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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足球的热爱袁 还是从一件球衣
开始的遥10岁那年袁因为学校要组织足球
比赛袁 我就硬拉着父亲买了一件黑白相
间的球衣袁从那一刻起袁我和足球这项运
动就结下了不解情缘遥

20 年来袁因为足球袁我有过开心袁也
有过失落遥 我会因为中国队的出线喜极
而泣袁 也会因为葡萄牙黄金一代的谢幕
而黯然神伤曰 我见证过皮耶罗双手捧起
大力神杯袁登上世界之巅的那一刻袁也目
睹过巴乔罚失点球后站在球门前袁 孤独
得像个孩子一样噎噎

绿茵场上的野厮杀冶袁在给我带来非
凡之感的同时袁 也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
考遥我觉得人生就像一场精彩的足球赛袁
一场你不得不踢的足球赛袁 一场你踢好
踢不好都得勇敢面对的足球赛遥 在这场
比赛中袁 你需要不断地前进袁 不断地拼
争袁即使结果不一定会让你满意遥正如我
们每个人的未来都不可预测一样袁 会有
巅峰袁也会有低谷曰会有成功袁也会有失
败曰有手捧鲜花登上领奖台的时候袁也有
因失去而遗憾尧落泪的时候遥你必须鼓起
劲来袁瞄向正确的目标袁才能射中人生的
野大门冶遥

在足球场上袁 不仅需要每个球员的
斗智斗勇袁 更需要球员间密切的配合袁 这是集体智慧尧 集体
力量的见证遥 即使个人能力再强袁 只靠单打独斗也难以取得
最后的胜利遥 生活中袁 与每个家庭成员搞好配合袁 才能 野家
和万事兴冶曰 在单位袁 与每个同事搞好配合袁 才能使工作顺
利开展曰 在社会上袁 与社会各界人士搞好配合袁 才能取得事
业的兴旺发达袁 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遥

在绿茵场上袁 敢拼才会赢袁 要想赢得比赛袁 就要积极拼
抢袁 坚持到底尧 永不放弃遥 再回过头来看人生袁 人生也像一
个大大的足球场袁 我们每个人都仿佛是一名足球运动员遥 也
许我们每个人的技术不一样袁 体力不一样袁 风格不一样袁 但
我们拥有同样的展示自己的机会袁 只要有自信袁 敢于拼抢尧
永不放弃袁 就一定能踢好人生的足球赛遥

去年极少看演出袁 霜降过后袁 才看了
一场新编的话剧 叶清明曳遥

进了大剧院的门袁 还不晓得剧情和剧
中人物袁 只知道这台戏取材于百年前的山
西大学堂遥 这一年多袁 我的业余时光大都
花费在编纂 叶张瑞玑先生年谱曳 上了袁 去
剧场是想感受那种氛围袁 放松一下遥

当一位栗色卷发尧 被称作 野新常富老
师冶 的教授出现在舞台上时袁 我不觉一
振袁 戏味似乎也浓了起来遥 眼睛盯着台上
西装革履的 野新常富冶袁 脑子里想的却是
这位瑞典化学家尧 地质学家的专著 叶晋
矿曳遥 果然袁 接下来就听到台上人物开始
谈论 叶晋矿曳 了遥

整部戏里袁新常富和叶晋矿曳占的戏份
很重遥 编导设计了某个中国教授抄袭 叶晋
矿曳引发的矛盾冲突袁胡适博士和他的美国
老师杜威也被拉来作了陪衬遥 我却由新常
富和叶晋矿曳想到了另外一个人袁他是一位
政府官员遥 1912年袁英文版叶晋矿曳在瑞典斯
德哥尔摩出版后袁 山西这边有一位政府官
员懂这部书的价值袁 很快组织几位不久前
从英国学成归来的矿学专家要要要出国前都
是新常富在山西大学堂西斋的学生袁将叶晋
矿曳翻译成中文遥 这位政府官员还亲自题写
书名袁作序袁野急为付印袁以饷各界遥 冶叶山西

大学百年校史曳载院1913年野2月袁山西大学
堂毕业生尧留英学生赵奇英尧高时臻尧王录
勋尧 杨长煜等翻译的山西大学堂瑞典化学
教习新长[常]富所著叶晋矿曳一书袁由山西大
国民印刷厂印刷出版遥 冶校史囿于野校冶袁没
有提到这位目光远大尧 翻译印行中起关键
作用的政府官员遥

