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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風水先生費了很多周折，
找了十年才找到這個犀牛潭，石
犀牛的口中就是塊好得不能再好
的風水寶地。
風水先生年紀很大了，那石
犀牛他是看不見的，正當他無計
可施的時候，看到這兩個放牛
娃，一下子就有了主意：我可以
把主人祖先的遺骨，用一個小木
箱裝著，叫這兩個放牛娃放進這
犀牛口裡嘛。
第二天一大早，風水先生就
把那準備好的木箱帶來了。正好

說幹就幹，他們連忙跑到自
家的祖墳裡，挖起了祖先的屍
骨，也裝進了一個小箱子，拿到
了這個犀牛潭邊。
等到下午，那石犀牛再露出
水面時，兩個小男孩子就爬到石
犀牛頭上，想把這三個箱子全部
放進去。可是那犀牛的嘴太小，
三個箱子放不進去，只好一個一
個地放。
說來也怪，當把風水先生那
個箱子伸過去，石犀牛的嘴就張
開了；把這姓趙、姓楊的箱子伸
過去，石犀牛的嘴就緊閉著，就
是不張開。
這個姓趙的男孩子一拍腦
袋：對了，我先把那風水先生的
箱子伸過去，引得它張開了嘴，
再把我們的箱子一齊放進去，不
就行了嗎？
就這樣，他把這兩個箱子並
排放到了石犀牛的嘴裡，石犀牛
的嘴裡就有許多縫隙，合不攏
了，也再不張開一丁點兒。姓楊

原來，那犀牛口真是一塊風
水寶地。只不過現在有兩個人的
骨頭葬在了這個地方，佔了寶
地，因此，就再不出來了。
一月後，趙家小男孩的母親
正在灶屋裡洗碗，突然聽到外面
一隻小鳥在不停地叫，那叫聲聽
起來就像在說： 「趙家天子萬萬
年。」趙家當時窮得叮噹響。當
他的母親一聽這個鳥兒還在這樣
叫，很生氣，就用筷子在鍋邊敲
著說： 「別說萬萬年，三百年也
好啊！」
那鳥兒其實是灶王菩薩變
的，專為來趙家報信，一聽趙家
的母親這樣要求，只好上天對玉
皇大帝說： 「趙家的母親說，只
想做三百年皇帝。」
玉皇大帝想了想，說： 「別
人都想多做幾年，她倒好，還要
少做，就依她吧。」
就這樣， 姓趙的人做了天
子，從趙匡胤建立宋朝開始，總
共統治了三百多年。而姓楊的人
家因為把祖先葬在了牛角上，就
做不了皇帝，只能做大將，那石
犀牛的口裡塞滿了柴，於是姓柴
的人家也大富大貴了。
至於那個風水先生的主人後
世當了皇帝沒有呢？這個就很少
有人知道了。其實，當時和趙家
爭天下的遼國，就是那個契丹人
的後代耶律阿保機建立的。

給青年人的機會都是均等的，而不是看
你出身怎麼樣。」

1977 年 10 月 12 日。國務院正式批
准教育部意見，宣佈當年立即恢復高
考。恢復高考的消息迅速傳開，在山
區、田野、工廠，一代年輕人奔走相
告，對他們來說，這真正是一個改變命
運的時刻。

