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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草衰微星零落”打一字，“掐指算
来谋略成”打一电气操作名词⋯⋯这些
取材日常、有益有趣的谜语，你能猜得出
来吗？

这是常州金坛金能电力有限公司博
源分公司副经理周斌创作的灯谜。

周斌，谜号白丁，别号秋尘，现为常
州市灯谜学会副会长，华灯谜社社长。周
斌虽然是理工科出身，长期从事变电检
修、设计工作，但他独爱猜谜，用兴趣和
热情打造着自己的灯谜事业，守护与传
承着古老的灯谜文化。

灯谜，是门学问

灯谜又称文虎，猜灯谜，在中国源
远流长。灯谜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
的结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门综合性
艺术。

灯谜虽然启迪智慧又饶有兴趣，为
大众喜闻乐见，但作为一项“冷门”的传
统文化，长久以来都未设科授艺，以至于
爱好者常感无门可入。为了研究灯谜，周
斌没少下功夫。猜灯谜需要猜谜者闳览
博物，在互联网尚未问世或还不发达时，
周斌下班后总是带着笔记本钻进书店，
周末就跑去集市淘古书，扎进书堆任谁
叫都不理。“爱人常嘲笑我是个没有情趣
的人，不是家里，就在图书馆、书市。”周
斌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在他办公室的
书柜里，除了与电力有关的书籍，更多的
是各类古典文学、经史辞赋、天文地理，
甚至是其他领域的专业书籍。在同事眼
里，周斌就是部“百科全书”，有什么不懂
的问他准没错。

痴“谜”，而非“迷痴”

周斌从小就喜欢“谜”，一入“谜”途
便是40余年。“原来上学的时候，没什么
能玩，猜谜是同学最喜欢的娱乐方式，每
猜出一条就特别有成就感，也是从那时
开始，我中了谜的毒。”周斌笑呵呵地说。
周斌痴“谜”是出了名的，白天工作繁忙，
只得“早晨少睡一点，中午少歇一点，晚
上少休一点”，偶尔吃饭时间都会省出来
研究灯谜。

猜谜仅仅是入门，制谜才是周斌的
更高追求。巧谜难天成，妙手偶得之。为
了创作出更多既有时代气息，又有趣味
的谜语，周斌在博览群书的同时，还时刻
关注着当下最流行的文化和词汇，时髦
程度甚至连班组的“90后”都自叹不如。

制谜讲究方法，例如会意法、离合

法、象形法等，周斌通过创作练习，掌握
了制谜的各种技巧，但是他依旧觉得生
活才是一则好谜的真正来源。有着幸福
家庭的他，经常能在生活细节中捕捉到

灵感。字谜“补中再加二分”——“褂”，
就是在给女儿检查作业，看到老师评分
后写下的，却意外在当年制谜大赛中得
了奖。

博览、勤学、强记，积累素材、融会贯
通后不断练习创作，周斌终于在多年后
形成了自己的制谜风格。“提拔李少卿”，
打一地名——晋陵（常州别称）；“后朝要
变天”，打一历法名词—— 一月大；“吾
子当为吾师矣”，打一台湾流行歌曲——
我是女生⋯⋯周斌凭借多年积累，创作
出了一个个令人叫绝的谜语。

周斌于 2004 年 2 月发起成立了华
灯谜社，并被推选为社长，随后的 3 月，
组织华灯谜社参加第二届“春风杯”网络
谜赛，获得团体猜谜第一名。此后，每年
组织华灯谜社队参加“华清杯”“风云杯”
网络灯谜赛，多次斩获团体猜射第一。
2007 年、2011 年，他代表江苏队参加第
二届、第三届“全国省际网络灯谜邀请
赛”，2015 年 9 月应邀参加中华灯谜学
术委员会于陕西华山举办的第二届“中
华灯谜文化节”。

灯谜，几乎成为周斌的全部业余生
活，但这一爱好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工作。
相反，得益于灯谜，爱思考的周斌时刻带
着一颗好奇心，习惯在接触新鲜事物之
时，瞬间与工作相联系，一点点创意，普
通的设备也能成为他手中的“新发明”。
30 年的奋斗，从工人到副经理，从电力

