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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名人】

意味着可以做官

苏东坡推荐秦少游做太学博士

◎【离开太学】

看看那些与太学有关的宋朝名人。
最有名的可能要数李清照，她十
八岁嫁给赵明诚，当时赵明诚二十岁，
正在北宋太学读书。李清照的父亲李
格非不是太学生，但却在太学当过老
师——李清照八岁时，李格非担任太
学博士，相当于现在的副教授。
李清照是婉约派词人，另一个婉
约派词人叫秦少游，苏东坡的门生，也
在太学当过老师。1090 年，通过苏东
坡推荐，秦少游当上了太学博士。不
过这次推荐遭到了苏东坡政敌的抨
击：
“秦观素号薄徒，恶性非一，岂可以
为人师？”秦少游这种道德败坏的人，
怎么有资格去大学当老师呢？
其实苏东坡的门生不止一个在太
学当老师。有一个叫晁补之的学生，
在太
学当太学正；另一个叫张耒的学生，在
太学做太学录。太学正和太学录都是
主抓校风校纪的行政人员，
宋仁宗时期
可由学生兼任，
后来由专职官员担任。
苏东坡没在太学当过官，也没有
当过太学生，但他却和弟弟苏辙一起
在太学门口租过房。1061 年，苏氏兄
弟在京城参加一年一度的制科考试
（相当于高级公务员选拔考试），为了
能在一个好的学习环境里专心备考，
在太学正门东南侧租了一所民房。
我们都读过田园派诗人范成大的
名作：
“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
当家。”其实范成大是南宋政治家，官
居副宰相，他曾经对南宋太学进行改
革，增加太学生当官的选拔名额。范
成大有一个堂兄范成象，则在太学里
担任太学录。
南宋最著名的豪放派词人是辛弃
疾，他娶妻范氏，而范氏的父亲——也
就是辛弃疾的岳父——名叫范邦彦，
曾经是北宋末年的一名太学生。范邦
彦在北宋没有当上官，北宋灭亡以后，
此人官瘾未减，参加了金国的科举考
试，做了金国的官。当然，后来他又投
奔了南宋。
（据新华网）

星期六

？

现在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
一，除夕就是春节前夕，太学生怎么不
回家过年？为何要在太学里祭神和祈
祷？难道他们就不放寒假吗？第二，
太学生都是文化人，文化人怎能如此
迷信？怎么非要向上天祈祷呢？
先说第一个问题。宋朝太学是有
年假的，但却没有寒假。每年春节、寒
食和冬至，太学生各有三天假期。古
代交通落后，从杭州到成都要走半年
（当年陆游从浙江到四川上任，
路上花了
六个多月），
别说没有寒假，
就算连放两
个月假期，远路的学生也来不及回家
过年。所以呢，
他们只能留在学校过年。
再说第二个问题。宋朝太学生都
是孔子门徒，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不
代表不相信怪力乱神。我们熟知的宋
朝文化人，例如苏轼、朱熹、司马光、王
安石、黄庭坚、秦少游，对神神鬼鬼都
有点儿迷信。苏轼当地方官，一遇到
大旱就焚香求雨。王安石晚年退休，
还把住宅捐出去当做寺庙。秦少游带
着老母亲坐船经过洞庭湖，不能顺风
挂帆，竟然在船头杀牲祭神，还写下一
篇《祭洞庭湖神》的文章。连这些大腕
都如此迷信，太学生祭神时摆三道果
盘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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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有各种优待

进入南宋，国土面积小了，太学规
模也小了。南宋初年，宋高宗和文武
百官被金兵追着东奔西逃，小朝廷在
河南商丘、江苏扬州、江苏南京、浙江
宁波、浙江温州等地不断迁徙，连个落
脚点都没有，所以没建太学。后来宋
金议和，宋高宗把杭州改为临安府，杭
州成了实际上的首都，
开始着手恢复太学。
衣冠南渡，人多地少，杭州土地尤
其紧张，南宋的皇宫都非常逼仄，哪里
有空闲土地建造太学呢？宋高宗有办
法，他不是在 1142 年（旧历 1141 年底）
杀了岳飞吗？岳飞在杭州西湖东岸有
一处住宅，被宋高宗收归国有，在 1143
年改建成了太学。
1143 年南宋太学刚一建成，就招
收了七百名学生。后来宋高宗当太上
皇，太学生又超过了千人。到了南宋
后期，太学人数稳定在一千四百人左
右。理论上说，太学是宋朝皇帝在科
举考试之外，第二个选拔官员的基地，
所以这千余名太学生都有机会做官。
可是这么多学生，不可能每人都给一