記者： 「像您這樣的家庭背景，恢
復高考對於您本人有什麼樣的意義
呢?」

中國兒童劇院編劇，北京師範大學
78 級學生陳傳敏表達了許多人在當時的
感受： 「當時我一個同學特別興奮地騎
車來告訴我。我雖然早就盼望著這一
天，但還是一下子就驚呆了，眼淚一下
子就下來了。我跟我同學就在反反覆覆
地說一句話，這下有希望了。當時那種
情況，有點像在黑夜裡走路，四面全是
黑的，你什麼東西都看不見，迷路了，
你根本不知道往哪走。高考這個消息，
就相當於前頭突然冒出火光，你當時沒
有別的念頭，只想著我趕快蹦到那兒
去。」
恢復高考的消息傳開後，圖書館、
新華書店裡人頭攢動，成為最擁擠、最
熱鬧的地方。蒙滿了塵土的舊課本。一
時間洛陽紙貴。社會上出現了各種各樣
的輔導班、補習班。然而，就在很多人
緊張複習的同時，也有人心有餘悸，他
們擔心難以通過政審，再一次被大學拒
之門外。
國家教委考試中心主任楊學為，當
時參加了招生條例的起草工作，他說他
們很怕犯只專不紅的錯誤，結果受到了
鄧小平的批評。楊學為說： 「強調考試
了，會不會沖淡政治?會不會讓人說你
只重視智育，不重視德育?怕人家扣這
個帽子，所以對政審的規定都寫得非常
詳細，什麼擁護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
路，參加集體勞動，講究衛生……把能
想到的都寫上了。這個稿子當時送給小
平同志了，小平同志看了非常氣憤，他
連說了三個繁瑣，而且把我們起草的這
一段全都劃掉，現在我們招生條例上寫
的政審條件基本上就是小平同志修改
的。」
經鄧小平親自修改的政審條件，幾
乎使所有人獲得了平等的權利，事實上
開始了對 「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撥亂反
正。當時，著名記者范長江尚未平反，
他的兒子擔心自己不能參加高考。
《華聲月報》社社長、北京大學 77
級學生范東生： 「當時心裡一點兒把握
都沒有，但是事實證明，現在高考制度

作家胡風當時還在獄中，他的兒子
張曉山也獲得了高考的資格。

中國社科院農村經濟研究所副研究
員 ， 內 蒙 古 師 範 學 院 77 級 學 生 張 曉
山： 「我覺得恢復高考實際上對我這樣
的人，是給了一個平等競爭的權利。在
某種程度上，等於恢復了作為一個人的
尊嚴。因為實際上，在恢復高考之前，
評判一個人，給不給他一個機會，不是
看你本人。而是看你的家庭，看你社會
關係，把人分成了不同的等級。」
報刊顯示，高考成為當時社會最大
的關注點，積壓了整整 10 年的考生擁
擠在考場前。組織如此大規模的考試，
需要一筆很大的費用。國家幾乎動員了
全社會的力量來支持這場考試。
楊學為： 「我們覺得如果要考試，
比方要印卷子，要評卷子，總要一部分
錢，全靠國家拿也是很困難的。我們希
望報名費能夠定在一塊錢。當時政治局
討論說，不要增加群眾的負擔，收五毛
錢就行了，這都是政治局討論決定
的。」
《中國教育報》代總編輯趙書生：
「都討論完了，好像什麼問題都沒有
了，但最後出了一個問題，沒有紙張，
這麼多人要考試，上哪兒弄紙啊?當時
紙張很缺。最後為這麼一件事還請示中
央，最後中央決定，可以動用印刷《毛
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紙來印高考試
卷。」
因為都不知道應該怎麼做，所以
1977 年冬天的考試，並不是全國統一考
試，而是各省考試。每個省都有一個試
點。考試科目也比現在少。
1977 年冬天，在鄧小平親自過問和
佈置下，關閉十年之久的高考考場大門
終於重新打開。這也是恢復高考以來，
惟一一次在冬天舉行的考試，570 萬考
生走進了考場，如果加上 1978 年夏季
的考生，兩季考生共有 1160 萬人。迄
今為止，這是世界考試史上人數
最多的一次。
1978 年春天，幾十萬
新錄取的大學
生走進校園。
由於是十年積
壓，一朝應

