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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组号令

自毕业复旦 50 周年庆典聚游活动结束以来，已过近两年，期间学友

们相聚活动，上海、北京两地虽也组织过一些聚会活动，但参与人员相对

较少，交流面比较狭窄。真正仍属于全体学友的交流活动的，则就非有赖

于《学友信息交流》（以下简称《交流》）季刊这个平台莫属了。这两年

中，期期都按时顺利编发，它已成为大家了解我届学友动态的最重要的渠

道。显然，今后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依然要也只能有赖于该渠道了。从

而确保《交流》能持续编发是我届学友们的共同期盼，也是大家的头等渴

求！

然而，能够顺利编发的先决条件便是要有稿源的保障。每期《交流》

能如期编发，都浸透了四地主编们的辛劳心血，既要设想版面栏目，又要

千方百计约稿，有时自己还得亲自撰稿；除了这些主编们的忘我操劳外，

还跟相当一部分热诚学友的无条件支持与无退却供稿密不可分。今后要继

续顺利地刊发下去，就必须弘扬这个良好传统，同时还必须依仗于更广多

的学友自觉自愿地加入到不断供稿的队伍中去。秘书组希望，既然大家都

渴求交流，那么也得主动投身交流！~

当然，要让广大学友都能投身供稿队伍，则必须提供一个人人都

可写的窗口。为此，秘书组根据某些学友的建议，决定从本期开始，

开辟《我的近况》专栏。并号令大家：热烈支持该专栏的开辟，热心

投身该专栏的交流，热忱撰写该专栏的文字，热切提供该专栏的稿子！

可以想像，如果大家都来供稿，那么充足的稿源必能确保相当数量的

后期《交流》得到顺利编发，并必可使《交流》无忧无愁地延续相当

长的一段时日！秘书组期望该专栏能为提升《交流》的生命活力提供

强大的动力！

学友们的近况，人人关心，个个渴求，通过交流，既能介绍自己，

又能广泛知晓别人；既可叙述自己的养老生活，又可了解其他学友的

休闲状况，从而在交流、比较中汲取各取所需的营养与精华，进而丰

富各人日常生活的内容，提升各人养老生活的质量；与此同时，这种

新模式的交流活动，营造了一个相当于大型聚会的氛围，也让大家在

一段时期内始终相处在隔地热聚当中，从而去享受叙旧闻新的乐趣，

去累积有益可效的经萃！

“我的近况”这个课题，也人人有份，个个可写；可长可短，可

多可少；能深能淡、能叙能议；报个流水账也行，谈些趣闻轶事也可；

不拘一格，随兴来定。对此，秘书组相信，本号令必定会得到广大学

友的热情响应，也一定能成为全体学友的行动指南！

行动吧，《交流》渴求着！努力吧，秘书组期盼着！

学友联谊会秘书组

2014 年 10 月 8 日

学友信息交流
复旦大学数学系 62 届学友联谊会

第二十二期

2014 年 10 月 12

学友聚会专栏



2014年 10月 12日 学友信息交流 第二十三期 复旦大学数学系 62届学友联谊会

2 / 11

，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更有颐养乐！这

是我近两年来的深切感受。

我的养老生活很平凡，也很简单。日常

的生活（指每天的常规事宜）安排力争朴实、

有序、规范；偶尔的生活（指临时的应酬要

事，如旅游、走访、聚会、迎客与购物等）

点缀尽量随意、充实、尊便。

无偶然事宜，每天的安排是雷打不动的。

我早上约 5：00时左右起床，稍作梳洗后、

便搞晾晒，烧开水、做早餐。我每天的早餐

是：加有麦片、芝麻粉的水煮鸡蛋甜羹，再

吃一小碗面条。餐后还各吃一粒善存片、深海鱼油。约 6：00左右，开始

操作电脑。打开电脑后，首先要将昨日在图书馆摘录的资料拷录到 U盘中，

以作保存；然后便是的首要任务是撰写一些必需及时完成的写作事宜，如

编辑《交流》刊物，写些《交流》用稿，赶写一些被征稿的诗词、格言、

论文等。如写作任务不多或者没写作任务时，则就用打打电脑游戏（我只

玩双色“蜘蛛纸牌”游戏来消磨时间。我经过长期练习，达到了从难以成

功进展到较快成功的飞跃，我所追求的是成功率（现达到 30%-40%）和成

功速（现最快为走 126步）。

每天都会写上一些文字，也已形成为我的习惯。除了编辑《交流》与

撰写相关的文稿外，我主要是写些诗词、格言与论文，这些都是应寄来征

稿通知（我看作是一种推动力，自己从来没有主动投过稿）后，才起兴撰