他就是民国元年山西首任财政司长张
瑞玑遥

张瑞玑渊1872要1928冤袁字衡玉袁号老衡尧
窟野人袁别号野谁园第一主人冶袁清末民初山
西赵城县渊今洪洞县赵城镇冤人袁1903 年中
进士袁以野即用知县冶分发陕西遥 出任山西财
政司长前袁张瑞玑已宦秦十年袁文章经济誉
满关中袁时人称他野天才卓越袁双目炯炯袁豪
于文袁廉于吏袁不避权贵袁敢作敢为冶遥 章太
炎赞其为清末野良吏第一冶遥 1907年袁张瑞玑
以宰官之身秘密加入中国同盟会袁 其县衙
一度成为景梅九等革命党人的活动场所袁
招致满旗野西安将军冶鹰视狼顾遥 辛亥革命
西安举义后袁张瑞玑受命野筹组民政府袁继
管铨叙局冶遥 当陕西哥老会与同盟会争夺
大元帅职务时袁 他与郭希仁 野调停哥老会
党人袁 消弭内争冶袁 野他们的话袁 对同盟
会和哥老会双方的团结袁 发挥了相当大的
作用冶遥 事具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
叶西北革命史征稿曳 和打响陕西辛亥革命
第一枪的朱叙五等人的回忆遥 太原举义
后袁 张瑞玑应招回到山西袁 1912年 5月出
任山西财政司长遥

张瑞玑青年时期接受维新变法思想袁
学兼中西袁 以开放的眼光看世界袁 1904年
他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院 野关不可闭袁 港
不可锁遥冶 他涉猎尧 研究过美国华盛顿袁
意大利民族革命领袖马志尼袁 英国哲学家
培根尧 霍布斯袁 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袁 法
国思想家卢梭尧 哲学家笛卡尔袁 德国哲学
家莱布尼茨等袁 熟谙西方制度和文化袁
野洞悉中外高下异同之故袁 剖析源流袁 语
语精确冶 渊陕西布政使尧 晚清著名诗人樊
增祥评语冤遥 在中西对比中袁 张瑞玑深知
野实学冶 的重要袁 为官为师都崇实学尧 重
力行遥 1906年任韩城知县袁 感叹 野经济实
业尧 农工商矿之学冶袁 长期 野屏诸学校庠
序之外冶 野处此实学竞争之世界冶袁 须
野切实有用之学冶袁 于是 野日以振兴学堂为
急务冶袁 组织编写 叶韩城县乡土志曳遥 这部
乡土教材至今还被当地人士看重遥 1910年
任临潼知县袁 野冬夜独坐袁 万感飞集冶袁
作 叶新乐府曳 十四首袁 句句似 野贾生之流
涕袁 阮生之痛哭冶遥 其第八首 叶贫在人 讥
矿学之不讲也曳 云院

今日贫袁 明日贫袁 或曰国运与天命袁
贫不在天贫在人遥 君不见金银五矿遍山
丘袁 支那之富甲五洲遥 外人垂涎思手攫袁
我有宝藏不知搜遥 金埋土袁 银藏壁袁 不能
疗贫反招贼遥 贼入尔室踞尔床袁 墙壁齐放
金银光遥

从这首新乐府可知袁 张瑞玑对世情国
情认识之深尧 忧患之切遥 一旦出掌山西财
政袁 便雷厉风行袁 革除中饱私囊积弊袁 广
开税源曰 又 野不惜招毁集谤冶袁 裁撤裁并
机关学校袁 紧缩开支遥 1912 年 10 月袁 北
京一家报纸以大标题报道 野山西财政司得
人冶遥 当张瑞玑得知辛亥前山西大学堂西
斋选派的 11名公费留英学生袁 因经费无着

迟滞娘子关内袁 又克服 野财政奇蹶冶 的困
难袁 拨专款帮助 11 名留学生踏上实学报
国之途遥 这批留学生是民国山西第一批公
费留英学生遥 他们选择的专业袁 是那时山
西经济发展 渊全国亦然冤 亟须的采矿尧 理
化尧 制革等遥 11名留学生从黄浦江扬帆远
航后袁 张瑞玑便把组织翻译印行新常富的
叶晋矿曳 摆上议事日程遥

