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长寿乡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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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老年健康，提高生命质量”研讨会】　９月１４－１５

日，由中国老年学会长寿研究委员会、养老与护理专业委

员会等主办，中冶集团中国长寿城协办的“促进老年健康，

提高生命质量”研讨会在如皋举行。中国老年学学会常务

副会长赵宝华、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付

萍等专家学者席研讨会。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老龄营养健康”“社区

对长者健康管理服务”等专题开展研讨。如皋独具魅力的

“常喝粥”“常出屋”“常栽竹”“家和睦”等养生之道被与会

专家学者所倡导。

【如皋中华长寿博物馆开馆】　９月２８日，如皋中华长寿

博物馆正式开馆。

中华长寿博物馆位于中国长寿城内，设“和平世界”

“和乐中华”“和美如皋”等展厅。博物馆通过大量图片和

音像资料，系统地向参观者介绍如皋长寿现象的历史渊源

和延寿民俗，展示如皋寿星迷人风采及特色长寿食品，成

为游客了解如皋长寿现象、探寻长寿奥秘、博览长寿文化、

体验长寿氛围的重要新平台。 （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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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年龄最长寿星———佘文福

佘文福，男，１９０５年７月生，家住搬经镇梅甸村１０

组，是全市年龄最长的百岁老人。

佘文福膝下后辈现有３４人，３个儿子均健在。

佘文福性情开朗，为人随和，喜与他人交流，但凡邻里

有事均乐于参与。他不挑食，有时少量饮酒，日常午饭吃

１～２块猪肉。他随遇而安，行动自如，耳朵略有失聪，常

在３个儿子家庭间自由走动。

爱学习的寿星———孟新民

孟新民，男，１９０９年２月生，家住如城街道锦绣苑。

孟新民年轻时以经营酱油店为生计，因曾摔跤受伤而

行走不便。他虽年过百岁，但眼不花、耳不聋，思路清晰，

坚持每天看报，偶尔上网浏览。他生育４男２女，长子已

故，现由其他３个儿子轮流赡养。百岁之前，他每天中午、

晚上喝一杯酒，但不贪杯。他爱吃肥肉，不挑食。他乐于

与邻居交往，邻里关系融洽。

长期坚持锻炼的寿星———彭加桂

　彭加桂，男，１９１２年１２

月出生，家住城北街道复

兴村９组。

彭加桂生有２女，均

招婿上门，现有孙子３

个、孙女３个、曾孙３

个、曾孙女３个，所有后

辈对老人都非常孝敬。他

耳不聋、眼不花，记忆力

也很好。他不喜欢睡懒

觉，爱好晨练，虽逾百

岁，仍坚持每天去广场散

·５６·世界长寿乡风采



步晨练。他喜爱面食，还喜食杂粮、粗粮，玉米面、荞

麦面、番薯、自家腌的萝卜干、咸菜是他的最爱。心胸

开阔、儿女孝敬是他的长寿秘诀。

（于建江）

长长长 寿寿寿 研研研 究究究

孝 道 助 长 寿

刘桂江　吴希林

　　孝道犹如子女为父母步入长寿殿堂铺设的红地毯，它

既表达了子女对父母的一片赤诚之心，也为父母步入长寿

殿堂开辟了一条温馨的金光大道。数千年来，孝道一直是

中华民族主流文化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儒家代表人物

对孝文化的精辟论述揭示了孝道的深刻内涵，我们可以从

中领悟到孝道对长寿的强大助推作用。

孝顺———为老年人长寿养生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乐者寿，已为千万长寿老人的实践所证实。英国１９

世纪享年８４岁的社会学家、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说：

“快乐是最强的补品。”现代医学也证实，愉快的心情使人

的大脑生成一种被称为β内啡呔的荷尔蒙，使人轻松舒

展、自在安详，中枢神经准确无误地发挥其指挥协调作用，

确保人体各个部位、各种器官协调运转，使人健康长寿。

乐从何来？对于老年人来说，除了学会自寻其乐，就

要从子女的精神赡养中求乐。家庭就是快乐的源泉。天

伦之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古人戏彩娱亲就是为父母寻

乐的典型。美国著名作家德莱赛说：“和睦的家庭空气是

世界上的一朵花，没有东西比它更温柔，没有东西比它更

优美。”那么，孝顺的儿女便是培育温柔、优美鲜花的园丁。

孝顺，关键在一个“顺”字。顺者，子女遇事尽量依顺

父母，让父母顺心顺意享受天伦之乐。孟懿子问孝，孔子

曰：“无违”子夏问孝，孔子曰：“色难。”孔子认为，“无违”与

“色养”是子女孝顺父母的最高境界。

“无违”就是要求尽量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而不做违

背父母意愿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父母顺心顺意。

否则，不是引发家庭矛盾，争争吵吵，就是让父母生闷气，

有损健康。当然，所涉及的事情应是无关政治、法律乃至

社会道德的家庭琐事。对于家庭琐事，子女不仅要一般地

顺从父母，而且要尽量理解父母的意思，愉快地服从父母

的意愿，这就叫善解人意。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中茂源

老汉想再婚，尚未过门的四儿媳喜鹊积极帮助他与二姨

牵线搭桥。因此，茂源老汉说：“全村算来，只有喜鹊最

孝顺。”我们走访过如皋的许多百岁老人，在家里既是老

祖宗又是老小孩，在晚辈们的精心呵护下幸福地安度

晚年。

“色养”不仅要求子女善于察言观色，看父母的眼色行

事；而且，自己在父母面前要保持和颜悦色。一般上了年

纪的人是经不起思想上的打击的，因此，子女即使有不高

兴的事，也尽量不要在父母面前有不愉快的表现。要做到

这一点，儿女对父母必须有发自内心的爱，因为经常和父

母接触，甚至天天生活在一起，强装笑脸是很难持久的，因

此，孔子说“色难”。

无论是“无违”还是“色养”，都要求子女对父母有一颗

挚爱之心，只有用子女的爱心换取父母的欢心，才能赢得

父母的长寿。必要时子女还要牺牲自我，成全父母。中国

第一届最佳风采女寿星韩秀芳，和小儿子饶立明在一起生

活。饶立明已是一位年逾古稀的退休教师，本来也有自己

的爱好和娱乐圈子，但他为了不让母亲孤独，天天陪着母

亲听她讲那些老掉牙的故事，还不时称赞她记性好，讲得

好，顺着母亲的思路讲一些让老人高兴的话题。母子俩每

天海聊，家庭充满欢乐，老人过得顺心顺意。韩秀芳现已

１０５岁，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国际自然医学会会长、世

界长寿乡调查团团长森下敬一博士２０１１年到如皋调查后

感慨地说：“几十年来，我走遍世界各大长寿乡，走访了上

千位百岁老人，如皋的百岁老人是头脑反应最敏捷、最聪

明的百岁老人，而如皋的韩秀芳是我至今遇到的身体状况

和精神状态最好的一个百岁老人。”