写的。寄来征稿通知的单位也不少，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传统文

化促进会、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中国书画名人研

究会、中国诗词文化研究院、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科

学学会、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研究会、中外格言大典编

委会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箴言录编辑部等，，多年来，我发去了几十首诗

词、数十条格言和四篇论文：《社区教育的界说论析与概念界定》(1994

年与 1998年两次被征用、刊发)、《管理思维方式初探》（1986年及其之

后多次被征用、刊发）、《管理思维方式再探》（2008年及其之后多次被

征用、刊发）与《谈谈如何提高教学效果》（2009年及其之后多次被征用、

刊发）。当然，也写过一些尚未被征用的教育论文，如《谈谈学习兴趣》

等。

约到 7：30左右才关闭电脑。随后，就做去图书馆前的准备事宜。

约 8：00左右，出发去上海图书馆，平日就骑自行车（约用 15-20分钟），

周末或国定假日则改乘地铁（约用 15分钟），仅须保证 8：30前赶到图

书馆门口就行了。

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上图”），每天上午 8：30开馆（国定假

日为上午 9:00），晚上 8：30闭馆（国定假日为下午 4:00）。除有旅游、

聚会、走访、迎客、购物等事，我每天都坚持去，遇有雨雪雷暴天，仍

依然不息。故而，我俨然成了上海图书馆的熟客（跟我同样天天来的老

年读者约有 10-20人）。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有一位年已 104岁的老人

（个子瘦矮，身体尚健，步履稳实，不用家人搀扶，但有阿姨陪护），

他是上海图书馆的读者明星，从上海图书馆新馆开馆到现在，始终天天

来，坚持了 30余年，实值罕见，他的阅览事迹受到“上图”的尊重，也

受到广大读者的赞仰，还曾被上海某报纸作过报道，所以，他的天天来，

还真是“上图”的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考虑到减轻思维强，减少思维力度，我没选择继续钻研数学书籍，

而改为赏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精粹——诗词曲赋书籍，其宗旨为陶

冶自己的心灵、充实自己的意魂。故而我每天去“上图”的二楼中文阅

览室阅览、摘录，后排阅览桌的靠窗座位是我的专座。形成摘录诗词曲

赋书籍的总体设想是在阅览、摘录过程中逐步完整起来的。我最早是是

阅览、摘录近代诗作，其目标是汇集近代诗诗谱、诗例，同时也摘录近

代诗的知识要点。近代诗的平韵诗（包括绝诗、律诗与排诗）的诗谱已

很规范，准则也不复杂，很快就完成了；然而其仄韵诗的诗谱则尚不够

规范，名家仅有 1-2条原则，于是我就尽可能多地收集唐宋诗词名家的

仄韵诗诗例，依据这 1-2条原则并结合平韵诗的规范准则，还利用了数

学的排组原理，用了约 3-4个月的时间，形成了自己独特规范准则，并

将仄韵诗诗谱规范为 7类 130种绝诗式谱例、5570种律诗式谱例，从而

探索出了近代诗仄韵诗诗谱的系列及其诗例（当然，名家的仄韵诗诗例

远远少于经数学统计在理论上可存在、实际尚未有的仄韵诗诗例，大多

只有谱、无诗例）。由此我就初步完成了《诗谱集》文稿。我其次是阅

览、摘录近代词作，其目标是汇集近代词词谱、词例，同时摘录近代词

的知识要点。近代词分短调、中调与长调三类，词名总共近千种，我先

在《诗谱集》后，花了近 7-8个月的时间，顺次整理、摘录了每种词的

书海享乐--郑国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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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近况专栏

