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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六年， 我就读于北京女八中，
也就是现在的鲁迅中学。当时女八中的
校长王季青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她指
导全校师生上好劳动课，令我们受益终
身。

劳动课的内容丰富， 帮厨是一大
项。 所谓帮厨，就是到食堂帮着大师傅
做午饭。当时不少同学都在学校的食堂
吃中午饭，我们上劳动课时，便抽出一
组到厨房去帮忙。 那是一段快乐的时
光，我们择菜、洗菜、切菜，毕竟没有精
细的刀工，切成块儿或者切成段儿就算
完成任务。 洗菜是我最怕的活儿，因为
我怕虫子， 一见到菜叶子上有虫眼儿，
就得仔细瞧瞧菜叶里是不是藏着菜虫。

我们还有缝纫课。 学校购置了几台

缝纫机，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学着“轧
缝纫机”，我学会了轧鞋垫、补裤子。 当
时，人们对穿着很不讲究，根本原则就是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我
还练习轧鞋垫，在我的把控下，针头走着
规整的长圆形，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我们最爱干的是“包糖”的活儿。学
校和西直门外高梁桥附近的一个糖果
厂联系，让我们到车间去“包糖”。糖纸、
糖块分门别类，不能乱包，我们还戴着
口罩，像模像样，认真极了。 去年年底，
我和同班同学、电影演员曹翠芬通电话
时还回忆起这件事，她说：“那时候咱们
多规矩呀，一块糖也不敢偷吃。 ”

在女校的劳动课里，开木工活儿的
可能不多，可我们学校有。

这些美好的记忆都是劳动课带给
我们的。这门课既增强了我们的生存能
力， 又使我们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
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明白了自己动手劳
作的意义所在。

一个“人”的教育和培养，如果缺少
了劳动这一课，一定会导致生存能力的
退化。 早年我教美术，课程内容里有雕
刻练习，我让学生带块肥皂，用削铅笔
的立刀刻个小物件。 前十几年，这堂课
上得很顺利，45 分钟总能刻出几件东
西来。 在我退休之前的四五年里，只要
上这堂课，我就担心起来，因为准会有
学生把手划破。

最近我看到报道，说要给学生开设
劳动课，这个做法太好了。

女校的劳动课
□ 孙燕华

日前， 备受关注的长沙垃圾处理新
规公布， 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分类投放
生活垃圾的， 由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可对个人处最高 200 元、单位
最高 5000 元罚款。

回首几千年的历史， 人们围绕垃
圾处理发生了诸多故事， 这些故事也
对当今人们不重视正确处理垃圾提出
警醒。

《韩非子·内储说上》曾记载，“殷之
法，刑弃灰于街者”。 其意思是说殷商时
代，在公共道路上乱倒垃圾是要受刑的。
也有说法是“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
其手”。 近代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历代刑
法考察·律令》 按：“此法太重， 恐失其
实。 ”但不管怎么样，在当时，乱扔垃圾不
是一件闹着玩的事。

战国时期，商鞅实行变法，也采用了
“殷之法”。《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商君
之法，刑弃灰于道者。 ”

即便是到了唐代， 仍对垃圾管理非
常严厉。《唐律疏议》中规定：“其穿垣出
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 主司不
禁，与同罪。 ”

根据历史资料， 对垃圾严格管理的
确有必要。 在汉代以及隋唐时期长安城
的记载中， 可以发现随意排放垃圾对城
市生活带来了极大影响。

汉代，随着城市建设的技术发展，皇
宫内和一些大型建筑群内采用地下排水
管网， 生活污水通过排水渠从宫内排到
城内，由城内排到城外，由城壕汇流到渭
河。 不过，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还没有
如此好的设施。 在长安城内，不少道路上
经常弥漫着各种垃圾和尘土。 所谓“长风
一飘荡，尘沙涨天飞”。

隋代时， 长安城逐渐呈现出国际性
大都市的气象，在隋文帝开皇之治时，长
安城里住着数十万人。 如此众多的人口

生活在城里， 每天必然会产生很多生活
垃圾和人畜代谢物。

史料记载，有的老百姓挖掘大土坑
掩埋垃圾， 任由它们在地下腐烂分解，
结果产生大量硝酸盐之类的毒素，溶于
水并下渗，导致地下水不可食用。据《隋
书·庾季才传》 记载： 长安城“汉营此
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
人” 。