孝养———为老年人长寿养生提供良好的物质保障

养老，早在古老的中国就已经形成制度。春秋初期，

政治家管仲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在他的政治主

张中，养老也是重要内容。他在国中设有专掌老年事务的

官员，称为“掌老”，把养老作为国家大事来抓，对７０岁以

上的老人给予各种养老待遇，包括保证有儿子留在身边照

顾，发给酒肉等等，并劝子弟给老人“精膳食，问所欲，求所

嗜”，尽量从各方面满足老人的要求。并设“掌病”问疾，做

到老有所医。汉朝编著的《礼记·王制》更是对５０岁以上

老年人的吃穿住都提出具体要求。这些措施都有效地保

障了老年人长寿养生，安度晚年。

孔子提升了子女赡养父母的标准，把一般性的赡养同

尽孝加以区别。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

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认为，作为孝顺的子女，

对父母不能只满足于一般赡养，还要“敬养”“孝养”。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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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赡养父母不能像喂马喂牛一样，要有敬重父母的孝心，

才能给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尽可

能创造更有利于老人长寿养生的条件。比如，老年人的衣

服既要合体，又要相对宽松，冬衣既要轻便，又要保暖，从

材质等方面都要有利于老年人的保健；在饮食方面，不仅

要注意满足一般老年人的要求，而且要根据自家老人的身

体状况，进行科学安排；住室不仅要求通风、向阳、保温，而

且要便于与家人联系，方便子女照顾；老人的室内外活动

范围内尽量做到无障碍或减少障碍，保证老人行走方便，

以减少不必要的意外事故。

在疾病的医疗保健方面，更需要子女的照顾。首先，

有病能得到及时的治疗，治病于初始，大大降低死亡的风

险。对失能老人的细心照顾，更是延长老人寿命的关键。

我们在对如皋高龄老人的调查走访中，发现了许多子女晚

辈精心照顾，服侍父母老人的生动事例。有的老人卧床数

年，子女定时帮助翻身，擦洗身体，从未生过褥疮；有的老

人大小便失禁，但是床上的被褥、身上的衣服时时保持干

净、整洁；有的老人因老年痴呆等原因，不能自己服药，但

有子女的帮助，从未错过服药的时间；有的老人好动但往

往不能自主，子女时刻陪伴搀扶，从未发生摔倒磕碰现

象……所有这些，没有一颗孝心是难以做到的，即使坚持

一时，也难以持久。

老人的生命是脆弱的，子女的孝养是维护这些脆弱生

命的温床。实践证明，子女在衣食住行以及疾病治疗等方

面对父母的精心照顾，是老年人长寿养生的重要物质保

障，正如有些老人感慨地说，要是没有儿孙们的照顾，坟头

上早就长草了。

孝老———为老年人长寿养生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孝道本来只是家族性的行为，但孟子把它扩展到全社

会，要求做到“老吾老，及人之老”。这是对中华民族孝道

文化的重大贡献。

老人活动的天地主要在家庭，但又不局限于家庭。尤

其是在交通发达、信息畅通的今天，老年人的活动天地更

加广阔，社会尊老、爱老也显得更为重要。在充满孝道的

社会里，老年人走到哪里都受到敬重，得到帮助。老人坐

公交车有人让座，老人在大街上跌倒有人扶起，老年人在

外突然生病，有人送到医院就诊，老年人在外遇到困难，有

人伸出热情的援助之手……这些都不仅大大增强了老年

人的幸福感、快乐感，也大大降低了老年人的意外伤害风

险。如果说，充满孝道的家庭是孕育寿星的温床，那么，充

满孝道的社会就是老年人长寿养生的天堂。

充满孝道的社会，必有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撑。如皋

是有悠久历史的世界长寿乡和中国长寿之乡。自从汉朝

就出了百岁寿星乐子长；三国时期又有著名的长寿将军、

享年９７岁的东吴大司马吕岱；北宋有自８０岁生日在紫牡

丹花引觞祝寿３０载、享年１０９岁的潇洒寿星李嵩；到了明

清时期，更是寿星叠出，仅县志上有记载的百岁老人就有

５０多位，其中，一门四代两期颐的苏氏家庭更让人羡慕。

透过这些长寿现象，蕴藏背后的是孝文化的暖暖春风。如

皋从清嘉庆至民国的４部县志中，记载因儿女孝顺、家庭

和乐而长寿的典型达１８７例之多，而历代政府则是孝文化

的强大推手。孝子贤媳受到政府的表彰，群众的称赞，不

仅有旌表孝子的“孝子坊”“孝子墓”，乡贤祠中供奉的１６

位“乡贤”中也有孝子丁天锡的牌位。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坚持弘扬孝老文化传统。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县领导就开始为百岁寿星祝寿，８０年代

组织签订家庭赡养协议，１９８６年起开展敬老日活动，１９８９

年如城镇玻纤厂职工吴幽兰获全国“敬老好儿女金榜奖”。

９０年代开展敬老日活动、市领导看望百岁寿星等敬老活

动初步形成制度，１９９７年如城镇举办“千岁宴”把政府敬

老活动推向高潮。２００１年，如皋市委、政府开始为百岁老

人发放敬老金。２００２年市委、政府先后出台了具有如皋

特色的养老模式“六有二查一公布”要求以及“八个一”惠

老政策等尊老敬老方面的文件，使全市的尊老敬老工作更

加规范化、制度化。２０１２年市委、市政府又制定了《如皋

市高龄老人尊老金发放管理办法》，８０周岁以上的老人均

有尊老金享受，最高者达每人每月４２０元。

政府的尊老敬老政策，一方面让老年人心舒畅，安享

天年。崔建芳老人１０３岁时把《东方红》唱响央视。当有

人问她为什么爱唱《东方红》，她说：“政府对我们老人这样

好，我高兴，就唱《东方红》表表心意。”另一方，政府的导向

作用，是形成全社会尊老敬老风气的强大动力。有的子女

说，党和政府都这样尊老敬老，我们做子女的没有理由不

尊重老人。孝敬父母，有兄弟姐妹多的，大家争着孝敬父

母；无子女的，侄子女或其他亲戚，甚至邻居精心照顾扶养

老人，同样让老人安享晚年。而且，全社会积极为养老事

业献计出力，社会养老体系不断完善。正如２０１３年４月

２日《中国老年报》的报道所说，如皋创新养老模式，“全民

参与推动服务升级”，让老人享受“家门口的温馨与从容”。

近年来，如皋长寿人口不断增加，１４２万市民中，已有

百岁老人２６９人（２０１３年年初统计，含虚岁），９０岁以上的

高龄老人９０００多人，８０周岁以上的老年群体达到６．１万

余人，人均预期寿命达到７９．６４岁。虽然长寿是由多种因

素决定的，但孝道文化的助推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

原因。

（入选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中国老年学学会论文集《美丽中

国与寿乡发展》，获中国老年学学会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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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趣 的 祈 寿 习 俗