词谱、词例及其词的知识要点，从而形成了《诗词谱集》文稿（共 1356

页）。在汇集词谱的过程中，发现了曲与词有着历史的渊源（继承与发展）

关系，从而在汇集好词谱工作之后，立即启动了汇集曲谱事宜，其目标同

样是汇集元曲曲谱、曲例，同时摘录元曲的知识要点。元曲可分成小令、

带过曲、套曲与杂曲 4类，我花了 5-6个月的时间，摘录了前三类 260种、

后一类 20种的曲谱、曲例，并在在《诗词谱集》的文本中，补进了有关

的曲谱、曲例，也加进了与词无关的曲谱、曲例，从而形成了《诗词曲谱

集》文稿（共 2018页）。完成《诗词曲谱集》后，觉得现在可将诗、词、

曲三部分及其索引各别独立出来，当然其中诗部分最易独立出来，故而首

先完成了《诗谱集》文稿（共 372页）。此后，在独立词、曲部分时，又

发现一个问题：诗、词、曲部分的摘录内容不尽相同（在补进、加进元曲

的过程中，才醒悟到的）。因曲部分的摘录规范为，对于每一首曲，摘录

的内容都应当包括有曲名、题名、该曲首句（以能区分同本名的不同）、

段数，字数、韵数、曲谱与曲例共八项，于是顺理成章地立即完成了《曲

谱集》（共 234页）。由于诗、词的摘录尚有缺项，随后再完善之。完成

《曲谱集》后，正准备先完善独立的《词谱集》时，看到了一本《诗词曲

赋知识手册》一书，觉得古典文丛中缺少《赋》的部分，是个不足，也是

个憾事，于是即刻决定增加《赋》的部分，取名《赋典》，并立即着手摘

录有关《赋》的书籍，摘录内容包括赋体名称、赋作名家简介、辞赋名篇

简介、名家论赋、古代著名论赋、陆机《文赋》通释、赋论与附录八项内

容，又花了 2-3个月，一鼓作气地完成了《赋典》文稿（共 120页）。目

前，我正在做完善《词谱集》的工作，只是开了一个头，估计仍还需花上

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最后，我再去做完善《诗谱集》的工作。应当说，

两年来的摘录成果较为丰硕，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已取得的这些成果，深深

感到这两年的心血并没有白花，自己的实实在在的爱好追求将要如愿地实

现了，心里得到了适度地满足与抚慰，乐趣感、幸福感也便油然而生。

约下午 4：00左右，我关闭电脑，结束在图书馆的摘录工作。随后回

家烧晚饭。约 5：30左右，我总是一人先吃晚饭。晚饭后，约晚上 6：00

左右就外出走步，穿过几条街道，走进华山绿地，绕过幽深的曲径，走上

了长约 500米的环形健康步塑胶跑道，缓步一圈后，再转入通往华山路绿

地出口的便道。随后沿着华山路走向 11号地铁线交通大学地铁站，在该

站 6号口走入，站内也走了一圈后，再从 5号口走出。再沿着法华镇路、

番禺路折回家弄，约晚上 7：00左右回到家里。历时一小时左右的慢步行

走后，人体焕发微热，体内时而出现的酸痛减弱了，精神活力当然有所

提升。

此后，我便开始开电视，看“电视剧”、“电视新闻”、“海峡两

岸”与其他文艺节目，约夜里 11：00-12：00左右便倦意入睡。

今年，我也出去旅游过，四月随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退休支部去了

浙江新景点旅游，历史四天；七月随女儿一家去日本北海道旅游，历时

一周。10月 10日--13日，去厦门参加 84届毕业复旦附中 30周年庆典

聚游活动。10月 15日参加我部分中学同学的周浦聚会。10月 17日--20

日去武汉参加侄子的婚典活动。此外，还有多次亲戚走动，均是历时一

天。

我的养老生活是平素的，但也是充实的，更是康乐的。

沐定夷兄~(以下简称沐兄)~于去年入住养老院时,恰逢我老伴大

病,因此一直未能去探望,只是通过几次电话,心中总是不安。

多年以来,他和我在各自的学校讲授的是同一门课程------数学

分析,我有问题总是向他请教,他是有问必答.我主编的《数学分析习

题课讲义》(上下册, 2003--2004)~是由沐兄审阅的.近年来，我与他

又合作编写了《吉米多维奇数学分析习题集学习指引》(全三册,

2010--2011)。

沐兄恰好又是苏州的女婿,过去常来苏州,我们夫妇俩与沐兄的

夫人颜老师也非常熟悉,此情难忘。

近来我老伴身体已经恢复得不错,也很愿意活动活动,她又擅长

拍照,而最近的夏天日子又特别凉爽,因此于 8月 18 日就与老伴一起

去青浦探望沐兄.这也是我第一次去参观一个养老院。

我带给沐兄的东西除了一袋玉米糊和一听小麦胚芽之外,主要是

带去了两本书.一本是我写的小书《数学史赏析》,它也算是我多年

上数学史选讲课的“结晶”吧。几年前，我曾经给沐兄看过讲义稿,

访沐兄以及对养老院的观感——谢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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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力推动我出版该书,并讲好出版后要送他一本。由于种种拖延,此

