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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广袤

梨园记

抗战大事记·1937年

八十
打发走了秋生和秋红，我刚想坐下来喘

口气，忽听得帐篷外自行车铃声响，我心想这
声音好像是林助理的，念头刚落，便听门帘一
响，林助理走了进来。我让林助理坐，林助理
说：“不坐了，有个事我问你，守财的房子拆掉
了吗？”我说：“你不是说要注意方式、方法
吗？注意方式、方法怎么能拆掉？”林助理说：

“这就坏了，小宝啊，当初我就不该告诉你乡
长的这句话，事到临头，有事还得我们自己解
决。”我说：“到底什么事，看把你急的？”林助
理说：“昨天乡里接到通知，上边的领导要来
视察工程进度。今天我过来，就是乡长让我
先通知你一声，好让你有个思想准备，关于具
体工作，乡长明天还要亲自向你布置的。”我
说：“视察的日期定了吗？”林助理说：“好像还
没有，不过，估计也就是这几天。”我说：“既然
时间没有定下来，我们还不能算晚。”我把秋
生去接阿丹的事向林助理说了，林助理说：

“这事有把握吗？万一弄不成咋办？我看还
得另外准备一套方案，以防阿丹这方面不行
了，我们还有其他法子可想。”我说：“那就只
有准备强攻了，我让人把强攻的家伙准备好，
万一阿丹这方面不行了，我们就给他来硬的，
就是有点人员伤亡，那也顾不得许多了。”林
助理说：“我不听你说这些，我只要结果，好在

乡长明天就过来了，有啥问题，你当面向他反
映好了。对啦，乡长让我告诉你，明天一早，
你带领村委会的人员，到高速路口去接他，他
在那里有话要对你说。”我说：“乡长这是怎么
啦，让人去接他，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再说
了，从乡里到村里，也不走高速啊？”林助理
说：“乡长是在查看路线，上边领导来视察，我
们得把视察路线定下来，哪里能看，哪里不能
看，哪里要停车重点看，这都是有学问的。所
以，乡长要你明天去高速路口接他，就是商量
这个事情。”我说：“原来是这样，那我明天一
早去就是了。”林助理说：“你做准备吧。”

第二天一早，我就带领村委会的人去高
速路口接乡长。高速路就是连霍高速，从东
到西在我们村子南边穿过，在我们村有一个
出口，出口外边，是一条县级柏油公路，向南
到我们县城，向北就是我们梨园村。我和村
委会的人员赶到时，乡长已经等在高速路口

了，一见面，乡长就问：“怎么才来？”我说：“我
不知道你能来这么早？”乡长皱了皱眉，说：

“过几天领导要来视察的事，你知道了吧。”我
说：“林助理告诉我了。”乡长说：“到时候领导
来了，这个就是第一站。”我看了看，说：“这个
地方，有什么看头？”乡长说：“怎么没有看头，
无论是中央或是省、市的领导，到你们梨园村
来，这个地方都是必经之地，我们迎接领导，
也多是在这个地方等候。现在是没有什么看
头，可是，我们要让它有看头才行，我已经想
好了，对着高速出口，我们要树立一个大牌
子，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也可以考虑做成电子
的，牌子上就把上次领导给我们题的那个‘花
天酒地，梨乡乐都’八个字打上。旁边再树个
牌子，把我们县作为中国传统乐器的历史沿
革和努力打造全国第一梨乡的事情都要介绍
清楚，让人一看，对我们梨园村就有一个清楚
的了解，然后，再往下参观时，一切就顺理成

章了。”我说：“时间来得及吗？”乡长说：“来得
及来不及都要做，反正早晚都用得着。”我说：

“那好吧。”乡长说：“这个事你要和林助理商
量一下，争取牌子做得上档次，让人一看就有
好印象，最好让人过目不忘。”我说：“我们试
试看吧，争取达到领导的要求。”乡长说：“还
有一个事情，这次可能来不及了，但是，也是
早晚要做的事。”我说：“是啥事？”乡长说：“就
是这条公路，出了高速，现在的这条路，是柏
油路，我们要把它修成水泥路，这个路要直通
我们村，路两边要绿化，绿化要有层次，要上
档次，要让人走在路上，就有在其他的路上没
有的感觉。”我说：“那要花多少钱？”乡长说：