顶乌纱帽吧？所以必须从中选拔。怎
么选拔呢？还是要考试。
在南宋后期，太学生每月一小考，
每年一大考，每四个月还有一次期中
考试。成绩优秀，能从外舍生升为内
舍生；成绩拔尖，能从内舍生升为上舍
生；成绩一般，只能老老实实当外舍
生。外舍生是永远也没有机会做官
的，内舍生和上舍生想做官，也要等待
朝廷的选拔。有时选拔人数太少，而
够 资 格 参 与 选 拔 的 人 太 多 ，只 能 抽
签。宋高宗的养子宋孝宗在位时，一
千多名太学生里被选拔做官的只有七
个人，剩下千余名学生只能继续等待
选拔。个别学生成绩差，运气更差，一
直在太学里待到七十多岁。
僧多粥少，做官太难，等不及选拔
的太学生干脆去参加科举考试，一旦
考中进士，马上光宗耀祖。

太学过年不放寒假

◎【做太学生】

太学生为什么急着离开太学？太
学难道不好吗？当然不是。宋朝太学
对太学生其实有各种优待。
北宋前期本来没有太学，只有国
子学。国子学是国立最高学府，但只
招收七品以上官员（含七品）的子孙。
小官和平民的孩子想上学，要么去私
学 ，要 么 去 某 些 州 府 兴 办 的 地 方 官
学。这样办学，社会阶层会越来越固
化，既不公平，也不利于朝廷选拔人
才。所以到了宋仁宗在位时，范仲淹
搞新政，借鉴汉朝就有的太学体制，在
京城建了一所太学。这所太学主要招
收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但也允许地
方官学推荐上来的优秀平民子弟就读。
北宋首都在开封，范仲淹新政时
期建造的太学自然也在开封。最初招
生人数很少，全校只有两百名学生。
到宋仁宗快要驾崩的时候，太学生增
加到了六百名。
范仲淹新政以失败告终，太学却
保留了下来。宋神宗在位时，王安石
搞变法，把太学当成培育和选拔人才
的基地，太学扩招到两千多人，学生待
遇也有所提升。根据考试成绩，太学
生分为内舍生和外舍生。内舍生成绩
好，免收学费，每月还有三百文的“添
厨钱”，也就是饮食补贴；外舍生成绩
稍差，只免收学费，
没有饮食补贴。
宋徽宗在位时，蔡京主政，太学扩
招到三千多人，分一百个班级，这一百
个班级又分为上舍、内舍、外舍三个等
级。外舍生免学费，无补贴；内舍生免
学费，有补贴；上舍生不仅有补贴，还
能参加每年一次的“升贡”考试，一旦
通过这个考试，
马上就有官做。

↑宋朝民间祭灶的场景

◇【假期制度】

祭灶是传统习俗，该习俗在现代
中国仍有残留。北方民谣有云：
“二十
三，祭灶仙。”每年腊月二十三是祭祀
灶王爷的日子。怎么祭呢？一般在厨
房摆一供桌，供桌上摆些灶糖。灶糖
又甜又黏，粘住灶王爷的嘴，让他上天
述职的时候没办法打小报告。
宋朝祭灶有所不同，
宋朝人要到腊
月二十四或者二十五才会祭灶，
在仪式
上也比较丰富：
除了摆灶糖，
还要摆酒，
还要撕下灶神的旧画像，贴上新画像，
最后还要把旧画像烧掉，让喝过酒、吃
过糖的灶神跟着那缕缕青烟直上云霄。
宋朝老百姓祭灶，有的在腊月二
十四晚上进行，有的在腊月二十五早
上进行。太学生祭灶却要赶一个大
早，赶在腊月二十四凌晨。俗话说得
好，无利不起早，太学生这么早就祭
灶，说明祭灶能给他们带来好处。至
少他们心目中，
祭灶能带来好处。
宋朝老百姓祭灶，地点通常在厨
房。太学也有厨房，甚至有好几个厨
房。但是太学生人数太多，假如一千
多人乌乌泱泱都去厨房，厨房再大也
得被挤爆。所以他们只能分别在斋里
祭灶，也就是在各自的班级里祭灶。
那三道果盘又有什么寓意呢？
其中寓意跟谐音有关。大枣、荔
枝、蓼花糖——枣、荔、蓼；早、离、了。
太学生通过祭灶，希望借助灶王爷的
神力，早一天离开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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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宋朝太学生忙什么