书直到今年八月才由高教出版社出版,于是送书就成了这次来探望他

的内容之一。另一本是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百唱不厌经典英文歌

曲》.因为沐兄与我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喜欢唱英文歌曲~(沐兄还会

唱京剧,而且是从小就学会的).当然他唱英文歌的起步比我早得多,在

网上至今还可以查到题为“发挥余热无私奉献------记为大家带来快

乐的沐定夷教授”一文,介绍他如何教唱英文歌,读来令人感动。我带

去的那本书可认为是同类书籍中的佼佼者.由于它未附光盘,我就利用

翻墙技术从网上下载了该书的全部 66 首歌曲的 mp3 文件,放在一个 U

盘里带给沐兄。由于沐兄有 mp3 播放器,因此就可以很方便地利用此书

了。

沐兄见到我们来访非常高兴,心情极其愉快。一开始，他就向我们介

绍说，他所在的养老院是上海唯一的五星级养老院,非常优秀,并且向我们

提出: “你们是否愿意也到这里来养老?”后来,还从楼房的前厅拿来一

本《上海中福会养老院》的小册子给我们带回去 (后来知道，这个养老

院确实还有空房)。

由于我们到养老院时已近中午,不久就要用午餐了.而我看沐兄兴致

很高,因此在午餐后还继续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并在他的引导下参观养老

院,既包括楼外不远处的优美风景,也包括楼内的各种设施。沐兄对于楼内

多处悬挂的书法作品，都一一向我们作了介绍(见照片).在楼外的夏阳河

畔,沐兄介绍了此河名的来历,

以及“楷模“二字的出典,都是我从未听说过的。在楼房的前厅有一

张很长的桌子,是天然的一片木材做成的,可见此树必定极其高大。桌子背

后的墙上写的是养老院的核心价值观：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老人，对此我

实在是闻所未闻,想都不敢想。桌子前的木凳子中有几个是用黑檀木做的。

沐兄详细介绍了黑檀木的历史,

要八百年才能长成材,对健康长寿很有益,过去是给帝王的贡品~(见

照片)。在陈列来访者照片的专栏中，我们还发现了袁采大人的照片。在

陈列院内举办各种活动的专栏中，我们发现了沐兄的手艺作品的两张照片

~(见照片)，可见沐兄在养老院里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走过每周影院门

口时,沐兄告诉我们,每周放电影不止一次.在不久前纪念秀兰邓波尔时更

是大放特放；这里，还会放映较新的电影,

其名字我们听了完全不知道。我只好告诉他,我们已经多年不上电影

院了,对新的电影更是==当然会一无所知。照顾沐兄的顾阿姨告诉我们,养

老院非常安全,人离开房间从不锁门，真是世外桃源。由于时间有限,我

们所看到的，只是上述养老院小册子中介绍的极其丰富的活动内容的一

角而已。

沐兄虽然坐轮椅,但也可以离开轮椅缓慢行走,或推着轮椅走,或

用助步器走。他告诉我们,他每天沿 703 米长的一圈路线走三遍。他