新常富博士 渊1879要1963冤袁 原名托尔
斯滕窑埃里克窑尼斯特勒姆袁 毕业于瑞典皇
家工学院袁 1902年应李提摩太之邀来到太
原袁 担任初创的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教
授遥 新博士在教学中结合实地考察和化学
分析袁 于 1911 年 8 月撰成一部英文著作
叶晋矿曳袁 1912年在斯德哥尔摩出版遥 张瑞
玑未必通晓英语袁 但他确乎知道这部英文
专著 野颇详明袁 可资考证冶 野俾披览之
余袁 觉宝藏所在袁 如布地黄金袁 俯拾即
是冶袁 野因商之赵君奇英冶 翻译遥 赵奇英
也是赵城人袁 时任山西化分局局长袁 后应
保晋公司总经理刘笃敬之邀袁 出任该公司
首位中国矿师 渊此前矿师皆为英尧 德人冤袁
1914年病故遥 帮助翻译的三人都是赵奇英
的留英同学院 高时臻袁 时任山西大学校校
长尧 工科教授曰 王录勋袁 时任山西大学校
工科学长曰 杨长煜袁 时任山西大学校工科
教授遥 他们是新常富的弟子袁 又是清末山
西派出的第一批官费留英学生遥 张瑞玑为
叶晋矿曳 撰写的序言不足三百字袁 书中据
手迹影印袁 全文如下院

叶禹贡曳 九州皆有贡袁 而冀州独无遥
班孟坚 叶汉书窑地理志曳 根据 叶禹贡曳袁 其
历叙晋产仅及谷畜袁 而盐铁亦存略遥 故三
晋地脊民贫之说袁 数千年莫之能破遥 近世
以来矿学发明袁 高山峻岭尧 穷岩深谷之所
蕴藏袁 争呈异采遥 于是三晋煤铁之富遂甲
全球遥 西人有谓袁 开采晋煤袁 足供全球两
千年之用者袁 其垂涎可想见矣浴 顾我晋人
或习之而不知袁 知之而不采袁 采之不得其
法袁 而因以坐困而失利袁 是可惜也袁 亦可
耻也浴 往者瑞典新博士调查晋矿袁 集为成
书袁 颇详明袁 可资考证遥 惜书为英文袁 不
能便披览遥 因商之赵君齐英袁 重为译述袁
高君时臻尧 王君录勋尧 杨君长煜兼预其
事遥 不越月而书成袁 附图贴说一仍原著袁
急为付印袁 以饷各界遥 俾披览之余袁 觉宝
藏所在袁 如布地黄金袁 俯拾即是遥 则知我
晋人数千年既瘠且贫之由袁 不在于地而在
于人袁 勿徒抱璞而泣也遥 幸甚浴 民国二年
二月袁 赵城张瑞玑序于太原遥

拳拳之心袁 日月可鉴遥 前引新乐府谓
野贫不在天贫在人冶袁 这篇序更言之凿凿院
野则知我晋人数千年既瘠且贫之由袁 不在
于地而在于人袁 勿徒抱璞而泣也遥冶 先贤

金句袁 百年前启蒙袁 百年后催人遥
中译本 叶晋矿曳 全书 155 页袁 野化分

章冶 占 114页袁 分别为院 野化分章一 无烟
煤冶 野化分章二 烟煤冶 野化分章三 铁矿冶
野化分章四 铜矿冶 野化分章五 铅银冶 野化
分章六 铁硫二矿冶 野化分章七 石膏冶遥 化
分员是新常富本人和他的学生袁 化分的矿
石有 360余种遥 上述 11名留英才俊袁 有 5
名便是化分员院 神池刘世勋尧 襄垣王缙
云尧 榆次杨仁显尧 临汾潘连茹和杨朝相遥
书中介绍 野特别化学房冶院 野本斋 渊按即西
学专斋冤 化学厂之东袁 于千九百零七年又
续修一特别化学房袁 以备高等化学实验之
用遥 厥后山西各矿之化分袁 赖有此耳遥冶
可知对 360 余种矿石的化学分析袁 是在
1907年续修的这座 野特别化学房冶 里完成
的遥 该书还介绍了山西地理尧 气候尧 工业尧
地质尧搜罗矿石之方法尧地矿分类等遥