吴希林

　　在缺乏科学知识和医疗水平低下的年代，人们往往把

健康长寿寄希望于上天的恩赐，因此出现了祈寿现象。一

些祈寿习俗虽不具科学性，但它对人们的心理安慰作用不

可小视，也是长寿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佛得角驻华

大使德莫赖斯２０１２年１０月率５０国驻华使节夫人来如皋

参加长寿文化节后感言：“长寿就像一部交响乐，各个因素

构成了如皋的长寿，这就是如皋的长寿文化。”的确，如皋

长寿文化丰富多彩，就连祈寿习俗也成了长寿交响乐中的

一个音符。

一、长命锁、长命索、银项圈、过百路

如皋妇女生孩子，坐月子期间亲朋好友都要看望，并

带上礼物，称为“月子礼”。娘家的月子礼一般都比较丰富

厚重，既有产妇吃的，又有小孩穿的用的，少不了的是银质

长命锁、长命索、项圈、手镯、脚镯等小孩的饰物。这些饰

物都具有保健或祈寿的含义。

赠送给婴儿的饰物全是银器，这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古人说，银饰在身，养生祛病。认为银子能与许多毒素发

生化学反应变黑，有四个方面的防病祛病功能：一是有检

测毒素的功能，身体若有毒素，戴在身上的银饰会变黑；二

是银子有吸收毒素的功能，发黑就是因为吸收了毒素；三

是银子传导性能好，能降低血脉的热量，防治疾病；四是具

有熄灭亢奋的镇静功能，防止小孩受惊，民间有用银子为

发生惊厥的小孩收惊的做法。戴银饰能“安五脏，定心神，

止惊悸，除邪气”。

因此，外婆家给新生宝宝的礼品以银器饰品为主，而

且从头到脚都有，这不仅是为了装饰华丽，更重要的是健

康养生。

除了科学的含义，也有祈寿的理念。首先认为银子具有

辟邪作用，同时长命锁上都刻有“长命百岁”“福寿双全”等

祈寿的内容。另外，锁、索、圈（手镯、脚镯亦为圆圈形）都有

将婴儿锁住、扣住（索的功能）、圈住的含义，防止婴儿“走”

了（夭折）。因为过去婴儿成活率较低，而保住婴儿，留住生

命是人生健康长寿的第一步，为把这第一步走好，民间便想

出了许多法门。有的人家新生儿屡遭夭折，认为这是邪魔侵

害，便用旧棺材［木］钉打制项圈，外面包上一层银子或裹上

藤皮，据传用棺材钉打制的项圈具有更强的辟邪作用。

所谓“过百路”，就是在婴儿出生百日的那一天，所举

行的祈求婴儿长寿的祝福活动。这一天卯时（上午５：００－

７：００），婴儿佩戴刻有“长命百岁”的银饰小锁，由外婆（或

祖母）右手抱在怀中、左手拿着线香和小扫帚（有辟邪之

意），在县城内长巷和百岁巷走一趟。途中，抱婴儿者不断

念叨：“××（婴儿名字）长命百岁。”穿过长巷、百岁巷后，

再到集贤里、状元坊，其意企盼婴儿成为“长命百岁状元

郎”。县城四周的乡间人家，有的在婴儿百日前一天，便赶

至城内，以便不耽误第二天卯时婴儿“过百路”。

“长巷”在《如皋县志》上记载为“石家长巷”，后简化为

“长巷”，这是位于内城河以内的一条东西向的小巷，此巷

并不长，约１５０米，尚不足通城巷的１／４。为何称长巷呢？

说来还有一段故事。

相传明天启年间，长巷之处仅零零落落几户人家。其

中有一位孤苦伶仃的姓常的老太，在她８０岁寿辰的那天，

邻居们为她祝寿。正巧有一财主过此，知悉后即询问从者：

“这个老婆子为何得此长寿？”从者献媚道：“她哪里会有老

爷的命长，只不过是这块地风水好，老婆子沾了点光，多活

了几年而已。”财主一听，未过数日，即撵走常老太，霸占了

这块地盘。常老太苦无栖身之处，正欲寻短见之际，只见一

位白发苍苍的老太飘然而至，将她引至西边一块隙地落户。

后来这位常老太一直活到一百岁零三十天卯时，才无疾而

终。后迁来居住者渐多，形成一条巷道，因常老太早居此

地，乃长寿老人，故以常之谐音取名长巷，以寄长寿之意。

在远乡进城不便，也有抱着小孩过百岁桥、百岁坊、百

岁庄等处的做法，与城里过百路祈寿祝福的内容相同。

二、取名、寄名

一般人都说名字只不过是供人称呼的文字符号。但一

些如皋人的认识却不这么简单，他们认为，人的名字是有

数、有形、有音、有义的文字符号，这些“数”“形”“音”“义”决

定着人的后天之运，它决定着人一生的命运乃至寿命。人

的先天之运从出生之时已由天定，而人的后天之运可以靠

人来掌握，而且后天之运可以改变先天之运。认为名字和

易经八卦相通，与天人感应相契，天人合一相承；名字是人

体的天线，磁场的导向，名字的灵性影响着运程；名字暗藏

玄机，佳名走好运，凶名走厄运。人们说：“千金易得，好名

难求。”“名中一字值千金。”“不怕生坏命，只怕取错名。”

过去，如皋人往往在小孩未出生之前就筹划着取名。爸

爸妈妈、爷爷奶奶、婆婆外公齐动脑筋。但那时文化落后，不

可能按照一定的理论要求取名，而且初取的是乳名（小名），

往往从能活好养的角度考虑，一是以动物取名，如猫儿、狗

儿、狮子、虎子、鱼儿、虾儿等等，认为动物易活好养，叫这些

名字不易夭折；二是以物品取名，如锁儿、扣儿、网儿等等，

认为这样就能把新生儿锁住、扣住、网住，不至夭折；三是以

神化物取名，如龙儿、凤儿、山儿（如皋无山，把山看得很神

圣）、海儿等等，既有长寿之意，亦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之

意。待长大后，再请教书先生等有学问的人取大名。

随着易学热的兴起，现在如皋人取名更为讲究，要根

据新生儿的生辰八字，看五行是否缺项，再从字的数（笔

画）、形、音、义挑选合适的字取名。要考虑名与姓的匹配，

按家族字派取名，因第二个字已无法改变，就要在姓名的

第三个字上大做文章，如果用３个字起不出合适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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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增加一个字，整个名字加起来为４个字，甚至更多。因