“小白”到变电设计专家，周斌用行动诠
释了越努力越幸运的奥义。

是爱好，更是责任

要想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谜人，除
了会猜谜、制谜，还要学会评鉴灯谜作
品、创作灯谜论文、组织灯谜活动、宣传
推广普及灯谜艺术⋯⋯

从创办灯谜协会到组织开展灯谜活
动，周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积极传播灯
谜文化。他说：“相比较南方一些地区，常
州的灯谜文化尽管近两年受到越来越多
的人的关注，但依旧发展得很慢。”数十
年如一日的攻关研究，周斌希望有更多
人可以领略到灯谜的魅力，让这一传统
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灯谜文化的传承发展，离不开灯谜
学者的钻研与坚持。近年，周斌开设了微
信公众号“华灯谜坛”，坚持每周上一条
新谜，一篇与灯谜相关的文章，为更多的
灯谜爱好者打开一扇大门。

周斌去年被聘为金坛民间文艺家委
员会秘书长。变换了身份，灯谜已不纯粹
是爱好。通过灯谜，周斌发现，中国还有
许多同灯谜一样不为人知却熠熠闪光的
传统文化，需要人们去挖掘和传承。如
今，周斌是灯谜爱好者，更是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者、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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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斌：多彩的灯谜人生

常州市安全生产监察支队担
负 着 全 市 安 全 生 产 监 察 执 法 工
作。组建 12 年来，这支平均年龄
30 岁出头的年轻团队，按照市委、
市政府的决策部署，认真履行职
责，用责任守护安全，为常州安全
生 产 形 势 的 平 稳 好 转 奉 献 着 青
春。支队先后荣获“常州市安全生
产先进单位”“常州市安全生产执
法先进集体”“江苏省安全生产执
法工作先进集体”“江苏省安全生
产监管监察系统先进集体”等荣誉
称号。这一项项荣誉的背后，凝聚
着支队执法人员的辛勤汗水，体现
了这个团队的责任和担当。

隐患等于事故。安全生产无小
事，举报就是命令，凡是群众举报的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及违法问题，执
法人员都要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处
理。今年初，根据群众举报，支队对
新北区某公司进行现场核查，现场
查获危险化学品过氧化甲乙酮、甲
醇，共计1300余桶。由于现场不具
备安全储存条件，一旦发生事故，后
果将不堪设想。为防止意外事故发
生，执法人员立即安排有关仓储公
司清空仓库，并一直坚守在现场，对
这批易燃易爆危化品现场监护，直
至最后一辆装危化品的车辆驶离，
此时大家才发现都没有顾得上吃晚
饭，待所有危险化学品安全入库已
是次日凌晨。这是支队日常安全生
产监察工作中普通的一天，争分秒
赶赴险境，连轴转执法查处，这对监
察支队队员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
了，尤其是2017年开展全市安全生
产执法年活动，支队累计出动执法
人员 932 人次，检查企业 439 家次，
立案 118 起，处罚金额 486 万元，报
请关闭企业 2 家、责令停止建设 2
家、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1家、责令停
产整顿 1 家，有力打击各类安全生
产违法行为，维护了人民群众的生
命和财产安全。

执法也是服务。安全生产，是
企业一切工作的基础，是企业提速
发展、书写辉煌的立业之基。安全
生产执法绝不是经济发展的对立
面，更不能充当绊脚石。多年来，支
队始终坚持把服务理念融入到执法
管理中，开展向企业“送安全、送健
康、送财富”活动，并积极推行说理
式执法，让企业明白处罚只是手段，
通过执法让企业主动履行主体责
任，消除事故隐患，才是目的。在
2017年“百日执法行动”期间，支队
在查处某镇的龙头企业时，企业老
板觉得颜面尽失，刚开始对处罚非
常抵触，支队执法人员晓之以理、动
之以情，三番五次地前往该企业约
谈业主，严肃指出企
业安全管理中存在的
隐患，并且提出合理
的整改建议，使企业
主心服口服。此次处
罚还引起连锁效应，
当地其他企业自发开
展自查自纠活动，达
到“执法一家、规范一
家”“执法一家、警示
万家”的效果。这样
的例子不胜枚举。支

队负责人介绍：“在一些企业眼中，
我们安监部门，尤其是我们支队包
括辖区大队给他们的印象，就是只
会到企业‘找麻烦’，来检查就是为
了罚款。为改变企业的这种片面看
法，要求我们执法人员要多一些细
心、耐心和诚心，努力让行政相对人
感到安监执法是人性执法、依法执
法、服务执法。”