的听力没问题。他虽左眼失明,但仍能看书看报.我做柔指操给他看,

他一学就会。这要归功于养老院每周三个上午安排的手指操锻炼,因

此他的手指灵活性很好。他的思维依然清晰,

对过去的事情记得都很清楚。他回忆了与不久前故去的吴茂康的

情谊.谈到学外语,在年级中除了丁仁是我们公认的专家之外,沐兄还

特别提到盛沛栋的外语才能，我说我也知道。在初进复旦住进 230

寝室时,盛就睡在我上铺。那时，他已经在学第三国外语——日语了。

在 1960 年冬，我学德语时也是他教我发音的。

从他在《学友交流信息》上的自我介绍可知,他还懂拉丁文。

沐兄每天服用五、六种药,其中包括治高血压、前列腺肥大和便

秘的药，这对老年人来说还不算多，当然也不是一切都好。他吃得太

少,特别是今年夏天有驻夏现象,因此可能比去年还要瘦一点。由于沐

兄少年时起就常发胃出血症,在年级同学中一直列为体弱者。毕业后

胃动了手术,但胃出血仍然经常发生,有时一年两次。近年来又多次摔

跤,多处骨折,在入住养老院前早就要坐轮椅才能出行。

以这样的体质基础，他还能够这样地有滋有味地过好每一天,实

在很不容易。

离开养老院前,在大门口不远处看到有一尊宋庆龄的塑像,我们

就过去拍了照。中福会养老院是宋庆龄的爱心事业的一部分,今天的

参观更加深了我对这位伟大女性的崇敬之情。

后记：

(一)按照沐兄的提示,“去养老院养老还是不去养老院养

老”,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以沐兄为例,如果早几年就与颜老师

一起来此养老,也许颜老师也不会猝死,两个人一起在养老院相伴，我

相信，他们的生活将会更为幸福.当然人生是没法重来一次的，这只

是一个遐想而已。

(二)上面提到带给沐兄的那本小书,是我送出的第一本。我很

愿意送给每一位对此有点兴趣的大学老同学留念。为此，下面附上该

书的简介、前言和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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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之后，有兴趣阅读该书的老同学请与我直接联系,并告知邮寄

地址,我即可寄出。

2014 年 8 月 18 日

附件：《数学史赏析》的封面、简介、与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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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沐兄影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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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8日从上海出发，经河南，山西，陕西，内蒙和