大宋年間，范仲淹官
居相位，由於權奸作祟，
被貶到延安任總兵。
延安地處北宋與西夏
的交界。兩國連年征戰，
打仗合談，合談打仗，總
是不得安寧。
延安終日黃沙滾滾，
別說莊稼長不好，就連吃
水都困難，何況還有敵人
不斷騷擾。范仲淹到延安
上任時，隨身帶了四個大
行囊，別人以為是總兵的
四季衣裳，實際上范仲淹
是個有心人，四個行囊中
裝的是菜種、豆種、筆墨
紙硯和書籍。
范仲淹到了延安，一
邊發動士兵開荒種地，將
他帶去的種子播種在黃土
裡，一面苦練殺敵本領，
將分散在山溝裡的農民聚
居在一起，如今的安塞、
太平寨就是那個時候建立
起來的。
功夫不負苦心人，范
大人身先士卒，經過兩年
的努力，不僅邊防鞏固，
人民生活也逐漸改善，西

考，學生年齡差異很大，甚至有兩代人
同堂學習的情況。經過 11 年的艱難坎
坷的積澱，這批學生的素質之好令老教
授們十分高興。
那時校園中最流行的口號是：把失
去的光陰奪回來!這一個 「奪」字，準
確表現了當時一代人如饑似渴的求學心
態。圖書館、教室、宿舍，成為大學生
日常生活的 「三點一線」。而一本新
書、一個教室或圖書館的座位，往往被
許多人爭搶。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員、吉
林大學 78 級學生雷頤： 「在大學三年
級以前，我好像沒有早上五點半以後起
過床，都是五點半以前起床。圖書館門
口有個路燈，在那下邊站著背單詞，背
到圖書館開門就進去。到七點多，匆匆
忙忙回到寢室，洗漱、吃飯。一天到晚
就是泡在圖書館看書。」
《大學生》雜誌社總編輯、哈爾濱
師範學院 78 級學生鍾巖： 「有一次，
老師宣佈一門課是考查，不考試了。全
班突然一致發出 『喲』特別遺憾的聲音
來。老師覺得挺驚訝的，怎麼不考試
了，你們還不高興?同學們就說，因為
我們太想檢驗自己學得怎麼樣了，老師
一看，就說那就考吧，一宣佈說考試，
全班鼓掌，非常熱烈地鼓掌。」
恢復高考這一決策激活了整個社
會，使人們的生活方式為之一變。當
時，讀書的身影隨處可見，新華書店的
長龍司空見慣，中國人才的培養由此走
上了健康的軌道。二十多年來，中國一
共有五千八百多萬高中畢業生參加了高
考。錄取了一千一百多萬。據初步估
計，八百多萬已經完成了學業，走上了
工作崗位，二十多年來，中國培養出兩
萬八千多博士生和三十一萬碩士生。

夏再也不敢輕舉妄動了。
這一年，正是牛羊肥
壯谷子黃的時候，西夏國
王給范大人送來一封書
信，提出要到延安看看新
修好的寶塔，信上特別提
出，到時自帶乾糧，決不
打擾百姓。對於西夏國王
前來拜訪，范大人求之不
得，正好借此機會與西夏
修好，便回信表示歡迎。
西夏國王來延安作客
時，全城張燈結綵，范大
人親自出城迎接。
客人進了城，果然連
茶水也不喝一口。范大人
到城外番營回訪，看見帳
篷內正在做菜，除了羊
肉、牛肉外，還有一種大
塊頭的青菜，詢問後才知
道，那是西夏人最愛吃的
雪裡紅。
范大人與西夏國王閒
談時，講起自己最愛吃蠶
豆，說蠶豆出在江南，眼
下延安也可以種植了。青
蠶豆鮮嫩味美，老蠶豆可
以炒熟吃，作菜作糧都可
以，西夏國王聽了當即要
求看一看蠶豆是個什麼樣
子。
國王看了蠶豆，想吃
蠶豆，可有言在先，不便
直說。范大人看透了對方


 



























































































 



























































































 



























































































 



























































































 


























































































蘇州民間有一味家常
菜——雪裡紅豆瓣湯。這
湯口味鮮美，經濟實惠。
要想知道這道菜的由來，
還得慢慢說來！

1977年冬﹕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考試
1977 年恢復高考，是世界歷史上規
模最大的考試。探察當時的人心世情，
追尋 29 年前那次轉折的內幕，可以發
現其影響至今不絕。