心软就是失职。每一起事故，
都有鲜活生命逝去的可能；每一次
惨痛教训，都是对企业管理不到位
的警示。痛心之余，支队的年轻人
更加觉得安全生产监察执法的重要
意义。对于安全生产监察执法而
言，企业只有守法与违法之分，没有
规模大小之别。2016年，支队在执
法检查中发现某大型企业存在安全
生产违法行为，企业负责人具有人
大代表等身份。在立案查处过程
中，企业负责人极不配合，向市领导

“告状”，而对自身的违法行为却视
而不见。支队执法人员以事实为依
据、以法律为准绳，向市领导客观汇
报全程执法情况，得到了市领导全
力支持，最后不折不扣执行了对该
企业的行政处罚。类似这样的情况
还有很多，支队的执法人员都顶住
了压力，通过耐心普法宣传和说理
式执法，绝大多数行政处罚都能得
到当事人的理解与认可。

规范才有底气。如果把安全生
产 执 法 办 案 活 动 比 喻 为 要 打 的

“铁”，那么专门从事监察执法的队
伍就是“打铁人”。只有自身硬，执
法才有公信力，执法也才有底气、硬
气、胆气。近几年，市安全生产监察
支队不断完善规章制度，规范内部
管理，提升执法水平，并作为创建试
点单位于 2016 年通过省安监局规
范化验收。通过封闭式集训、“周周
讲”、专家授课来提高业务水平；通
过案件自查、初审、合议、局案审到
案卷“回头看、互相看、对照看”，来
提高案件质量；通过严格自由裁量
标准来保证执法公正性、严谨性；通
过落实廉洁自律“九不准”和履职反
馈机制来提升服务质量和拒腐防变
能力。

如果说安监部门是一支守护人
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部队”，那
么监察执法支队、大队就是这支部队
开展监察执法的“先锋”。市安全生
产监察支队从无到有，不断壮大，没
有惊天动地，没有惊世骇俗，执法队
员大多正值青春年华，充满激情和干
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于职守、
严于执法，为了企业的安全，为了维
护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宁听
骂声，不要哭声，他们一直在努力。

谢 丹

用责任守护安全
用青春书写担当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

微笑，有可能只会成为一种表情，而
不是一种心情。但人也只有微笑起来才
会有好的心情。

太阳花喜欢微笑，它向着太阳永远
不低下身段；太阳花喜欢微笑，它使我的
生活变得美好，就像一朵散发着正能量
的小太阳，温暖入心。

那天考试的失利，给本来就灰蒙蒙
的天又罩上了一层黑布，情绪非常低
落。怎么会这样？不可能！万全准备，
真的落空了？慢慢地移步回家，途中下

起了小雨，一滴滴落在我心上。
那一刻，似乎全世界与我无关，苦

笑着打开家门，却一眼望见了窗台上那
盆太阳花，没有人去照料它，就和我一
样。夏雨，重重地砸向它娇柔的身段；
一声惊雷，我才如梦初醒，将太阳花搬
进屋内。就在那一刻，我怔住了，被雷
雨“折磨”得“不成样子”的不是花，是我
呀！这太阳花面对外界的一切，却保持
着它自己独特的方式——微笑。是的，
面对狂风暴雨，它依旧没有低下头，而
是高傲地向着天空，它在等待着风雨之
后的云开日出。