宁夏五省，边走边玩，历时 33天，8月 29日返回上海。左图显示了所走的路线（蓝

色粗线），六角形填蓝色城镇为住宿点，边上文字框中有住宿

日期，每人每天的住宿费（括号内）和主要景点。图中略去

了上海到新县的路线，这一段都在车上，上午 7：30出发，

下午 4：30抵新县；还略去了返程商洛到宜兴和宜兴到上海

的路线。8月 28日在宜兴白塔甲有渡假村过夜，住宿费，晚

上聚餐费和 29日早餐费每人共 70元，29日 8：30出发，游

大觉寺 2小时，下午 4：00左右回上海。这样长时间远距离

的自助游，是由我好友陈老师的一批驴友组织的。他们租了

一辆客车，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司机，驴友中有几位业余导

游，设计了旅游路线和日程安排，由各驴友分头拉好友入伙，

连司机在内，共 38人，车内座无虚席。一般下午 4~5点到

达住宿点，开始借房，由五位志愿者组成公关组，争取借到

优质价廉的房间，要求有电梯，标间，明亮，卫生，在公关

组的努力下，标价 200元的标房（2人），100元可以拿下，

但为借房常要化去 1~2个小时，我开始觉得有点得不偿失，

后来明白，38人中大部分都是企业退下来的，退休金只有 3

千左右，精打细算很有必要。38人中，70以上的有 3人，我

最老，所有景点都免票；65~69约 20人，有时全免，有时半

价；65以下，有时半价；60以下，全价，但有残疾证的，可

以全免或半价。有 2位 50以下陪父母的，景点门票共约 3000

元左右。除门票外，观光车，索道都要收费。我这次 33天旅

游共化费 5600元，其中车费 2200元，住宿 1800元，伙食自

理，约 1400元，购物 200元。我女儿称这次为“穷旅游”，

因为她 7天国外游要一万多元。同样是国外游，这批驴友今

年上半年组织的欧洲 38天游，游遍了欧洲，总费用 3万元。

这次旅游我有如下观感：

1 退休前，我很少旅游，在重庆八年，除因参加四清，

去过丰都鬼城，其他地方都没光顾；退休后，我积极参加集

体组织的各种旅游，我觉得这类旅游不仅可以增进友谊，还

有利于身心健康。8月 27日，在陕西的最后一个景点，金丝

峡大峡谷，景色迷人，南高北低，由南向北，要走 11公里，

豫晋陕蒙宁 33 天自助游观感—叶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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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还蒙蒙细雨，但由于且边走边谈，还不时摄影留念，走了 4个多小时没觉得累，

还能坚持到底。但毕竟已老了，不能硬

撑，要量力而行。我给自己规定，有车必乘，

安全第一。

2 改变了对西北部地区城市的看法。56

年我在西安待了一年，以后也多次去过，总

的印象不很好，脏乱差。这次虽城市不算多，但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即使是中小城

市，高楼大厦不少，如鄂尔多斯，高楼很多，但人气不足，我们落脚的北国之恋附

近，十分冷清，晚上街上空无一人，所以人称“鬼城”。据当地人介绍，民风很纯，

晚上出门绝对安全。

3 公交一律免票的城市---内蒙阿拉善市。我不知道国内是否还有其他公交免票

城市。在阿拉善的饭店里，当地人告诉我，这里的体力劳动价格不低，一般低于每

月 5千的招不到工人，但大学毕业生工资每月 3千左右。这一现象好不好？我讲不

清。

4 银川---塞北江南。城内湖泊很多绿树成荫，大的有沙湖，阅海等，沙湖周围

被沙漠包围，别有风味。8月 16日上午游览沙湖，下午安排银川市内游。沙湖很大，

安排一个上午不够，但这样安排也有难处。沙湖门票 80元，70以上免票，但还有船

票，80，130，180三等，因为自助游，可自由选择。这样，有不买的，买 80的，仅

在沙湖中转一圈，买 130的，上岛玩。由于不统一，规定 12：30归队，结果上岛玩

的，到 1：30才归，其他人在车上等了一个小时。这是自助游的一个不足。

5 自助游的团队管理。来自各个行业，团结很重要，日程安排，财务

账目公开透明，车箱卫生安排值日，房间用摸彩分配，好人好事及时表扬，

相互关心等等。这一个月来，我觉得很愉快，大家对我们三个 70以上的，

十分照顾。由于经常移动，行李装车是个大问题，有几名志愿者和司机

一起解决了这个问题。

6 我的旅伴陈老师热衷手

机微信，每到一处，很关心 wifi，

但有个现象至今还不明白，不少

大宾馆，却没有 wifi，反倒一些

小宾馆，不仅有 wifi，还提供电

脑宽带。

7 在山西偏关，有个万年冰

洞，外面 25oC，洞内-5oC，冰

柱倒挂，配以灯光，十分美丽。

8 我觉得银川或阿拉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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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避暑胜地，阿拉善市内房价只有 2600/M2，暑假去那里住几个月避