关于山西的矿产资源袁 19 世纪 70 年
代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作出旅行式
考察袁 叶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曳 渊商务
印书馆 2017 年版冤 有具体记载遥 20 世纪
初袁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与顾琅合编 叶中国
矿产志曳袁 野本言窑第二章 山西省矿产冶 对
金属矿尧 非金属矿的分布作了极为简略的
介绍遥 新常富的 叶晋矿曳 与李希霍芬旅行
日记尧 叶中国矿产志曳 有何不同钥 笔者请
教山西省煤炭地质局一位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袁 他说院野叶晋矿曳对山西主要矿产资源进
行了定量分析评价袁 开启了山西矿产资源
定量分析的先河遥 冶在这部科学著作的结尾
处袁新常富满怀激情地展望野将来之山西冶院

将见交通既便袁 利源日兴袁 则山西地
面之改观袁 煤铁业之兴旺较胜于前者袁 更
不知几千万万也遥 言念及此袁 余不禁为山
西大声贺曰院 三晋浴 三晋浴 尔诚世界未来
之煤铁一大主人翁也浴

这是百年前一位瑞典科学家的愿望袁
也是山西财政司长张瑞玑和三晋诸多有识
之士的呐喊遥

百年过去了袁 今日山西正在奋力转型
中崛起遥 古人谓 野若不仰范前哲袁 何以贻
厥后来冶遥 笔者去年托人在山西大学图书
馆尧 太原理工大学图书馆查找中译本 叶晋
矿曳袁 未果遥 后来终于在国家图书馆找到袁
版权页上赫然印着 野总经理 山西财政司长
张瑞玑冶遥 叶民国时期总书目 渊 1911要
1949冤曳 经济卷 野地质矿产冶 类袁 列有一百
多种书目袁 中译本 叶晋矿曳 是印行最早的
一部遥 该书初版三个月后即重印袁 只插入
一篇山西实业司长崔廷献的序言遥 那时袁
张瑞玑以清誉当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
员袁 已客居京城了遥

前面提及帮助翻译 叶晋矿曳 的三人中袁
临汾王录勋与张瑞玑有师生之谊遥 张瑞玑
1901年任平河书院山长袁 野经史子集外袁
兼示以新学门径冶遥 王录勋读书于此袁 受
到恩师影响袁 入山西大学堂西斋袁 又赴英
伦留学袁 获工程科博士学位后回国袁 任山
西大学教授尧 工科学长袁 1918 年至 1937
年担任山西大学校长遥 在山大百年校史
上袁 王录勋主政时间最长袁 1928年袁 他去
谁园吊唁恩师袁 挽词曰 野天丧斯文冶袁 末署
野受业王录勋敬挽冶遥

渊作者卫洪平袁 系山西省煤炭地质局党
委书记冤

张瑞玑窑新常富窑叶晋矿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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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玑先生渊1872要1928冤

企业简介院 我公司是以生产销售柴油机尧 发
电机组尧 农业尧 工业用离合器机组的专业企业遥 发
电机组类产品符合国标郧月圆愿圆园要怨园或陨杂韵愿缘圆愿要缘之
规定曰 农业工业用离合器机组可实现多点输出袁 并
可根据用户需要单独设计加工中间车系统袁 产品稳
定尧 可靠袁 广泛用于煤田勘探尧 浅层石油钻井尧 热
水井钻探等行业遥

主要产品院 员援 以上柴 野东风冶 牌源员猿缘尧 远员猿缘尧 员圆灾员猿缘柴油
机配套的离合器机组袁 本机组含院 水箱尧 电池尧 离合器尧 柴油
机尧 公共底盘以及用户需要的多点中间车系统遥

圆援 缘园要员园园园运宰柴油发电机组袁 本品以上柴 野东风冶 柴油
机尧 兰州发电机尧 沃而沃柴油机尧 康明斯柴油机尧 野兴锋冶 牌柴
油机尧 斯坦福发电机等为主要配套产品袁 并可实现自动化尧 并车
等技术需求遥

地址院 安徽省合肥市潜山路猿苑园号 邮编院 圆猿园园猿员 联系人院 谢杰 电话院 园缘缘员-缘缘远远园怨苑 员猿怨缘远怨缘员园园远

安徽三华卧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姻网址院www.zmdxw.com 姻邮箱院zhongmeidizhibao@126.com 姻地址院北京市丰台区靛厂 299号渊邮编院100039冤 姻综合部电话尧传真院渊010冤88249691 姻采编中心电话院渊010冤88246688-2405 姻广告联系电话院13703321689 姻定价院园援缘园元 姻印刷院保定日报社印刷厂 姻本报广告代理院北京晟浩中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院13520764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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