太阳花，就如太阳一样给予我温暖；
太阳花，就像天使一般永远对着我微
笑。从那一刻起，我矢志像大阳花一样，

向阳成长；尽管也许有一天，我仍会哭
泣，但不会忘记有太阳花的微笑在温暖
着我。

我微笑，向着生活微笑，向着时间微
笑，向着他人微笑。让这暖流，传向悲伤
的人，传向哭泣的人，传向每一个人。

徐凡 文/图

微 笑

“我只有一个孩子
也只有一个母亲
我只是来到了终点
纠结我的白天黑夜
撕扯灵魂尚留的尊严”
坐在汽车里，听着电台里传来沙哑

的歌声，想起了刚才见爸妈的一幕。
春节前老爸的好朋友季叔病危送医

院了，听到消息爸妈急急忙忙赶去医院
探视，看到他们的朋友浑身插满管子，靠
呼吸机与鼻饲延续生命，爸妈很震惊。

“我上前小声呼喊他，他好像昏睡着，又
好像听到了我的声音，他不能说话，看见
他眼角有泪淌下。”老爸抬头怔怔地看着
我说，我看见老爸眼角也有一滴亮晶晶
的东西，他迅速地用手做了一个洗脸的
动作，我心里一惊！“他是伤心还是痛苦
呢？”妈妈也若有所思，似乎是在问我又
像是自言自语。房间里的气氛很凝重，
我们家从来没有跟老人公开谈过生老病
死的话题，这一刻我有些尴尬，有些恐
慌，只能简单地安慰两句“你们别多想
了”，就匆匆落荒而逃。

回到办公桌前，我在思考人应该如
何尊严地离世的问题，老爸已经80多岁
了，妈妈比老爸小5岁，心里想我得做好
心理准备了。上网搜索，网上热烈讨论
陈毅元帅之子、粟裕大将之婿陈小鲁去

世之前对自己的临终事宜早有安排。
2017 年 10 月，陈小鲁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坦言，父亲陈毅去世时曾经历痛苦的
创伤性抢救，这些亲身经历让他决定推
广生前预嘱，让人们自己决定在不可治
愈的伤病末期是否还需要医疗救治。

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肿瘤
治疗专家何裕民教授说，他接诊过一个
80 多岁老先生，刚刚查出来前列腺癌。
但老人已过八旬，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征
兆，执意不想治疗，只想维持原样，舒舒
服服地过日子。但子女们不干，坚决要
求治疗，且不计代价要彻底根治。做完
手术后，大便不通，天天痛苦中度日，家
人后悔莫及。看到这些资讯我更迫切地
想跟爸妈聊一聊这个话题。

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关于安宁
疗护的定义中，处理躯体痛苦是基本和
重要的内容。当病情危及生命时，建议
千万不要用生命支持疗法抢救，如插各

种管子及心肺复苏电击、切开气管使用
呼吸机等抢救手段，只是用药物控制血
压，控制疼痛，平顺呼吸，让人安详、自
然、无痛苦走完人生的旅程。

生前预嘱（Living will）是指人们事
先，也就是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
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
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文件。生
前预嘱与安宁疗护相配套，最大程度缓
解患者临终前的痛苦，使其微笑着与世
界告别。

我把这些资料打印了下来，星期天
约妹妹一起回家，决定要一家人谈谈这
个话题。

围着一桌子冷盘热炒，爸妈好像还
没有从季叔离世的悲伤中缓过劲来。老
爸面前放着我给他斟的小半杯红酒，他
表示不想喝。妹妹插科打诨讲了些趣
事，爸妈好像也无心回应。我小心翼翼
地拿来我打印的资料，并帮爸妈取来了

老花镜。妹妹看完打破沉默：“我不同
意，怎么可以眼睁睁看着⋯⋯”她说不下
去了。“我同意！”老爸缓缓抬起头，镜片
后面浑浊的眼睛里透出些我看不懂的复
杂情绪，“我和你妈也说过，一生别无所
求，只求个善终就好了”，“我们都这个年
纪了，不做无谓的挣扎，无痛苦，安安静
静地走，就是我们的福报了”。“你们都很
孝顺，我不想去医院，最后一刻你们陪在
我身边，让我宁静安详就满足了！”妈妈
也平静地说出了她的想法。我悬着的心
渐渐放松下来，有些欣喜又有些伤感，默
默地举起杯，祝爸妈身体健康！

饭后，老爸找我和妹妹，嘱托他临终
事宜的安排，要我打印一份声明给他签
字。

离开爸妈那里已是黄昏，坐在汽车
里，我开始反思“我是否不孝？”答案是否
定的，我是最爱我爸妈的，我是最孝顺的
孩子。电台里又传来那首歌：

“我只有一个开始
也只有一个结束
无法选择无处闪躲
那些叫做梦的谎言
充满我的白天黑夜
撕扯灵魂尚留的余念”
爸妈别哭，我心里默默念叨，有湿热

的眼泪在我脸上滑落。

田江春

爸 妈 别 哭

参加长三角城市灯谜团体邀请赛（右一为周斌）

周斌在书房研读灯谜类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