暑，最好有几家联合行动。

国莱兄要求上海同学为本期通讯撰稿，我在此发个小议，以博大家一

笑。

******************************************

每个人从出生一天起都有年龄。年龄这一简单的数字含有丰

富的信息。张君于 1989 年 7 月 1 日生，现在是 25 岁，李君于 1974 年生，

现在是 40 岁；王君出生于 1949 年，现年 65 岁。仅从 25、40、65 三个数

字，就可知张君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李君正值中年、王君已步入老年。三

个人的身体状况，以致能力、经验、情趣等等已可大体有个判断。

如果以见上帝之日为原点，则人的年龄就是一个负值。A君 20 年后见

上帝，他的年龄就是 -20，B 君 18 年后见上帝，他的年龄就是 -18.

随着时光的流逝，年龄也逐渐增长渐近于零，终于与上帝相会。

我们不妨将后一种年龄称为负年龄。然而常规年龄是确定无疑的，而

与此相左，负年龄则是不确定的。每个人都不确定知道自己的负年龄是多

少，只能根据本人的身体状况估计本人的负年龄应是小于 -20 还是小

于 -30 等等。

人过了 70，似乎以负年龄更能反映该人的状况。K君的常规年龄大于

S君的年龄，但负年龄小于 S君的年龄，那么，K君的实际生活质量将高

于 S 君。K君可能还有如同年青人那般的活力，可以到处旅游，可以发

挥余热。S君则不行。

“今年二十，明年十八”是一句广告用语，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

以负年龄计算，通过锻炼与调养，“今年负十八，明年负二十”则完全可

能。

按一般的统计规律，本年级同学的平均负年龄已大于负二十。我盼

望各位共同努力，争取做到“今年小于负二十，五年后仍然小于负二十”！

吴敏金 mjwu1940@126.com

哥德巴赫猜想原包括两个命题：1.比 2大的所有偶数均可表示成

两个素数的和；2.比 5大的所有奇数均可表示成 3个素数的和。

第一个命题即所谓 1+1，目前尚未完全解决（最好的结果是陈景

润，即 1+2）而第二个命题，即所谓 1+1+1，已经完成证明。

本人对哥德巴赫猜想加以改进，即哥德巴赫猜想的新拓广：比 5

大的所有奇数均可表示成一个素数与另一个素数的 2倍之和，简称之

为 1+2+1。

在 64位的正整数之内，实验结果表明上述结论成立。限于篇幅，

以下仅列出 85以内的分解和式。

K:5 =1＋2×1;

K:7 =3＋2×2=5＋2×1;

K:9 =3＋2×3=4＋2×2=7＋2×1;

K:11 =5＋2×3=7＋2×2;

K:13 =3＋2×5=7＋2×3=11＋2×1;

K:15 ==5＋2×5=11＋2×2=13＋2×1;

K:17 =3＋2×7`=7＋2×5=11＋2×3=13＋2×2;

K:19 =5＋2×7=13＋2×3=17＋2×1;

K:21 =7＋2×7=11＋2×5=17＋2×2=19＋2×1;

K:23 =13＋2×5=17＋2×3=19＋2×2;

K:25 =3＋2×11=11＋2×7=19＋2×3=21＋2×2;

K:27 =5＋2×11=13＋2×7=19＋2×4=23＋2×2;

K:29 =3＋2×13=7＋2×11=19＋2×5=23＋2×3;