“这个肯定不少花，但我不会让你们村全部
出，乡里也出一部分，大部分资金，还得靠你
们自己解决。”我说：“恐怕我们没有这么多
钱。”乡长说：“这个事情，可以找你爷爷解决，
他说没钱了，我才相信没钱了，他不说没钱
了，这个事就不是问题。”我说：“知道了。”乡
长说：“走吧，我们到下一个点去看看。”于是，
我坐乡长的车，其他人员坐另外几辆车，我们
去下一个停车点。车子往北走，路两边都是
一望无际的梨树。时至深秋，梨树已经掉光
了叶子，只剩下枝叶杈桠的树枝在寒风中抖
着。我们的车队到了指挥部门口，乡长却没
有叫停车，我知道指挥部并不是停车点。

●1月8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
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敦促蒋介
石实行诺言，下令停止进攻西安。

●1月31日 周恩来、叶剑英
同东北军主和主战派和 17 路军举
行三方最高军事会议，决定对南京
采取和平方针，派李志刚赴潼关与
顾祝同签字。

●2月 1日 华北各界救国联
合会成立。

●2月10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
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
和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四项
保证”。

●2月15日 国民党五届三中
全会在南京召开，22日结束。全会
通过了实际上接受国共合作的决
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2 月中旬至 3 月中旬，第二
次国共合作第一次谈判在西安举
行。3 月下旬，蒋介石与周恩来在
杭州谈判，4月初结束。

●4月25日 华北日本驻军开
始在津郊、平郊及通县附近演习。
同时，策动伪军进犯绥远。

●4月30日 杨虎城被蒋介石
革职，后被迫出国考察军事。

●5月 2日 中共全国代表会
议在延安举行，14日结束。毛泽东
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
的任务》的报告和《争取千百万群
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的结论。

●6月25日 连日来，日军在
卢沟桥一带不断举行夜间演习。

●7月 7日 日军在卢沟桥回
龙庙附近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
随后，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奋起
抵抗，全国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7月 8日 中共中央向全国
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
桥通电》。

●7月 9日 中国工农红军领
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
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进行
抗日斗争，并代表红军战士请缨杀
敌。 （1）

据《中国抗日战争史》

赶考一样很“烧钱”

首先是赶考费。大中四年
（公元 850年），赴举者刘蜕曾在
一篇文章中诉说了赴举的辛酸：

“家在九曲之南，去长安近四千
里。膝下无怡怡之助，四海无强
大之亲。日行六十里，用半岁为
往来程，岁须三月侍亲左右，又留
二月为乞假衣食于道路……况有
疾病寒暑风雨之不可期者，杂处
一岁之中哉！是风雨生白发，田
园变荒芜。”刘蜕所说的“半岁为
往来程”，虽然诉说了赶考的辛
酸，也吐露了其间巨大的经济压
力。半年间不仅收入全无，还有
旅途车马费、旅店费、饮食等盘
缠，是一笔大开支。

古代考试还有一项开支，学
生考试用的每套试卷都由考生来
支付，加上置办一些考试装备，如
脂烛水炭、餐器、衣席等，加起来
不是小数目。

考前洗澡防作弊

预防作弊，相关措施与现代
一样严格。洗澡曾是反考试作弊
的重要方式。《金史》记载当时的
科举考试之前，考生们都要由不
识字的士兵搜身以防作弊。后来
有人指出，“搜检之际虽当严切，
然至于解发袒衣，索及耳鼻，则过
甚矣，岂待士之礼哉！”遂向皇帝
建议“使就沐浴，官置衣为之更
之，既可防滥，且不亏礼”，并得到
许可。通过考前洗澡并提供制式
服装，既防作弊又不“亏礼”，真可
谓有理有节。

对科举夹带作弊，历朝政府
都严厉禁止。尤其是到了清代，
科场作弊之风日益猖獗，为防范
科场夹带作弊，清政府不仅对考
生的衣着和携带器具做出了十分
详细的规定，还就如何严格搜检
颁布了一道道政令。