 



























































































 





























































































人們都相信，只要把祖先的
屍骨葬到風水寶地，後代就能出
皇帝。

兩個孩子同意了。等那先生
走後，這兩個小男孩就商量開
了： 「他為什麼把他主人的祖先
的屍骨放在這個箱子裡呢？還叫
我們放進那石犀牛的口裡，這裡
面肯定有道理。我們為什麼不把
我們祖先的屍骨，也裝在一個小
箱子裡，一起放進犀牛的口裡
呢？」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再也沒看到那石犀牛浮出水
面來了。


 


























































































那時候，北方的契丹族人強
盛起來，他們一心想佔領中原，
就派出一個風水先生，到全國各
地去查看，一定要找到一塊風水
寶地。

那個風水先生心想，這麼兩
個小孩子，給他們說實話也沒什
麼大不了，就說： 「是我主人祖
先的屍骨。」


 


























































































這兩個小男孩當時都不到十
二歲，也不知道那是風水石，只
覺得它那樣站在水中很好玩，因
此只要兩人一有空，就到牛背上
爬上爬下，打水仗，那頭石犀牛
任憑孩子們玩耍，大約一個時辰
後，它才沉到潭底下去，天天如
此。

姓趙的孩子問： 「你這箱子
裡裝的是什麼？」

他們又游回岸邊，撿了一些
柴，用石頭把這些柴，全部插進
了犀牛口中，這下，那牛口裡就
塞得滿滿的了。不大一會兒，那
石犀牛又像以前那樣，慢慢地沉
下了潭底。


 


























































































傳說那只犀牛是一塊風水
石，很有點兒神秘。據說只有不
到十二歲的孩子——也就是童男
童女，才能看得見它，普通的成
人是看不見的。

風水先生從懷裡摸出二十兩
銀子： 「只要你們把我這個木箱
放到那石犀牛的口裡，我就給你
們每人十兩銀子。」

兩個孩子歪著頭左看右看，
覺得還是有點不怎麼理想：那牛
口中不是還有很多空隙嗎？萬一
箱子掉下來，怎麼辦？


 


























































































那個水潭裡的水，跟別的潭
裡的水也沒什麼兩樣，只是每到
太陽快下山時，潭中央就會浮出
一頭石犀牛，一動不動地立在水
中央，偶爾會張一張嘴。

兩 個 孩 子 齊 聲 說 ： 「是
啊！」

的孩子一看，沒辦法了，只好把
他那口箱子掛到了石犀牛鼻子上
的那只角上。


 


























































































當趙家的祖先還是個放牛娃
的時候，夏天就經常和一個姓楊
的男孩子一起去放牛。兩個小男
孩兒把自家的牛牽出來，往草坡
上一扔，就跑到旁邊的一個水潭
裡洗澡去了。

碰上這兩個小男孩子還在那兒
玩，他就對孩子們說： 「你們是
不是經常看到有一隻石犀牛從潭
裡出來？」


 


























































































說起宋朝的 「楊家將」，沒
有幾個人不知道，但為什麼趙家
當了 「天子」，而楊家只能為
「將」呢？民間流傳著這樣一個
故事。


 






























































































趙家天子楊家將的故事 范仲淹與豆瓣湯

的心思，當即叫手下人拿
來一斗蠶豆瓣，笑著說：
「大王愛吃雪裡紅，本帥
愛吃蠶豆，為了將你的愛
好和我的愛好合為一好，
何不將兩樣東西合做一道
菜看看味道如何？」西夏
國王大喜： 「蒙范大人不
棄，敬請一試！」
范大人叫手下人用蠶
豆瓣燒雪裡紅，香味四
溢。吃的時候，西夏國王
大加稱讚： 「妙極妙極，
簡直可以稱作天下第一菜
了！」范大人說： 「如此
好菜，乃漢番兩家合二為
一所得，故而味道鮮美絕
倫！」西夏國王聽了高興
地說： 「這便是兩好合一
好，漢家番家只有和睦相
處，才會有快活的日子
呀！」
范大人鎮守延安多
年，邊境太平無事，西夏
向大宋俯首稱臣。後來，
范仲淹因年事高，回蘇州
安度晚年，又將雪裡紅的
菜種帶了回來。如今江浙
滬一帶農村，廣種蠶豆與
雪裡紅。人們吃著雪裡紅
豆瓣湯的時候，就會念起
范仲淹。

