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埃及的第五次瘟疫》

闲话

湖湘文化坐标

日本图书馆协会
的数据显示，近 20 年，
日本图书馆数量增加
的同时，购买书籍的平
均费用却下降了四成
左右，专职的图书管理
员也减少了一半。前些
年， 超过 15%的日本
公立图书馆运用“指定
管理者制度”， 将运营
工作转交给民间机构。
可是， 由于纠纷不断，
一些图书馆又从“民
营”转回“公营”。

为了让图书馆在
滚滚向前的“快捷”时
代洪流中重新焕发活
力， 日本各地开动脑
筋，着实下了不少“创
意工夫”。

日本神奈川县大
和市几年前完成了图
书馆的综合化改造。现
在，市立图书馆的每年人流量增加
了 10倍，达到 300 万人。 在图书馆
内增加讲座是另一举措，“东海道
五十三次之旅”“昭和 30 年代的大
和”“葡萄酒的享用方法”……普通
民众当讲师的各种讲座通俗易懂，
别具特色， 吸引市民源源不断来
馆，一年四季都人气爆棚。

此外，为民众解决各种实际问
题，图书馆的“本专业”服务也在不
断创新。 鸟取县在图书馆开展的各
种医疗健康讲座，还准备了大量的
就业及创业信息，并举办仪式表彰
在海外业务及新品开发方面表现
优异的人士。

针对解决“借书容易还书难”，
东京都八王子市政府先是在 8 个
图书馆以外的市政府机关等 3 个
设施内建立了“还书箱”，最近又与
邮局合作， 在全市 61 个邮局里面
设置“还书箱”，极大地方便了读者
的“有借有还”，提高了图书的运用
率。

日本各地对图书馆的创新可
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不过，这些
创新都有一个共通点：让图书馆从
单纯的“知识宝库”变成更多人休
息、交往的场所，为缺少亲身交流
的民众提供更多“链接”的机会。 这
种紧贴时代方向的运营
方针， 激发出日本图书
馆的更多潜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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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国民政府非常重视农村的
教育，晋中地区农村的初小、高小教师都
很了不起， 大都是省里正牌国民师范毕
业生任教。 那时候对教员的要求很严格
也很全面，所有要讲的课程，都要精通。
为了不断提高教员素质，保证教学质量，
各县教育部门都会每三年组织教员进行
一次会考，根据考试的结果重新划分甲、
乙、丙三个等级教员，并重新聘用，而教
员的等级是跟收入直接挂钩的。

民国时期教育是紧紧围绕发展国民
的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
体格、科学及生活智能等方面而进行的。
那时候的晋中农村学校也讲究寓教育于
乐， 有能力的任课老师会根据国语课文
里的内容分配给学生角色， 创编一些儿
童歌剧、舞蹈等组织学生来表演，加强对
课文的熟悉和理解。

民国时期也讲究德智体全面发展，
尽管是农村里的学校， 音乐体育等方面

的设施及活动用品仍然很齐全。 音乐方
面大多配备有笙、箫、笛、管等乐器，据那
个年代过来的老人们讲， 在那个年代还
学五线谱。 体育方面有足球、篮球、排球、
网球、乒乓球等，学校会利用下午自由活
动时间举办各种球类比赛。

为陶冶情操，开阔学生眼界，春秋两
季学校还会定期组织学生旅行， 旅行的
主要交通工具是搭了篷子的马车， 可以
防雨防晒。 每经过一个村子，穿着校服的
学生们都会下车，排起整齐的队伍，打上
学校名号的横幅，吹起洋号，打起洋鼓，
唱起歌儿，在村民们的赞叹声中，穿村而
过。

民国时期国家非常注重教育的均衡
发展，推行社会教育，以此来提高一般国
民的文化水平， 因此而实行免费义务教
育。 特别是在晋中农村，为了鼓励大家上
学， 让穷人家的孩子跟富人家的孩子一
样也能上得起学， 村里学校的教育经费

按照地亩摊派，不足部分由国民政府教育
经费补充。 穷人家的孩子上学不需要交
学费，只要有一张纸，有支笔就可以了，这
一点让没有地、又爱上学的穷人家的孩子
很受用，当然让一些有地却没孩子上学的
富人也很不满意，他们常常发牢骚说：“这
不公平，我们家没孩子上学，这咋还要摊
钱！ ”即便这样不少村民也还是不愿意让
孩子上学， 在他们看来随着孩子慢慢长
大，地里劳动挣吃喝才是最重要的，当然
也不排除家里面孩子太多，生活依然很困
难上不起学的因素。

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讲究男女平等，
在山西晋中地区大点的村子初小都开办
女校，鼓励女孩子上学读书。

