为在西河下唐家弄设立育婴堂，知县
朱荣璪会同陈光颍等募捐，陈光颍自己出资
超过捐款总额的一半。清末到民国时期，在
养老堂、育婴堂、贫儿院、习艺所、义庄、药
局、棺会、义冢等，萧山所有义举几乎都少不
了陈氏家族慷慨解囊。“民国”《萧山县志稿》
对陈圻、陈以咸、陈光颍、陈光照的义行均有
记载，乡人赞其为世代善良人家。

择偶门当户对

陈氏家族看重与官宦、富商、鸿儒之家
结亲。例如，第二十五世陈以恒，继配韩夫
人为临浦咸丰六年（1856）进士、内阁中书
韩钦的女儿。第二十六世陈光煦（约1838—
1886），原配陶夫人是道光十五年（1835）乙
未科进士、湖北巡抚同邑陶恩培的女儿。第
二十七世陈大俊夫人沈智（1878—1904）海
宁人，是诏赐“强图巴图鲁”（满语勇士）、赏
穿黄马褂、署云南布政使沈寿榕的第三女，
苏州海关道沈玉麒（旭初）和上海招商局总
办沈能虎（李鸿章得意门生）的胞妹。第二
十七世陈绶延（1877—1907），字籲龄，原配
孙夫人（1874—1919）会稽（绍兴）孙端镇人，
是天津海关道孙士达的女儿，孙士达也是李
鸿章门生。孙夫人的弟弟孙思敬为江西候
补道，是无锡大实业家荣宗敬的儿女亲家。
涝湖陈氏通过联姻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推
进了家业发展，而后裔亦多才俊。

■文/ 潘开宇

没有韩愈的中唐依然会在安史之乱的
劫后余生中休养生息，但文学史上影响深远
的唐宋古文运动一定会逊色不少。如同公
元822年的那个春天，没有韩愈和张籍、白
居易的郊游诗约，一定会减却许多风情。

曲江春水荡漾，岸边繁花千树。在花枝
下伫立良久的韩愈突然心思涌动。就在前
几天，白居易以“莫待春深去，花时鞍马多”
去邀约张籍，而举止老成稳重的张籍，内心
深喜车马轻游，收到邀请很快和白居易相伴
踏青了，并和诗“仙掖高情客，相招共一
过”。主意一定，韩愈当即以“曲江水满花千
树，有底忙时不肯来。”向两个铁哥们抛出橄
榄枝。张籍重践，但白居易未至，韩愈甚是
不满，白居易于是作诗“小园新种红樱树，闲
绕花行便当游”。文采高绝的白居易果然出
手不凡，即使只是闲话家常，读来也是清丽
朗朗。三人戏谑文字，定未料到会因此成就

千古佳话。
透过时光的罅隙，我看见他们于春草重

生，蓓蕾初绽的枝丫下，饮一杯知交之酒，诗
文唱和，相得益彰。而我在时空的这一端亦
是未饮先醉，心驰神往。只是因这场春游而
涌起的文思，临到落笔，题目还是变成了“云
横秦岭家何在”。似乎尽管千年时光过尽，
多少风云起落，说到韩愈这位位列唐宋八大
家之首的一代名臣，总是绕不开《左迁至蓝
关示侄孙湘》刻下的印记。

此诗作于贬谪潮州途中：“一封朝奏九
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
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
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
江边。”当时，韩愈因为向唐宪宗李纯上书
《谏迎佛骨表》而触怒龙颜，独自匆匆离京。
一袭青衫难敌刺骨冰寒，前程黯淡不知未来
何去何从，而诗中展现的英雄之志，骨肉之
情，让其成为韩愈的代表作之一。

短暂的感伤过后，韩愈就迅速承担起

父母官的职责，办学堂，重教育，治水利，使
得潮州成为他平生功业。知恩图报的潮州
人把一方水土都印刻上他的名字：山是韩
山，江是韩江，木是韩木。至今仍有无数后
人前往韩文公祠品读他的诗文，瞻仰他的
功绩。

秦岭绝峰凌空高耸，浮云遮天蔽日，化
作了家国乡关望穿秋水的遥遥相思。蓝关
古道纷纷暮雪，天地浩大让人顿起天涯羁客
之感。朝奏夕贬，且将不为人知的失意之
苦，静静湮没在八千里外的荒蛮之地，也湮
没在清冷的诗句里。人生如逆旅，愿以残年
除弊事。浮生红尘，朝代兴亡，那些士子直
谏的耿耿忠心，始终不曾离开。

■文/ 沈锦木朱泽华

近日，以“诵读中华经典，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诵读国学
经典读书会在湘湖德惠祠举行。

区社科联副主席傅浩军、儒学
学会负责人汤金友出席并讲话。
学会会员、同建书院经典诵读群友
等50余人参加读书会。读书会由
学会讲师团副团长、杭州同建书院
院长蒋建丽主持。