二戰嬰兒師
二戰後期，加拿大的蘭‧瑪因上
校率領坦克團襲擊德軍佔據的小城查
爾布，在城外遭到了一群德軍的強烈
突襲。瑪因潰敗，他們開著殘損的坦
克逃竄。
糕點師頓賽和他的孫子蒙克在不
遠處看到了這一切，爺爺忽然哭了：
「你看到那些被履帶碾過的德軍屍體
了嗎？他們和你差不多大啊！」蒙克
也看到了，那些人的後背上都有一個
奶瓶的標誌——傳說中的納粹 「嬰兒
師」！ 原來德國因兵源匱乏，嬰兒師
是由強制徵召的 12 至 16 歲的少年組
建。因為年少，後勤部每週給他們提
供 4 斤牛奶和巧克力。
一個月後，德軍一萬餘人的嬰兒
師 只 剩 下 了 600 餘 人 。 蒙 克 坐 不 住
了， 「爺爺，咱們得想辦法救救這些
孩子啊！」爺爺眉頭一皺，說他要出
去一趟。
第三天傍晚，爺爺終於回來了。
他讓蒙克把一封信送給在郊外叢林駐
紮的瑪因上校，自己拿著家裡所有的
錢，匆匆出門了。
當蒙克把信交給瑪因上校，瑪因
上校看過之後，卻把信摔給了蒙克。
蒙克這才看清楚信上寫著——瑪因上
校：我祈求您下週五突襲嬰兒師的計
劃擱淺幾日，因為到那時，我敢肯定
嬰兒師不再被派上戰場。請相信一個
老人的祈求，放過這些孩子吧。
糕點師頓賽
蒙克也很吃驚，難道 「祈求」就
是爺爺拯救嬰兒師的辦法？帶著疑

問，蒙克回到了家裡。
半夜，爺爺背著一個大包裹回來
了。蒙克打開一看，竟然是一大包巧
克力！爺爺說，這些巧克力是從德軍
那裡交換的。原來爺爺打聽到，德軍
後勤部每次購置巧克力時，必經過城
西一家旅館，士兵們常會在那裡喝點
酒。於是，爺爺拿出所有錢秘密製作
了一大批同樣的巧克力，但是另外加
入了能讓人四肢麻木的烏根草的成
分。接著，爺爺說服旅館老闆將在這
裡休息的德軍的巧克力掉包。老闆也
厭惡德軍使用嬰兒軍，便答應下來。
蒙克瞪著眼睛說： 「咱們不是要
救嬰兒軍嗎，怎麼讓他們四肢麻木
呢？」爺爺笑而不答。很快週五到
了，德軍軍營傳出幾百名嬰兒軍身體
麻木，被送往德軍醫院救治的消息！
三周後，德軍宣佈戰敗。爺爺又
讓蒙克把一封信交給國際法庭。那信
上寫著——鹼面加發酵粉可救嬰兒師
四肢麻木。消息傳出，德軍軍醫馬上
嘗試，果然有效！軍醫們直搖頭，他
們一直沒找出嬰兒師個個 「癱瘓」的
原因。
後來，當問起為什麼三周後才將
「秘方」拿出。頓賽說，如果德軍戰
敗前治好嬰兒師，那麼，嬰兒師就可
能被投入戰鬥而犧牲。
至於頓賽為何知道這個方子。蒙
克補充說： 「多年前，爺爺為了配出
更香甜的麵包，自己誤食了烏根草。
後來我奶奶誤打誤撞，才找到了解救
辦法！」大家恍然大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