为了摆脱已污染的水源区， 开皇二
年， 隋文帝杨坚在汉长安城东南部龙首
原的南坡（在今西安城及城东、城南、城
西一带），花了 9 个月时间，新建了大兴
城（隋文帝在北周时被封为大兴公）。 同
时，挖掘龙首渠、永安渠、清明渠，并引浐
水、皂水、潏水入城，以解决城区用水问
题。

隋代：因长安城垃圾多而新建都城
□ 赖晨

古代如何处理垃圾（一）

如今人们往往借助古时的
诗词或谚语来表达对师长的感
激之情。 最为家喻户晓的便是
李商隐的那首《无题》：“春蚕到
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
常被后人用来形容教师为学生
操劳、为教学奉献的高尚品德。
白居易在《奉和令公绿野堂种
花》也写道：“令公桃李满天下，
何用堂前更种花。 ”是说裴令公
的桃李学生遍布天下， 哪里用
得着再在门前屋后种花。 杜甫
的《春夜喜雨》 又云：“好雨知
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
夜，润物细无声。 ”以拟人手法

描述雨水对大地默默的滋润， 也常被当代
人用来赞美教师对莘莘学子的培育。

还有很多诗词歌赋以隐喻或转喻的形
式表达了对老师的赞美与敬重。 例如李白
曾作《寻雍尊师隐居》：“群峭碧摩天，逍遥
不记年。 拨云寻古道，倚石听流泉。 花暖青
牛卧，松高白鹤眠。 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
烟。”倾诉了对雍尊师的仰慕之意以及寻访
不遇的惆怅之情。 唐代罗隐的《蜂》 中写
道：“采得百花成蜜后， 为谁辛苦为谁甜”，
也常被用来作为对老师们辛勤教书育人的
赞美。又如清代郑燮在《新竹》 中描写“新
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寓意学
子需要在老师的扶持教育之下茁壮成长、
青出于蓝，从而表达对教师们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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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晓

人们在给学生的祝愿中，往
往会有“金榜题名”“独占鳌头”
之类的祝语。 科举时代，经殿试
由皇帝钦点为进士中一甲第一
名的状元，谓之“独占鳌头”。

传说鳌是古代传说中的神
异之物。 上古时代，老祖宗往往
视传说中的神异之物为保护神，
其中的一种便是鳌。 唐宋时期，
在宫殿门前台阶
上镌刻巨鳌的浮
雕， 所以宫殿又
称鳌宫。

殿试是科举
考试中的最高一
级考试 ，由
皇 帝 亲
自主持，
录 取 的
御 赐 进
士，荣耀之至，在“金殿传胪”大典、“探花宴”
上出尽风头。

明清时的“金殿传胪”，一般于殿试后两
天举行。 这一天，皇帝在太和殿召见新科进
士，进士们个个身着崭新公服，头戴三枝九
叶冠，得意洋洋，分左右两班站在文武百官
后面，毕集于金銮殿丹墀下。

鼓乐声中，皇帝驾到升坐龙椅，群臣山
呼万岁毕， 礼部官员捧出钦定的金榜展开，
由传胪官按榜依次唱名，即宣布考取进士者
的姓名、名次、籍贯。

每唱到一名，由多个侍卫接力高声重复
着从殿内传向殿外，其中状元、榜眼、探花，
均要连唱三遍，以示与众不同。 新科进士听
到传唱，走到中间的御道上站定，向皇帝叩
拜谢恩，成了天子门生。

传唱完毕， 传胪官引导状元、 榜眼、探
花，走到天子座前的阶下迎接殿试榜。 其中
的状元位置居中，且稍前于榜眼、探花，如三
角形的顶角位置，正好站在第一块御道石正
中镌刻的巨鳌头部， 独个踏占在鳌头之上，
这就是“独占鳌头”的由来。

对此，清朝学人洪亮吉的《北江诗话》有
载：“传胪毕，赞礼官引东班状元，西班榜眼
二人，前趋至殿陛下，迎殿试榜。 抵陛，则状
元稍前进，立中陛石上，石正中镌刻有升龙
及巨鳌……以此称独占鳌头。 ”

独占鳌头也就成了状元的代名词，频频
出现在诗词戏曲中，如宋代叶适《蔡尚书挽
词》：“总角都鳌头，老生甘伏膺。 ”元代杂剧
《陈州粜米》楔子：“殿前曾献升平策，独占鳌
头第一名。 ”明朝沈受先《三元记》：“胸中星
斗敛，笔底云烟染，看春闱鳌头许谁先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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