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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大早有市民爆料
说， 在长沙市蔡锷路与湘春路交
叉口西南侧出现一座无人值守的
智慧报刊亭。 据悉，该智慧报刊亭
是湖南省邮政公司为推动智慧城
市建设和文化“最后 100 米”，创
新打造的“互联网 + 传统报刊亭”
传播方式。

这座报刊亭外观一改长久以
来给人的印象， 半开放的亭子内
部分为两个区域： 一个是报刊销
售区， 报刊亭每个格子里放了不
同种类的报纸和杂志。 在橱窗里
边，有一块触摸式 LED 屏，上面
显示所有报纸杂志详细信息，一

共有 30余种。 另一边为商品零售
区，配备了一个饮料货柜。

报刊亭两侧还各有一块大型
的 LED 触摸屏，据长沙市邮政分
公司文化传媒部副总经理唐炯介
绍， 这块屏叠加电子阅报栏功能
模块， 可进行党报党刊查阅。 同
时，该屏幕集成了公益广告、社区
活动、政府信息发布等功能。

据悉， 湖南省邮政分公司将
陆续对全省 1000 余个邮政报刊
亭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 未来，还
将增加数字阅读、免费WiFi、自助
缴费、快件收取、话费充值、新闻
播报、便民提示等新功能。 刘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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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背后的山丘
□ 姚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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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晋察冀军区在驻地河北平
山县吊儿村开办了无线电训练班和高级
班。 给高级班授课的是从北平燕京大学来
的二位“洋教授”，开的课程有大学的高等
物理学和微积分，学生的成绩要经过严格
考试。 就是这所名不见经传的战地“大
学”， 培养出了新中国导弹航天事业的奠
基者和领军人。

聂荣臻请来两位“洋教授”
1937 年，聂荣臻率部建立了晋察冀抗

日根据地。 当时在各块根据地被日伪军分
割的情况下，无线电通信联络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特殊作用， 但无线电技术人员匮
乏，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指示，自己
办训练班培养无线电技术人员。

1937 年底，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在军
区所在地阜平开班，招收 36名学生。 随着
晋察冀根据地的迅猛发展，对无线电通信
联络的要求越来越高。 但培训学员一般只
会用、不会修，更不会使用从日军那里缴
获的新型电台。

1942 年初，聂荣臻收到从冀热察挺进
军司令员萧克那里传来的消息，燕京大学
教授林迈可、班威廉夫妇逃出北平，已经
来到平西挺进军司令部。

聂荣臻十分正式、 郑重地聘请林迈
可、班威廉担任研究组的导师，他恳切地
说：“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值得你

们参加。 ”
在抗日烽火中教学大学课程

林迈可、班威廉穿上八路军军服，正式
加盟晋察冀无线电研究组。 研究组更名为
高级班，两位“洋教授”受聘担任导师。

高级班的 26 名学生都是中断学业投
身抗战的。“洋教授”根据学生入学时间不
一、文化水平不同的情况，将他们分成甲
乙两个组，甲组 9人，乙组 17人。开设的课
程分选修和必修：两个组的必修课是大学
数学、高等物理、电工原理、无线电工程等
4 门课程； 选修课是高等数学、 高等电磁
学、光学、无线理论、量子论、相对论等。

在研究方面，由林迈可领衔，主要围
绕无线电技术展开。 在聂荣臻的支持下，
他把分散在各单位的无线电元配件集中
起来，供学生实习用，并指导学生用这些
元配件组装出了轻便的电台供前方部队
使用。 按照灵敏度更高、选择性更强的要
求，他带领学生对电台收发报机进行升级
改造。 此后，林迈可带领学生对军区总部、
各军分区上百部电台进行了升级改造，使
整个晋察冀的无线电通信指挥系统保持
在最佳运行状态。

在两位“洋教授”离开后，高级班继续
招收了 4 期学生， 培养无线电人才近 300
人。为了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1947年，高
级班正式升格为晋察冀无线电专科学校；

1966 年更名为西北电讯工程学院；1988 年
更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战地大学”走出的导弹航天功臣
“战地大学”不仅为“西军电”的发展打