K:31 =5＋2×13=17＋2×7=29＋2×1;

K:33 =7＋2×13=11＋2×11=19＋2×7=23＋2×5=29＋2＋2=31＋2

×1;

K:35 =13＋2×11=29＋2×3=31＋2×2;

来稿刊登专栏

小议年龄--陈恕行

哥德巴赫新猜想征求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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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更补专栏

K:37 =3＋2×17=11＋2×13=23＋2×7=31＋2×3;

K:39 =5＋2×17=13＋2×13=17＋2×11=29＋2×5=37＋2×1;

K:41 =3＋2×19=7＋2×17=31＋2×5==37＋2×2;

K:43 =5＋2×19=17＋2×13=29＋2×7=37＋2×3=41＋2×1;

K:45 =7＋2×19=11＋2×17=19＋2×13=23＋2×11=31￥2×7=41＋2

×2;

K:47 =13＋2×17=37＋2×5=41＋2×3;

K:49 =3＋2×23=11＋2×19=23＋2×13=43＋×3=47＋2×1;

K:51 =5＋2×23=13＋2×19=17＋2×17=29＋2×11=37＋2×7=41＋2

×5=47＋2×2;

K:53 =7＋2×23=19＋2×17=31＋2×11=43＋2×5=47＋2×3;

K:55 =17＋2×19=29＋2×13=41＋2×7=53＋2×1;

K:57 =11＋2×23=19＋2×19=23＋2×17=31＋2×13=43＋2×7=47＋

2×5=53＋2×2;

K:59 =13＋2×23=37＋2×11=57＋2×1;

K:61 =3＋2×29=23＋2×19=47＋2×7==59＋2×1;

K:63 =5＋2×29=17＋2×23=29＋2×17=37＋2×23=41＋2×7=41＋2

×11=53＋2×5=59＋2×2=61＋2×1;

K:65 =3＋2×31=7＋2×29=19＋2×23=31＋2×17=43＋2×11=59＋2

×3=61＋2×2;

K:67 =5＋2×31=29＋2×19=41＋2×13=53＋2×7=61＋2×3;

K:69 =7＋2×31=11＋2×29=23＋2×23=31＋2×19=43＋2×13=47＋

2×11=59＋2×5=67＋2×1;

K: 71 =13＋2×29=37＋2×17=61＋2×5==67＋2×2;

K:73 =11＋2×31=47＋2×13=59＋2×7=67＋2×3=71＋2×1;

K:75 =13＋2×31=17＋2×29=29＋2×23=37＋2×19=41＋2×17=53

＋2×11=61＋2×7=71＋2×1=2=73＋2×1;

K:77 =3＋2×37=19＋2×29=31＋2×23=43＋2×17=67＋2×5=71＋2

×3==73＋2×2;

K:79 =5＋2×37=17＋2×31=41＋2×19=53＋2×13=73＋2×3;

K:81 =7＋2×37=19＋2×31=23＋2×29=43＋2×19=47＋2×17=59

＋2×11=67＋2×7=71＋2×5=79＋2×1;

K:83 =37＋2×23=61＋2×11=73＋2×5==79＋2×2;

K:85 =3＋2×41=11＋2×37=23＋2×31=47＋2×19=59＋2×13=71

＋2×7=79＋2×3=83＋2×1;

证明哥德巴赫猜想难度很大，特此征求解答。

1. 叶秀明 更新邮箱：yexiumin1938@163.com；

2. 张九思 更新邮箱： hyqrsjzjx@126.com，增加手机：

13361003051。

3. 黄智强 更改通讯信息：更改家址：上海市闸北区洛川东路

494弄 1号 11楼 1103室 家电：65335073 邮编：200072。

4.谢惠民 增加手机：13390884802增加邮箱：szhmxie@qq.com；

原来邮箱：szhmxie@ aliyum.com与 szhmxie@pub.sz.jsinfo.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