为绝大多数家庭懂易学知识的人并不多，就出现了一个新

兴行业：取名馆。祝福、宏易等取名馆在如皋悄然兴起，仅

在文昌路相距不足１００米的街面上就有３家取名馆。而

其中祝福取名馆在全国有２９家连锁店。董事长沈民尚久

荣任世界易学领袖协会副会长、中华易经协会江苏省分会

会长、中国易经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国际香港建筑风水研

究院院长等。２０１１年首届亚洲风水文化节，他荣任主席

团副主席，荣获“亚洲起名策划第一人”荣誉称号。如皋还

有一个风俗，就是寄名。所谓寄名就是将名字寄于佛，或

寄于你认为比较神圣的某个物。如皋人认为通过这种形

式取名，就能消灾免灾，求得吉祥，长命富贵，延年益寿。

千年古刹定慧寺有一位９３岁的老和尚性观法师，为

人寄名数十年，经他取名的人无以计数。到庙里寄名，首

先要烧香理佛，到如皋定慧寺寄名主要是拜观音。性观法

师首先问清寄名者生辰八字，根据命中所缺，主要按字形、

字义（带金、木、水、火、土偏旁或者有其含义）取名。名字

取好后，再跪拜观世音，性观和尚摸摸小孩的头，念《心经》

《大悲咒》消灾降福。最后赠以长命锁、消灾符等，以保寄

名者平安长寿。

也有群众自己烧香礼拜，寄名于某种圣物的。如古银

杏树，可寄以银杏、白果之类的名字，到某佛教圣地，可寄

以其地名等。

无论是取名还是寄名，绝大部分都是小孩的初名。但

也有改名的。有些儿童或年轻人，或因身体多病，或因学

业不佳，或因事业不顺，在排查不出其他原因的情况下，便

认定为名字不佳所致，因此就要改名。据祝福取名馆介

绍，经他们改名后身体明显好转、命运发生明显变化的事

例很多，其中不少人还接受过新闻媒体的采访。

三、冲喜、拢喜材

如皋人冲喜或拢喜材，都是在家人久病不愈的情况

下，用喜事冲破灾难，致使转危为安的一种做法。

冲喜，一般是未婚青年男女（以男子为主）订婚后长期

生病，通过正常治疗不见好转，便采取提前办喜事以求病

情好转的一种做法。具体做法视情况而定，若病情不太严

重，可正式结婚；若病情非常严重，只是象征性地举行一些

仪式。这里面既有科学因素，即用喜事来调节病人心理，

通过心理治疗来带动病情好转。现代科学认为，人的心情

好时能分泌一种被称为β内啡肽的荷尔蒙，能使人的心情

变好，通过调节心理来达到治病的目的。当然，如果患者

本来就是相思病引起，这种方法更为灵验。这其中也有迷

信因素，认为喜神降临，就能使百邪回避，用喜事就能冲去

晦气。也有老人生病让未婚儿媳提前过门冲喜的。

如皋人一般在老人去世后做棺材，老人在世时就做棺

材称为拢喜材。也有在老人生病时拢喜材的。这样做起

到对老人宽慰的作用。如皋地处平原，无森林，木材比较

缺乏，过去一般人家做一口像样的棺材很不容易。老人看

到儿女提前将棺材做好，认为儿女很孝顺，无后顾之忧，会

心存喜悦，健康长寿。

拢喜材由儿子买木料，请木匠制作，姑娘女婿则到场

贺材。喜材做好后，停放在堂屋中央，上面盖上由姑娘送

来的红布，后山贴上大红福字，前弧贴上由九十九和二十

一组成的组合字，九十九加上二十一等于一百二十，寓意

长寿（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如皋人把人的寿命定在１２０岁，

与现代科学认定是完全一致的）。然后摆上供桌供品，供

品中有两条活鱼，留作放生用。点起香烛元宝，老人向喜

材跪拜后坐到一旁接受子女跪拜，然后由木匠说!子。说
!子是如皋的一种民间文化，喜庆场合一般均可进行，以
盖房最多。从文字上看是歌谣、顺口溜的结合物，只要求

内容喜庆，押韵上口，由匠人以某种腔调说唱。拢喜材说

!子的内容就是对老人健康长寿的祝福语。而且针对棺
材的各个部位不同特点组织不同语言，如针对姑娘女婿送

来盖在棺材上的红布说：“一匹绫罗一匹纱，姑娘姑爷彩虹

挂。左挂老龙来戏水，福如东海水长流。右挂老君炼金

丹，寿比南山不老松。南极仙翁笑呵呵，恭喜老爹（太）活

到一百多。东海麻姑喜盈盈，恭喜老爹（太）活到二百还挂

零。”再如针对棺材的样子：“新做喜材六面光，两片金墙一

样长。十二圆心在中央，老爹（太）身体永健康。儿子做材

姑娘贺，孝心感动阎罗王，阎王拿出生死簿，阳寿加了一百

多。”匠人说!子时围着棺材不同方向，配合相应动作。如
在前弧，手指九十九加二十一的组合字，说出与该组合字

相关内容的!子；到后山时，手按福字两侧时，则撩起姑娘
送的红布，说的内容也跟这些动作有一定联系，其中包括

向儿子、姑娘分别道喜，儿子、姑娘都要给喜钱。仪式结束

后，将活鱼小心放生，祝愿老人像鱼儿一样快乐自由。

四、避三、贺九

所谓“避三”“贺九”是指人的生日而言。

如皋人的习俗是３０岁向上，每逢“３”，如３３、４３、５３、

６３、７３……岁时不在自己家里过生日，大部分人是从隔日

晚上到亲戚家去，直到过了生日的第二天才能回家。如皋

人过生日“避三”源于古人对数理的认识。古人认为，三有

终了之意，汉扬雄《太玄经》二进曰：“三岁不还。”其注释

是：“三，终也。”由此，如皋人生出很多说法，如“每逢三，要

过关”。因为在清朝时期，人的平均寿命只有３０多岁，人

们便把３０岁作为年龄警戒线，并有少年寡妇３３的顺口溜

流传，加之大圣人孔子死于７３岁等等，因得此结论。

如皋人从６０岁开始，对整十生日进行适当庆祝，但

“贺九不贺十”，即从５９岁开始贺６０岁生日，６９岁贺７０岁

生日，以此类推，９９岁便庆百岁寿诞。

如皋人这种“贺九不贺十”的习俗，说到底也是出于对

数的认识，同样是一种趋吉避凶的行为。《说文解字》对

“十”的解释是：“数之具也。”这里的具是“全”“足”的意思，

全了、足了，也可以理解为满了，到头了，因此如皋人觉得

不吉利。同时，古人对任何东西都有阴阳之分，数字也不

例外，奇阳偶阴，九为阳数十为阴数。天为阳地为阴，因

此，《易系辞》曰：“天九地十。”如皋人理所当然选择“天九”

而避开“地十”，因为一提到天人们自然会想到“天堂”，一

提到地人们自然会想到“地狱”。而且如皋宗教文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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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佛教、道教都有“九天”“十地”之说，现在九天已成为