那时候孩子们上学来去自由，这段日
子家里有事了，跟班主任老师说一声就不
到校了，如果再想来上学，再打声招呼就
又回来了，只要班主任老师同意即可，很
是方便。

民国时期的农村教育
□ 任瑞琴

作为文明古国的埃及历史上曾暴
发过十次大瘟疫。《圣经》记载过发生在
那里的一次瘟疫，里面《出埃及记》第九
章提到过，面对竭力拦阻以色列人出埃
及的法老王，上帝降下了十灾，而瘟疫
就是十灾中的第五灾，“耶和华降下疫
灾，将重重的瘟疫加在埃及田间的牲畜
上，埃及的马、驴、骆驼、牛群、羊群几乎
都死了，唯独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
没有死。 ”

有历史学家考证，摩西率领以色列
人走出埃及的时间发生在公元前 1450
年，而埃及历史上第一次瘟疫大流行应
该就暴发在那期间。摩西给后人留下了

“分海” 的故事， 也留下了大名鼎鼎的
《十诫》， 荷兰画家伦勃朗 1659 年创作
了油画《十诫》。作为《圣经》中的基本行
为准则,《十诫》影响深远。

3000 多年后， 一位英国画家———
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画出了《埃
及的第五次瘟疫》，在那幅完成于 1800
年的画作里， 地平线从中一分为二，上
半部是天空，浓重、旋转的笔触，加上不
同色度的褐、赭和浓黄色，形成一团巨
大的云涡； 下半部是灾难洗劫后的大
地，一片焦土色在中景轮廓清晰的金字
塔和前景僵卧在地的白马及人的尸体
之间延伸。整个画面效果既引人注目又
令人颤栗。 透纳的创作灵感来自于
1792 年暴发于埃及的瘟疫，
那场灾难导致了 50-80 万人
死亡。

世界名画里的“战疫史”（五）

一场瘟疫让以色列人走出埃及
□ 杨帆

《红楼梦》的版本多是其
特点之一， 早期古抄本是备
受研究者和读者关注的话
题。 已出版的《红楼梦》古抄
本包括：甲戌本、己卯本、庚
辰本、王府本（或称：蒙古王
府本）、戚序本（又称《戚蓼生
序本石头记》）、 俄罗斯藏本
（又称列藏本）、舒序本、梦稿
本（又称杨本、杨藏本）。

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
庆善介绍，“《红楼梦》最初是
以抄本形式流传的，只有 80
回。到乾隆五十六年辛亥，由
程伟元、高鹗整理，萃文书屋
刊刻印行一个新的本子，题
《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是
120 回。 人们通常称之为程
甲本。第二年，即乾隆五十七
年壬子， 萃文书屋又刊印了

一部《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 也是 120
回。 这时距离程甲本刊刻出版仅仅过了
70天。 这个本子的版式、插图与程甲本完
全一样，但具体文字上却有 2 万多字的差
异，人们通常称之为程乙本。 ”

“我们今天所说的古抄本，指的就是
在乾隆五十六年前，即程甲本刊刻之前形
成的手抄本。当然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过录
本，也就是《红楼梦》在流传过程中，爱好
者、收藏者及以卖书为营生的商人抄录的
本子。虽然这些过录本已不是曹雪芹的手
稿，也不是早期在曹雪芹亲友之间传阅评
点的本子，但由于这些本子保留了早期古
抄本的基本面貌，保留了大量的脂砚斋等
人的批语，因此它们对于我们研究曹雪芹
的创作、研究《红楼梦》的成书过程、探索
《红楼梦》‘迷失’的内容、整理出最为接近
曹雪芹原著面貌的本子，都具有极大的价
值。”张庆善讲道，“《红楼梦》前 80回是曹
雪芹写的， 后 40 回不是曹雪芹写的，后
40 回的一些描写显然不符合曹雪芹原
意，譬如贾宝玉的结局、史湘云到底与谁
结了婚、花袭人的结局、林黛玉是怎么死

的等等，这些问题，现存的古抄
本也为我们保留了许多珍贵线
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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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江受降纪念坊

芷江受降纪念坊位于怀化市芷江县城 3.5 公里的七里桥村，原是中华民国
空军司令部群力礼堂，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 月 21 日至 23
日国民政府在此举行受降仪式。

芷江受降纪念坊建于 1946年 2月，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标志，为中
国惟一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建筑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历史见
证，是全球六座凯旋门（罗马、柏林、米兰、巴黎、芷江、平壤）之一。坊上嵌刻有蒋
中正、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于右任、孙科、王东原、居正等军政要人的题词和
《芷江受降坊记》206字铭文。 坊上铭文的文采、对仗、用典有着耐人寻味的赏析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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