此次活动由萧山区社科联主
办，萧山区儒学学会、萧山孔子学
堂、杭州同建书院共同承办。

读书会开始，与会嘉宾净手入

场，集中在道南书院的院落内，至
诚礼拜孔子先师像。

现场，小朋友登场集体背诵
《论语·学而第一》，向大家展示诵
读国学经典的成果。与会人员分
别在学会讲师团副团长蒋建丽、
孔子学堂副主任郑赣英老师的引
领下集体诵读《大学》《中庸》全
文、《论语》“学而第一”至“公冶长
第五”；诵读经典后，与会代表分
享了读书心得。与会代表说通过
诵读国学经典，提高了自己的专
注力和自我修为，特别是坚持和
孩子、家人一起诵读经典，最为喜
悦。

“诵读国学经典”读书会举行

■文/ 鲍强

近日，新街第三小学金石书画
社团受邀参加了浙江美术馆曾宓
先生书法题跋展相关活动。

新街三小金石书画社团，在长
年的金石传拓与书画交叉教学中，
对传统文化的图样与内涵既认真
继承，又有了新的诠释，此次受到
浙江美术馆邀请参加曾宓先生书
法题跋展的相关展示与观众教学
体验，也正是基于他们近年美术工
作中创新与实践的结果。金石学
社秉承传统文化教育以史为纲的
关键点，与学校书画、摄影、文学等

社团有广泛的融合，近年又不断在
学社推出各种展览，已多次应邀参
加浙江美术馆活动。

浙江美术馆专门为此开辟区
域，让金石书画社师生在展览中展
示了以往的金石传拓等作品，并向
预约学习与体验的杭州市民传授
金石传拓技术。从纸张分辨，到藏
品介绍，再到传拓步骤等，一一呈
现，深受好评。同时，新街三小师
生们也在浙江美术馆参观临摹了
名家作品，这既是一次文化输出，
也是一次美的启蒙。据悉，我区学
生社团走进浙江美术馆展示，尚属
首次。

新街三小社团亮相浙江美术馆

未可与适道

■文/ 孔鸿德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
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
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

（释义——孔子说：“可以和他
一同学习的人，未必可以和他走共
同的常道；可以和他走共同常道
的，未必可以和他一起树立常道；
可以和他一起树立常道的，未必可
以和他一起通权达变。”）

这是一个关于择友的话题。
人生一世，择友一生；择友一

次，成长一时。一同学习叫“同
学”；志向相同叫“同道”；树立共
同志向并一起坚守不变叫“同志”
（立道）；“同志”中能一起通权达
变，才谓之“同权”。这里孔子根据
自己的经验将择友分为了同学、同
道、同志、同权四个等级。可谓智
慧。

管宁与华歆属于“同学不同
道”，“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冉
求一度失去信心，相对颜回等笃志
求道者，就是“同道不同志”，“可与
适道，未可与立”。荀孟二人，学术
观点针锋相对，他们就是止步于弘
扬儒学的同志，“可与立，未可与
权”。秦孝公和商鞅，由于秉持相
同的观点，执行相同的改革路线，
最终使秦国走向了繁荣和富强，他
们才是“同权”的典型。

终身学习时代到来，同学泛
滥，已不像梁祝那样要一生等一回
了。但是鱼龙混杂，大都同学非同
道。比如到名校名山求学求道者
众多，大都不过是各怀功利罢了。
此等朋友，场面上一笑而过即可。

就算同道，有一种人却只是口
头革命派而已。这种人满嘴鸿志
道义，一遇挫折或触犯个人利益，
就偃旗息鼓或做鸟兽状各飞东西，
无法立道。此等朋友，只可共富贵
不可共患难，只能以共同利益为媒
介，签订“短期友情合同”，生意职
场上最实用。

即使到了同志阶段，都成了某
一方面的成功者，但由于观点不
同，也会在现实面前进行左右中间
派的不同抉择。比如北宋王安石
和司马光的变法之争，中国近代革
命此起彼伏的历史人物。他们理
想一致，都是立志拯救中华的英
雄，但由于观点路径不同，最终不
能相交，甚至成为敌人。此等朋
友，可以互敬，不能互助，“既生亮
何生瑜”就是这样喟叹的。

只有志同道合、矢志不移，又
能互相通权达变，才能成为心有灵
犀的“同权”。所谓通权达变，就是
要抛弃固执己见的教条主义，一方
面在原则上坚持志向原则不轻易
改动；一方面在细节上，以大局为
重，求同存异、灵活通融，甚至委曲
求全，这样才能惺惺相惜，手挽手
一起走完通道。此等朋友，当一生
相惜。

择友有风险、择友需谨慎。一
生之中同学太多，同道不多，同志
太少，同权稀有。好好梳理一下，
你有吗？

儒学天地
杭州市萧山区儒学学会供稿

云横秦岭家何在

——旧儒新说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