人们形容天高的常用词，如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可上九

天揽月”。十地不仅一般指地下幽暗世界，更被发展为十

八层地狱的可怕描述。因此，如皋人过生日贺九不贺十，

实际上也是贺九避十。

如皋人贺九不贺十还有一种冠冕堂皇的解释：如果按

一年１２个月计算，６０年应为７２０个月，可农历平均不到３

年就要闰月一次，５９岁时已经过了超过７２０个月了，所

以，贺九不贺十并没有超前祝寿。这只不过是一种借口，

其实质还是要避开“十”这个他们认为不吉利的数字。

五、祈祷、借寿

翻开《如皋县志》和姓氏家谱等史籍资料，一些孝子在

父母病重、治疗效果又不太明显的情况下，跪在家主菩萨

前焚香祈祷的事例很多。他们祈祷的内容，一是请求菩

萨、神灵帮助生病的父（母）恢复健康；二是许愿，愿意将自

己的阳寿借给父（母），减己之寿，让父（母）延年益寿。

据县志载，清嘉庆、道光年间，孝子卢崇孝天性崇孝，７

岁侍父，寒夜必温其溺器。父病守护其旁７天７夜。父

逝，家境清寒，母亦有病，遂精心习医，“屡活人危，不受重

馈，贫者尤力却之”。他精心照顾体弱多病、双目失明的母

亲１０余年。一日，其母突染重病奄奄一息，施救无效。卢

崇孝焚香拜佛，祈祷许愿，愿以身代母病，同时施以重剂，

竟出奇迹，其母不仅病愈，且双目复明。乡人以为他的孝

行感动神灵，事迹远扬，知县范仕仪亲自走访调查，将其事

迹上报朝廷，卢于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年）受朝廷表彰。卢

崇孝８３岁无疾而终。

东陈徐家湾《徐氏家乘》亦有多例类似记载，既有灵验

的，也有不灵验的。如孝子徐文楷，“亲未食未敢自食，亲

未寝未敢自安”，母病，“孝子饮食具废，躬亲汤药，衣不解

带”，并“彻夜焚香祈求身代”，致“母病立愈”。这种奇迹，

亦或巧合，抑或是精神作用。也有无效之例，如孝子徐之

凰，幼年丧母，待养母管孺人至孝，养母病重，亦“祝天愿以

身代”，并“股肉和糜以进”，均未见效。养母死后，他只

好以终身吃素的方法寄托哀思。

还有举行集体借寿活动的，其方法是，亲戚朋友中自

愿借寿者悄悄相邀数人至１０人，一起到寺庙中烧香许愿、

求神拜佛，表示各自愿意献出１年或几年的寿命给生病

者，祈求神灵成全他们的愿望，延长病者的寿命。如果病

人真的好起来，全家及借寿者都要到寺庙中谢神还愿；要

是病者死亡，借寿者也不愿白白浪费自己的寿命，要到寺

庙烧香，向神灵说明病者没有接受他们的借寿，希望神灵

还回他们许愿献出的寿命。

六、“偷”百岁碗、讨万家饭、带红帽子

如皋百岁老人寿宴用碗被称为“百岁碗”，参加寿宴者

吃完饭，就将“百岁碗”带回去给小孩吃饭用，以沾寿气。

待客人散席，主人方知碗已被客人“偷”走。有时客人多，

要分批用餐，若主家没有准备就会出现尴尬局面，第二批

吃饭的碗不够了，还要赶紧买碗。后来，这种“偷”百岁碗

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主人便事先作好充分准备，特制“百岁

碗”作为礼品回赠宾客。现在已由客人“偷”百岁碗变成了

主人向客人赠送百岁碗。

其实这种“偷”百岁碗的习俗，是由“偷”高龄老人逝世

后的斋饭碗演变而来的。过去，百岁老人很少见，因此绝

大多数人难得参加百岁寿宴。但活到８０多岁、９０多岁的

高龄老人不少，如皋人去世后都要请和尚做佛事，叫作念

晚经，亲戚邻居都要参加吊唁，主人举办宴席，叫吃斋饭。

高龄老人去世后吃斋饭的碗往往被客人“偷”走，尤其是姓

万、姓卜（如皋卜与百同音），有万寿百岁之意，这些高龄老

人逝世后的斋饭碗更易被客人“偷”走。

如皋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八十三，要讨饭。”说是凡

８３岁去世的老人，到了阴曹地府要被阎王爷惩罚行乞万

家。因此，凡８３岁去世的老人，儿女要穿着孝服乞讨万家

饭，敬供死者。有儿女代劳，阎王爷就不再让死者在阴间

行乞万家了。但是，要讨万家饭谈何容易，更何况还要办

丧事呢。有人就想出一个主意，到姓万的人家讨一碗就算

是“万家饭”了。这个习俗即体现了如皋的孝文化。孔子

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如皋人不仅

在父母生前尽孝，而且也对父母死后负责。这种说法其实

没有什么根据，只是一句顺口溜而已，但如皋人却很认真，

生怕父母到了阴间受委屈。同时还有一层意思，鼓励活到

８３岁的老人，还要继续坚强地活下去，免受阴间行乞万家

之苦。因此也具有祈寿的含义。

如皋老人去世，子女晚辈以白衣、白帽为孝服，但也有

特殊，就是第四代，即死者的重孙辈戴红帽子，玄孙辈则戴

绿帽子。民间有一种说法，凡是见到重孙、玄孙的人，到阎

王爷那里就不用下跪了。所以死者入殓时，凡有重孙、玄

孙者，都要将红帽子、绿帽子给死者带在身边，作为与阎王

爷见面时不下跪的证据。这也是对长寿老人的祈寿和激

励措施，老人都争取活着见到重孙、玄孙，四世同堂、五世

同堂，既在人间享天伦之乐，到阎王那里还能挺直腰板，不

用下跪。

（《长寿探秘》２０１３年第六期）

妈妈及其兄弟姐妹都长寿

史有生

　　妈妈兄弟姐妹７个，可以讲个个都长寿。妈妈排行老

六今年９７岁，姨妈排行老五今年１００岁。已经去世５个，

也都是高寿，具体是：大姨妈（老大）享年９１岁，二姨妈（老

二）享年９３岁，大舅（老三）享年９２岁，三姨妈（老四）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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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岁，小舅（老七）享年９０岁。