所有参加考试的士子，都得
接受彻底的搜身检查，连考生头
上的辫子也要解开来查，甚至还

要查看臀部。但制度再严格，舞
弊丑闻仍时有发生。

落榜生复读很常见

好多考生在京城考完试后，
“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闭
门苦读，投入到了下一轮备考复
习中。这在考得不好的落榜生中
表现最明显。

在唐代，考生考完试不离开
京城回家，又称“过夏”，因为要在
京城过夏天了，就在考地复习。
这种在高温时节仍给自己安排学
习，又称“夏课”。用唐人李肇《唐
国史补》的说法是，“退而肄业，谓
之过夏；执业以出，谓之夏课”。

在唐代，以夏课为代表的复
读之风特别盛行。夏课主要的作
业是“写作文”，进行诗文的创
作。其实，古代考生考完后不离
京回家，也是有其客观原因的。
在古代交通不便，条件差的要靠
步行到京城参加考试，路途少的
耗时月余，多者数月甚至半年。
所以许多考生索性不回家，待在
京城，这样免了差旅费和旅途之
苦，又有复习时间。

落榜生可查卷

古代阅卷的主观因素比现代
要多，对考生的成绩影响很大，有
不少落榜生是被不负责任的阅卷
人员误了前程的。因此，有的责
任心强的考官会抽查未考中的

“落卷”，主考官也有权力调阅副
主考官未“取”的荐卷进行复核。

此外，还有一条比较人性化
的规定——允许落榜生查卷，这
也是监督阅卷人员的一种好办
法。如果把优秀的卷子评差了，
考生一旦上访，麻烦就大了，责任
人是要被朝廷治罪的。

一般在考试成绩张榜公布后
10天内，落榜考生都可以查看自
己的试卷。落卷上会有考官的阅
卷批语，一看就明白为何未被录
取，也算死个明白。

揭秘：古人这样“高考”

考季凶猛，自古如此。在古代，博得前途、获得良好的出
路、改变自己乃至家人的命运，只能靠这“一考定终身”了。
因此，古人对“高考”（科举）的重视程度，丝毫不亚于现在。

评卷看重“第一印象”

古代科举评卷是第一
印象决定命运。为了加快
阅卷速度，按时完成朝廷规
定的工作，阅卷人员也是想
尽办法，其中最主要的一个
手段就是看“第一印象”，也
就是重点看考生的头场卷
子。一般情况下，如果考生
的头场卷考得好，阅卷时得
了“高分”，基本上榜便有戏
了。即便允许查分，也查不
出来什么。

考试时间分三天

在古代，考试时间也是
十分固定的，但并不限于一
次考试，有的朝代有春考、
夏考之分，最后决出状元
的“殿试”，一般安排在三月
里的春天，即所谓“三月廷
试”。

古代的考试时间，一般
分为三天，但不是像现在这
样连着考，而是中间空出两
天。明、清两朝，乡试时间
在阴历八月份，会试在阴历
二月份，殿试在三月份。
乡、会两试的时间定在当月
的初九、十二、十五三天。

咋排名次

成绩分三等：一、二、三
甲。一甲只取三名。第一
名称状元，第二名榜眼，第
三名称探花，称“三鼎甲”，
都赐“进士及第”；二甲取若
干名（根据官场需要），都赐

“进士出身”；三甲取若干
名，都赐“同进士出身”。

要背多少书

据统计，书生们要背诵
《论语》《孟子》《诗经》《礼
记》《左传》，共40多万字，全
部都要精读背熟。此外还
要看相当于原文几倍数量
的注释，还有其他非读不可
的经典、史书、文学书籍等。

需要学习的科目

主要有书、诗、论、赋一
共四科，即八股文、试帖诗、
经纶、律赋。八股文的题目
主要摘自《大学》《中庸》《论
语》《孟子》。试帖诗是诗体
的一种，考试时以古人某一
诗和成语为题，并限定某一
韵脚，以歌颂朝政为内容，
作出诗来。 据央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