下了坚实基础， 而且培养出了钟夫翔、林
爽、王士光、梁骥等新中国导弹航天事业的
奠基者和领军人物。

导弹航天事业的奠基者钟夫翔， 是高
级班学生中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领导职务
最高的一位。 1953 年，钟夫翔任国家邮电
部副部长。 1956 年 7 月国防部第五局（导
弹管理局）正式成立，钟夫翔任局长，钱学
森任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第一位弹道导弹总设计师林爽是晋察
冀高级班的高材生。 1956 年 8 月，林爽由
邮电部调任国防部五局副局长兼副总工程
师，参与了“东风一号”“东风二号”导弹的
研制。

“两弹一星”地面测控系统的开拓者王
士光从北大、清华肄业，是高级班学生中学
历最高者。新中国成立后，王士光任重工业
部电信工业局副局长。

1983 年，林迈可访问中国时，萧克向
他介绍了晋察冀高级班一些学生的情况。
林迈可后来写道：“使我非常高兴的是，知
道了当时参加我们无线电工程研究班的一
些人已经提升到电子遥讯机构的领导岗位
上来了，如王士光、钟夫翔、林爽等。 ”

晋察冀军区的“战地大学”

《水浒传》里的几对夫妻，生孩子是个大难题。 宋
江和阎婆惜，没养娃。林冲和娘子，无子嗣。卢俊义和
贾氏，不生育。 潘金莲、潘巧云均阅男无数，肚子却老
没动静。

其实宋朝政府一直鼓励生育。 地方官任满考核，
“以生齿增减，为殿最之首”。 意思是，皇帝将官员辖
地人口增长数作为考核最重要的指标。 人口减少，想
升官，没门。

为保障贫困家庭生育， 从宋高宗时期开始发放
生育补贴。 绍兴八年，高宗下令，禁止贫民不养娃，家
贫无力抚养娃的，政府给钱！ 贫民每养一个孩子领取

“免役宽剩钱”四千，也就是 4贯钱。有学者测算，宋朝
实足一贯钱约等于今天 300元人民币，每户每胎补贴
4 贯，大约 1200 元，数额不大。 但古代贫困人口基数
较大， 生育力较旺盛， 对于地方财政是笔沉重的负
担。

在发放生育补贴的基础上，绍兴十一年，宋高宗
准许免除孕妇丈夫一年徭役。 绍兴十三年，又下诏免
去生育之家的丁税。

由于地方财政资金紧缺，为补不足，南宋部分地
方官和士大夫成立“举子仓”或“举子钱库”，类似今
天的公益基金会。“举子仓”的资金来源如下：一为没
官田产的租息；二为常平仓的拨款；三为民间富人的
捐献。 赈济标准通常是贫困产妇每产一胎， 给米一
石。

因“举子仓”主要靠地方士绅的捐助，故“举子仓”
主持者多为地方士绅， 地方政府一般只担负监管责
任。 也就是说，收支、监管两条线管理。

宋朝通过政府财政和公益基金的双重努力，将
国家与社会力量集中整合，减轻了贫民生育的负担。
这种社会抚养福利，反上梁山的好汉们享受不到，难
怪他们不生。

宋朝的养娃福利
□ 黄亚明

□ 梅兴无

朋友的女儿大学毕
业，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待业大半年后， 朋友帮她
开了一间咖啡馆。

之所以选择咖啡馆，
朋友说这是女儿的梦想。
女儿曾多次兴奋地向他描
述这样一幅生活画面：闲
适的午后，暖暖的阳光，空

气里弥漫着咖啡的香气， 静静地听着慵懒的爵
士，和不同的人聊天，就觉得生活很美好。

咖啡馆很快选好了地址，临近大学城，可以
眺望湘江。虽然店面不大，却给人一种温馨的感
觉。可是当店铺开张以后，朋友发现女儿并没有
想象中投入。刚开始她还不时过去看店，后来就
索性雇了几个做兼职的大学生， 当起了甩手掌
柜。

朋友对此十分不解，我却不意外。因为在我
看来，小姑娘所谓的梦想，并非一个让她愿意全
心付出的目标， 而是把别人的美好生活嫁接到
自己的幻想中而已。

我从很多人嘴里听到过一些同样的梦想。
有时候甚至会讶异， 竟然有这么多人想要过同
样的生活。 不是说这样不好，而是，你真的正视
过自己的梦想吗？

比如，大家都想要环游世界，感受不一样的
文化，自由行走无拘无束，可当这场旅行变成了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孤单，无休无止的排队，蚊
虫叮咬的烦躁， 极端天气的侵袭， 你是否能忍
受？很多人也憧憬着拥有一家书店，里面摆满自
己喜欢的书，如果这是你想要的生活，那么经营
的压力，管理的琐碎，你是否有勇气承担？