妈妈黄兆兰，生于１９１７年６月２６日。近几年来，身

体还可以。我们多次劝老人家进城颐养天年，但她一直不

愿意进城，长期一个人住在柴湾老家。家中房前屋后还有

８分土地，每年种两熟，上半年油菜、蚕豆，下半年黄豆花

生等。妈妈除生活能自理外，平时在家，常到地里拾草，还

能参加收割播种。虽然９７岁了，但思维比较敏捷，脑子还

好使，待人很热心，还经常到左邻右舍去串门。只是现在

有些耳背，与她讲话要大声叫；腰背也有些驼。说到妈妈

的身体素质，我认为不是很好的，她从小就有支气管炎的

毛病，经常咳嗽，后又发展为气管炎、肺气肿。我们结婚

时，她５０多岁，还常咳嗽不止。但７０岁以后，咳嗽基本好

了。这种奇特的现象，令我们子女欣慰。另外，１９４６年夏

天的一个傍晚，国民党军队在柴湾一个据点的炮楼打炮

时，把我家房屋的正梁炸断，弹片击中妈妈右腿膝盖，当时

血流不止。父亲赶紧用白布帮助扎紧止血，用门板把妈妈

抬至如皋城。因四城门紧闭，无法进城就医，只能又抬回

家，找乡村郎中医治伤口。历经４个月才恢复，留下很大

的疤痕。从此，遇上阴天下雨，腿一直有些疼痛。妈妈生

育有９胎，但长大成人的是我们兄弟姐妹７个，其中２男５

女，大姐今年已７６岁，最小的弟弟也已经５０岁了。

姨妈黄兆凤，生于１９１４年８月１５日，身体一直硬朗，

耳聪目明。长期与孝顺的儿媳在一起生活，前些年还能在

家中做些轻微的活儿，比如帮助烧锅、拉风箱、扫地、摘菜

之类的事情。去年４月，得了一场病，经过输氧、吃药、输

液，１个多月后，身体又得到了恢复。重阳节晚上，儿孙们

为她搭台唱大戏，并请亲朋好友前来吃饭，不收人情，以示

对她９９岁的祝贺。姨妈非常高兴，看戏一直到晚上１２点

结束。她还说，等今年１００岁时，还要看戏呢！

妈妈兄弟姐妹的长寿现象，分析其原因有以下几个

方面：

一、遗传因素

长寿与上辈的寿龄有很大的关系，这就是基因遗传的

重要因素。我的外公、外婆的长寿必然影响到他们后一代

的健康与寿命。

据妈妈讲，我外公黄兴仁，排行老二，人称黄二先生，

用现在的话讲叫兽医，主要给牛、驴、马看病、切掌、钉掌。

解放前，在如皋到海安这一带（通扬河如皋、海安段）较有

名气。一年四季不管刮风下雨，有人来请，就随叫随到，经

常到深夜才能回家。因为家住在河边，有时是划着船前

往。外公一生勤劳，能吃苦，身体硬棒，很少吃药打针；生

活勤俭，生活条件属中等。能喝酒，每天中、晚两顿，每顿

３～４两。１９５５年去世，享年７８岁，这在当时也算是高寿。

外婆黄许氏，中等身材，三寸金莲的小裹脚，会做一手

的好针线活，家里人的衣服一般都由她来裁剪缝制，煮饭、

洗衣，还经常下地干农活，是一个一生劳作的家庭主妇。

她待人诚恳，与邻里和睦相处，儿女们都非常尊重她，我们

晚辈也很喜欢她。外婆对晚辈们非常好，我记得每年过春

节，都要给我们留很多好吃的东西，如糖果、麻饼、麻切、花

生之类的食品。谁没有来，她一直留着。有时能留到清

明、立夏。外婆１９７７年去世，享年９３岁，她那慈祥的容貌

还深深留在我们的脑海中。另外，妈妈的兄弟姐妹们无论

从相貌到身材，还是从性格到言谈举止都很相似。

由于外公、外婆过的岁数比较大，也可以讲，他们在那

个年代是长寿老人，那么，他们的儿女们都长寿，这种现象

就不足为怪了。我认为，这就是遗传因素所起的作用。

二、劳动因素

劳动创造人类，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长寿。妈妈

兄弟姐妹的长寿现象与他们的一生勤劳密切相关。从我

记事开始，认识我的姨妈、舅舅，他们都生长在农村，靠勤

劳的双手铸就了健康的体魄。他们青年、中年和壮年时，

家务活儿和农作活儿都是一把好手，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

壮劳力。就拿我妈妈和姨妈来说吧，记得在“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时期，除了正常的农活外，每年还和男劳力一

样，挑河挑港，挑土方挣工分，一点都不逊色。即便到了晚

年，在家也闲不住，尽可能帮子女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总觉得没有事情做，很不自在，吃的东西不易消化，闲着无

事容易生病。在他们看来，一生就是个“劳碌命”。

三、饮食因素

饮食文化是如皋人长寿现象的重要因素，如皋人粗茶

淡饭、一干两稀、五谷杂粮、吃饭七分饱等习惯，在妈妈兄

弟姐妹的长寿现象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妈妈每天的饮

食也是如此，她从不挑食，主食以饭粥为主，特别爱吃粥。

但粥的花样很多，有米粥、糁儿粥、菜粥、杂粮粥、胡萝卜

粥、山芋粥、番瓜粥等。吃菜是荤素搭配，以素为主，喜欢

吃肉和鱼，尤其喜欢吃红烧肉。现在还能吃两、三块有肥

有瘦的红烧肉。蔬菜是每顿必有，主要是农村自种的芋

头、茄子、青菜、丝瓜、豇豆、韭菜、青椒等，炒着吃，也烧汤

喝。近几年，中午吃饭很少，以蔬菜和汤为主。因年纪大

了，这样容易消化。同时，由于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每天早

上喝杯牛奶，她一生很少吃茶，主要是喝白开水，有时还用

白开水泡饭吃。

四、心态因素

人的寿命受经济、社会、医疗、自然环境等基本因素的

影响，但也与个人的心态因素关系很大。妈妈及其兄弟姐

妹的长寿充分说明这一点。心态平和、心理素质好、遇事

都能想得开，是她们的共同特点。

妈妈一生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与邻里和睦

相处，从不激化矛盾，是典型的“老好人”。她做起事来，十

分麻利，雷厉风行，说干就干，而且干就要干好。特别有自

信，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快乐感也比较高。由于她们从旧社

会走过来，解放后，又过了一段从生活艰苦、基本温饱到基

本小康的日子，很容易产生满足。妈妈常常给我们讲，今

天的日子这么好，吃穿不愁，应该知足常乐，好好享受。特

别是２００８年以来，社保部门每月发给一定数额的养老金，

自从９０岁以后，民政部门每月发给尊老金，去年两项相加

每月达１７０元。妈妈一直夸共产党的政策好，心里更加高

兴。现在虽然年事已高，每天都是乐哈哈的。妈妈常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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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都要看得淡，心里身体才舒坦。