祈求早日离开太学

周恩来：直接领导爱国卫生运动

1952 年 1 月下旬，丧心
病狂的美国侵略者在朝鲜
战场发动大规模细菌战，连
续在朝鲜以及我国东北、青
岛 等 地 投 掷 带 有 鼠 疫 、霍
乱、脑膜炎、副伤寒等多种
病原体的昆虫 30 多种，在当
地引发许多以前没有发生
过或很少见的传染性疾病，
并在污染区造成流行态势，
对平民百姓的生命健康形
成巨大威胁。
获得情况反映和毛泽
东有关“请周总理注意此
事，并予处理”的批示后，周
恩来随即拟定行动计划，采
取应对措施。通过化验病
菌、向国际社会控告美帝国
主义的罪恶行径、在全国进
行防疫动员、争取国际合作
等形式，
“ 发动反对美国进
行细菌战的活动”。3 月 14
日 ，周 恩 来 主 持 政 务 院 会
议，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
亲自担任主任，部署在全国
范围开展人民防疫运动。
3 月中旬，他以中央防
疫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先后
发出 《反对细菌战的指示》
和《关于加强防疫工作的指
示》，划定防疫区域等级，因
地施策，督促加强领导，做
好群众宣传工作，相关工作
一直“坚持到秋后”。
在“将敌人的细菌战粉
碎”的同时，周恩来就“把我
们的卫生工作借此提高一步”摆上了议事
日程，努力化疫情危机为开展群众性的爱
国卫生运动的契机。1952年12月11日全国
卫生工作会议召开，周恩来到会作报告，
强调对于卫生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必须
把爱国卫生运动坚持下去。阐明卫生工
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结合，如果不与群众运
动结合，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
“预防为
主”
“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原则，就不可能
很好地得到贯彻，并将“卫生工作与群众
运动相结合”加入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中。
12 月 31 日，周恩来签署了政务院《关
于一九五三年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
指示》，决定 1953 年在全国范围内继续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还根据当时的实际
情况将中央防疫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爱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自此，新中国群众
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
下，开始步入正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
勃景象。
（据人民网）

公元 1250 年，旧历腊月二十四，凌
晨时分的杭州城一片漆黑，唯独西湖
东岸不远处闪着点点灯光。灯光之
中，人影幢幢。
那 里 是 太 学 ，南 宋 后 期 的 太 学 。
当时太学将近两千名学生，分处几十
个斋，每个斋都相当于一个班级，而每
个班级的学生都在祭祀灶神。对宋朝
太学生来说，祭灶是过年以前最为隆
重的一项集体活动。

◎【祭祀灶神】

瑞金：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首演

瑞金是闻名中外的红
色故都、共和国摇篮、中央
红军长征出发地。
2019 年 5 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视察江西时指出：
“要从瑞金开始追根溯源,深
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
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回溯
中央苏区史，我们可以探寻
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
制度建立的源头。
1931 年 11 月 7 日 在 瑞
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成立，中国共产党在瑞金
开始了治国理政的伟大预
演。党和苏维埃政府开始
了制度建设的伟大探索，为
新中国的制度建设奠定了
重要基础。
党和苏维埃政府建立
了工农民主政权。苏维埃
给予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
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与被
选举权，工农劳苦群众取得
这样的权利，这是历史上的
第 一 次 。 对 此 ，毛 泽 东 盛
赞：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发展
到了这样的程度，实在是历
史上任何政治制度所不曾
有的。
党和苏维埃政府对文
化教育高度重视，建立了免
费的义务教育制度。
党和苏维埃政府还组
织成立了识字委员会总会、
分会和识字小组，
负责组织工农群众扫盲识字、学习文化。
党和苏维埃政府将反腐肃贪作为一
项重要任务列入议事日程。
为严明法纪，1933 年 12 月，临时中央
政府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
训令，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颁布的
第一部反腐败法令。据统计，仅在中央机
关就严厉查办了贪污分子 42 人，有力地
打击、惩治了腐败分子，有效地遏制和预
防了腐败行为的发生，增强了广大干部的
廉政意识。
至1934年5月，
苏区的贪污浪费现象基本
上得到了遏制和肃清。正如中央审计委员
会发布的审计报告中所讲的：
“ 我们可以
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
政府。”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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