每个梦想背后都有一座山丘， 都需要我们
翻山越岭，艰苦跋涉，渡过湍急的河流，晒干被
雨淋湿的衣裳。只是多数时候，我们会忘记那一
路的风雨兼程，习惯于欣赏登顶人的闲庭信步。

若要走进梦想，必要打点好心理的行囊。你
准备好了吗？

在现代大规模养殖业兴起之前，貂皮
是一种非常昂贵的货物，很多时候只有贵
族才负担得起。

举个例子，《金瓶梅》 第七十四回，潘
金莲跟西门庆私会的时候，问西门庆要李
瓶儿的貂皮袄。 西门庆道：“贼小淫妇儿，
单管爱小便宜儿。 她那件皮袄值六十两银
子哩。 ”

六十两银子什么概念呢？ 明代正一品
的大员，法定月薪也就是六十两零九钱白
银，至于最基层的正九品官员，一年只有
四十多两银子的收入，不吃不喝一年半才
买得起一件貂。

明代的貂主要来自与女真的贸易。 由
于貂很贵， 也一度被纳入了公务员福利。
明万历以前， 冬天遇到西伯利亚冷寒潮，
皇上要给大臣们发貂皮耳罩，第二天大臣
们都戴着耳罩去谢主隆恩。 这种福利每次
要花掉上万贯的钱， 到万历年间为减少

“三公”消费就不发了。
明代虽然在达官贵人中流行穿貂，妇

女也喜欢貂皮的配饰。但是貂、皮草的大流
行，还是要到清代。

清代统治者来自盛产貂的地区， 也就
把穿貂的风尚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按
照当时的记载，穿貂也是讲规矩的，不能乱
来。《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衣冠定
制，寒暑更换，皆有次序。由隆冬貂衣起，凡
黑风毛袍褂如玄狐、 海龙等， 皆在期内应
穿。 由此换白风毛，如狐皮、猞猁、倭刀之
类， 再换银鼠， 再换寒羊皮。 皮衣至此而
止。 ”如果不按这个规矩来，是要被贵族老
炮儿们耻笑的。

但是这个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清
代奠定了今天穿貂时尚最重要的一件
事———把毛穿在外面。

在清代之前， 毛皮衣服一般不崇尚把
毛暴露在外面，而是将毛面向里，外面包一

层布
帛。 将毛
向外，被
称为“反
穿”，是暴发户的可耻炫耀，不入流。

另一方面， 反穿貂是少数人的专利，
比如皇帝。紫貂的大衣只有皇帝才能把毛
穿在外面，其他人这么干，就是僭越，搞不
好要杀头。 但是皇帝作为王朝的时尚担
当，自然无法阻止别人效仿他。后来，宫里
的人也学着反穿貂服，皇帝只好规定宫里
穿可以，穿出去不行。再后来，达官贵人和
商人也都学会了反穿貂皮，奠定了今天对
貂的审美。

本报讯 7 月 1 日上午，2018 湖南省乐
蓓儿杯音乐创意演艺公益大赛举行新闻发
布会。此次公益大奖赛以创意演艺作为比赛
核心标准，以音乐为主题，鼓励参赛者结合
戏剧、音乐剧、乐器、声乐等多种演绎形式，
创造个性化的音乐类节目，参赛对象为 3~7
岁儿童、家长及幼师。

据介绍，该公益大赛由湖南国际教育科
技研究院、北京乐蓓儿教育机构、网易湖南、
环球活动网联合举办，旨在提高全民艺术教
育认识的新高度，让家长们走进音乐、爱上
音乐，并通过和孩子一起参与大赛更多地理
解老师在教学中的难处，从而缓解师、生、家
长之间教育脱节等问题，最终实现儿童健康
快乐成长。

据悉，大赛颁奖典礼将于今年寒假期间
在北京鸟巢进行，大赛的优胜者将会参与大
型晚会节目录制，并在湖南电视台相关频道
播出。 刘斌群

穿貂是怎么流行起来的
□ 刘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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