五、家庭因素

要长寿必须要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家庭是社会

的细胞，每个家庭和谐了，整个社会也就和谐了。老年人

要长寿也必须置身于和谐家庭的良好氛围之中。妈妈兄

弟姐妹７个，各自的家庭都很和谐，基本上都是多子女家

庭，而且是四世同堂或五世同堂。长辈爱护关心晚辈，晚

辈尊重孝敬长辈。长辈们虽有自信，但不固执，善于听取

晚辈们的意见。晚辈们也十分体谅长辈的处事原则和生

活习惯，从生活的各个方面照顾和体贴长辈。妈妈生育我

们７个兄弟姐妹，个个都对她尊重孝敬有加。农闲时，大

家轮流把她接到家中服侍。农忙季节都来帮忙。生活照

顾无微不至。只要她喜欢吃的东西就买，经常给她买新衣

服新鞋袜等。每到过生日，都来为她祝寿。偶有病痛，随

即就医，绝不耽误。我们在县城工作的，每周都要回柴湾

老家看她，陪她吃吃饭、拉拉家常。每逢春节，特别是除夕

和大年初一，我们兄弟两个的子女们都要回农村老家陪老

人过年。儿子、儿媳、孙子、孙媳、重孙加老太１２人，全家

大团圆。每年正月初三，兄弟姐妹７个，携子女们在一起

吃年酒，基本上有五、六桌人，一齐为老人家拜年，已经坚

持了２０多年。我们这样做了，晚辈们都互相仿效，这就是

上代传下代，让尊老敬老的传统代代相传。

　　（《长寿研究》２０１３年第十期，《如皋日报》２０１３年６月

１３日第四版）

如皋市生态环境保护性干预与区域人群长寿现象的相关性分析

刘伯健　鞠　海

　　摘要：长期以来，特别是近３０年来，如皋市多措并举，

城乡联动，坚持对生态环境进行持续性保护性干预，在区域

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区域生态平衡得以维持，生态资源得

以保护，促进和保持区域人群健康长寿的生态环境要素得

以延续，区域人群期望寿命和长寿人群呈现持续增长趋势。

如皋是久负盛名的中国长寿之乡，也是世界六大长寿

乡之一。如皋长寿现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优良的生态环

境对人群健康长寿的延续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开

放３０多年来，如皋区域经济突飞猛进，经济总量成倍增

加，污染物产生量也随之大幅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如

皋人群长寿现象何以继续延续？本文从生态环境保护性

干预角度对此进行一些粗浅分析。

１．材料：《如皋县志》《如皋统计年鉴》《如皋市卫生

志》、历次人口普查资料、《长寿研究文选》，如皋环保、卫

生、水务、气象等部门相关资料。

２．方法：根据上述材料提供的有关如皋自然历史、经

济社会、生态保护、环境质量、居民健康、长寿因素等方面的

信息，分析该市区域生态环境对人群寿命的潜在促进作用。

３．结果与分析

３．１　如皋自然生态系统的历史渊源

根据《如皋县志》等资料，远古时期，如皋地区为茫茫

大海。约６０００年前，古长江口移到今如皋附近，水下沉积

物逐步增高，逐步形成了冲积型低陆平原和得天独厚的生

态优势。

３．１．１　元素丰富的多样化土壤。如皋陆地以冲积母

质为主，约占土壤面积的７０％，其来源主要为长江冲积

物，由此决定了该地区土壤中的矿物质构成与含量更为丰

富，更为多样化。

３．１．２　优质充足的淡水资源。如皋拥有４８公里的

江岸线和２１３５４条的大小沟河，淡水水面８０００公顷。全

市水资源总量１４３９９０万立方米，水源大多直接或间接来

自长江。

３．１．３　温和宜人的海洋性气候。如皋地处北亚热带

湿润性季风气候区，日照充分，雨水充沛，气候宜人，具有

典型的海洋性气候特征。近５０年的气象资料表明，如皋

常年平均气温为１４．８℃，年平均降水量为１０４９．８毫米，

年平均相对湿度为８０％，年平均日照２００７．３小时。如皋

历年雨量、温度和日照三要素高峰值均出现在５－９月，雨

水和热量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利用。

３．２　近３０年来生态环境保护性干预的持续行动

早在明清时期，如皋人就有意无意地在保护着这方宝

土，比如，成片栽树种草、大量培花造景等。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全市实施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和高沙土改良

工程，全面优化了区域水系结构和土壤结构。改革开放

３０多年来，如皋市决策层对生态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不断

得到提升和飞跃，生态保护机制体制不断完善，逐步形成

了部门联动、城乡统筹、多措并举、综合治理的大环保格

局，在区域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对生态环境实施了一系

列保护性干预措施并取得明显成效。

３．２．１　持续不断的产业结构优化。经过３０多年的

持续优化，如皋市产业结构日趋合理。第一产业由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初的粮、棉、渔业为主优化到目前的粮食、苗木、

花草、蔬菜、水果、水产等行业并存的产业结构模式，生产

经营形式也发展为以规模农业、设施农业、有机农业、无公

害农业、生态旅游农业为主的一产格局，不仅大幅提高了

单位耕地面积产出率，更有效降低了农药化肥施用强度。

特别是１．３万公顷的花草苗木基地、４．６７万公顷的稻田

湿地以及由２１３５４条大小沟河组成的８０００公顷淡水水面

对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二产业由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初的纺织服装、食品加工、机械制造三大传统产

业发展为传统产业与新能源、新材料、新型重大装备、电子

·２７·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信息等现代新兴产业并重的格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全

市服务业基本仅局限于饮服业，在三次产业中占比甚微。

如今，物流仓储、服务外包、软件开发、休闲旅游等现代服

务业迅速崛起，强劲发展。２０１２年，如皋市三次产业结构

已经优化为８∶５５∶３７。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不仅带动

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更使结构性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污染排放强度大幅下降。２０１１年，全市化学需氧量和二

氧化硫排放强度分别下降到２．８和２．６千克／万元国民生

产总值（ＧＤＰ）。

３．２．２　逐年加大的生态保护投入。据相关部门统计，

近３０年来，如皋市用于生态保护方面的投入占同期国民生

产总值的比例快速增加，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的不到１％

增加到２０１１年的３．５２％，达到１８．３３亿元，有效保证了各项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的顺利进行。

如皋市３０年生态保护投入情况一览

　表３

年份 ＧＤＰ
（亿元）

生态保护投入
（万元）

占ＧＤＰ比例
（％）

１９８１ ５．２７ ３２７ ０．６２

１９９１ １７．３３ １９４１ １．１２

２００１ ８０．４４ １６１６８ ２．０１

２０１１ ５２０．６７ １８３２７６ ３．５２

　　３．２．３　持之以恒的工业污染防治。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是如皋市系统开展污染防治的起步阶段，开展了工业污染

源普查，摸清了全市工业污染源种类、数量、分布及其“三

废”排放情况，制订了相关治理规划和方案，并积极组织实

施。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工业污染治理不断向纵深发

展，１９９９年６月底完成长江流域重点水污染源达标排放

工作，２０００年９月底又顺利完成了一般工业污染源的达

标排放任务。进入２１世纪，如皋市工业污染防治更是进

入了从末端控制转变为末端控制与初始控制、过程控制并

重的全新阶段，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环保

“三同时”制度，严禁高污染项目入境，关停并转现有污染

项目，严厉处罚违法排污行为，设立化工园区、肠衣城和金

属表面处理园等污染企业集中生产区，环境行为集中监

管，“三废”污染集中处理。工业废水集中日处理能力达８

万吨，加上分散的工业废水处理能力，全市工业废水日处

理能力已经超过２０万吨。

３．２．４　覆盖城乡的生活污染治理。近３０年来，特别

是“十一五”以来，如皋市全面加大了城乡生活污染治理力

度，先后建成３座城市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１１万

吨；２０个镇全部建成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到６万

吨；建成村级小型污水处理设施３４台套，日处理能力达

２０００多吨。目前，全市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已达

７０％。此外，积极开展农村“一池三改”，全市共完成三格

式无害化卫生户厕改造２５３５０６座，沼气池式卫生厕所

１．２万座，完整下水道水冲式改厕６．１５万座，农村无害化

厕所普及率达９０％以上。高度重视生活垃圾处置工作。

２００８年建成日处理１５００吨的垃圾发电厂，配套建成垃圾

中转站２７座，实现了全市城乡垃圾清运系统全覆盖，城乡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９８％以上。

３．２．５　力度空前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对４０００多

条各级河道进行了全面疏浚整治，有效扩充了水容量，改

善了水体流动性；配备秸秆还田机械保有量达到５４００多

台套，秸秆综合利用率达９５％；持续开展植树造林工作，

１９８６年我市即被原林业部授予“平原绿化先进县”称号，

目前，全市森林覆盖率已达２１％；大力开展村庄环境整

治，２１８个村（社区）通过省市星级“康居乡村”验收。

３．２．６　不断完善的饮用水安全措施。鉴于如皋自来

水厂取水口设在如泰运河，早在１９８９年，县人大常委会即

作出了《关于保护如海河（如城段）水质的决议》。此后，市

政府又陆续出台了多个水源水保护的规定、通知、决定、意

见等。严禁如海河沿线新建与保护水源无关的污染项目，

对已有老污染源实施了全部搬迁。２００４年，如皋市又正

式启动了日供水６０万立方米的区域供水工程，水源直接

取自长江。２００８年一期工程建成供水，到２０１０年实现了

区域供水城乡全覆盖，全市饮用水安全得到充分保证。

３．３　近３０年来区域人群健康长寿基本情况

近３０年来，如皋市居民期望寿命、高龄人群数量均呈

明显上升趋势，居民死亡率呈下降趋势，一方面说明如皋

正快速步入老年社会，另一方面也说明如皋居民健康水平

在稳步提高。

１９８１－２０１１年如皋市居民寿命状况一览
　表４

年份 总人口 居民期望寿命（岁） 居民死亡率（‰） 百岁以上人数 ９０岁以上人数 ８０岁以上人数

１９８１ １３６７８５４ ６７．０６ ７．２０ ３７ ３５５ １０９２４

１９９１ １４４６７８１ ７２．０１ ７．４１ ５９ １２３４ １６７４９

２００１ １４５２８０４ ７４．３４ ６．８７ ８３ ２６４９ ２５５５３

２０１１ １４１７３６０ ７６．５５ ７．０５ １７０ ６５２６ ４９８１６

　　３．４　近３０年来区域经济发展情况

近３０年来，如皋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大幅提

升，居民收支也同步增加，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表明如皋

市居民生活已经或正在从温饱型转向小康型。

·３７·世界长寿乡风采



１９８１－２０１１年如皋市ＧＤＰ与居民收支情况一览
　表５

年份
ＧＤＰ

（亿元）

城镇居民收支情况（元） 农村居民收支（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消费性支出 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消费性支出
恩格尔系数

１９８１ ５．２７ － － － － －

１９９１ １７．３３ １５３６ １３０１ ７１１ ７７０ ５８．４

２００１ ８０．４４ ５７４３ ４１３５ ３１１６ ２３６７ ４１．５

２０１１ ５２０．６７ ２３０２８ １３４５２ １０３１２ ６９５９ ３５．６

　　３．５　与长寿现象密切相关的若干指标的变化趋势及

关联性分析

根据上述数据，可以给出各指标变化趋势示意图（图

１）。由图１可以清楚地看出，近３０多年，如皋区域经济稳

步、持续、快速、强劲发展，与之对应，生态保护投入、居民

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性支出均呈同步快速增长趋势。恩

格尔系数同步快速下降，人们在追求温饱的基础上，对生

活品质、营养搭配、休闲娱乐、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投入迅速

增加。同期，居民期望寿命、高龄人群均呈增加趋势，居民

死亡率呈下降趋势。

图１　如皋市１９８１－２０１１年居民长寿现象

相关指标变化趋势示意图

　　３．６　生态环境的保护性干预对人群持续长寿的潜在

作用分析

３．６．１　保护性干预促进了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进而

为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延年益寿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

如皋市对生态环境持续不断的保护性干预的实践说明：生

态环境好了，为经济发展赢得了环境容量；经济发展了，又

为生态保护、居民收入、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提供了基础；

而这一切又都促进了人群健康指数的提高，巩固了长寿现

象的延续；人群健康指数提高了，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

３．６．２　保护性干预为居民延年益寿提供了有力的环

境保障。长期监测结果表明，如皋城市空气环境质量达到

二级标准，水环境中Ⅰ～Ⅲ类和Ⅳ类水体各占５０％，饮用

水源水达标率１００％。据中国科技大学等研究机构现场

取样检测，如皋地区土壤、饮水、粮食、蔬菜中大部分元素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近，其中硒、锌、锶等元素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而砷、铅等重金属元素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皋

地区人发中钙、镁、铁、锰、锌、硒等元素也普遍高于其他很

多地区（包括一些长寿在区）。这些者充分说明，经过持续

有效的保护性干预，如皋自然环境一直保持良好状态，对

保障人群身体健康、延年益寿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总之，长期以来，如皋市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生态与

生命并存的发展理念，整体联动，多措并举，持之以恒，成

效显著，基本实现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护、健康

长寿“四赢”（图２）。

图２　如皋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护、

健康长寿“四赢”示意图

　　４．几点启示

毫无疑问，优良的生态环境对区域人群长寿现象的延

续是不可或缺一个重要因素，如皋的实践可以得出以下几

点启示。

４．１　冲积平原的成陆过程和濒江近海的地理位置为

本地区人群健康长寿积淀了宝贵的生态基础。

４．２　对宝贵的生态资源必须倍加珍惜。保护好了，

可以促进区域人群延年益寿，为求得一时的经济发展而牺

牲破坏环境，修复周期很长，难度极大，有些要素根本无法

修复，必将殃及区域人群健康长寿。

４．３　生态环境对人体健康的促进作用是肯定的，是

潜移默化的。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决不可急功近利，急于求

成。必须是持续的、综合的、有效的，措施单一、一时突击、

表面文章都是难以奏效的。

（入选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中国老年学学会论文选集《美丽

中国与寿乡发展》，获中国老年学学会优秀论文奖）

·４７·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