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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理分科最早可以追溯到
清朝末年。 当时传统的私塾已经不能满
足人们对知识和教育的需求了，新式学
堂要怎么办，在当时也是个问题。

20 世纪初， 清朝政府派人出国考
察，效仿法国和德国的教育模式，实行
了“文实分科”，也是最早的文理分科。
所谓“文科”包括历史、文学、外语、地理
等，“实科”包括算学、物理、博物等。 当
然，当时的文科生也和现在一样要学实
科的知识，实科亦然。

清政府针对分科在《变通中学堂课
程分为文科实科析》 中是这样解释的：

“至中学之宗旨，年齿已长，趣向已分，
或令其博通古今以储治国安民之用，或
令其精研艺术以收厚生利用之功，于是
文科与实科分焉。 ”说白了就是学了这
么多年，想报国就学点实用的，没兴趣
就好好搞搞文化，培养下一代。

看似安排得妥帖，操作起来却有很
大的差距，社会上对于“文实分科”的争
议也一直很大，包括分科会使学生的普
通学识欠缺， 从而违背了中学宗旨，而
且很容易造成学生“选择不慎，贻误终

生”的局面。
教育家蔡元培就中学分科提出过反

对意见，他认为当时教育条件、学生素质
都是文科重于实科，对实科的发展不利，
而文科的学生在科学方面的缺乏也让他
们无法适应新时代。 对于大学分科，蔡
先生并不反对，他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
就是这样做的。

在蔡元培等人的努力下，民国政府
在 1912 年取消了中学文理分科，实行通
识教育。 1922 年，中学教育从过去的四
年变成了和现在一样的六年，学生需要
在高中选择是普普通通读书，还是学点
技术方便就业，有点类似现在的普通高
中和职业高中。 普通高中的文理分科经
历了几次反复， 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
前，高中最终还是取消了文理分科。

新中国成立后，人才的缺乏成了一
个大问题，于是在高等教育中引进苏联
的“专业化”模式。

苏联在大清洗和二战期间损失了大
批知识分子，而对展开科技竞赛的各国
来说，各类专业人才都是战略资源。 比
如美国，在二战中就从欧洲引进了大批

科学家和工程师。 为了快速培养专门人
才，苏联采取了文理分科教育，从中学时
代开始，就把学生分为文理科，以便提高
培养效率。

中国对苏联模式的学习，最早是 19
世纪 50 年代对高校进行大合并，将同类
专业院校合并为专业学院， 设立了一大
批工科院校，使教育体制适应计划经济，
为工业化培养人才。

虽然此时高中并没有实行具体的文
理分科，但大学的专业细化得很严重，实
行文理分校，科类单一，行业性非常强。
不同以往， 工业化的社会让理科生变成
了香饽饽。

中学文理分科是在“文革”结束后，
高考恢复后为了培养不同类别的人才，
才再次分文理科考试， 高中教育为了迎
合高考，自然也变成了文理分科。

跟新中国刚刚建立时期相同的背景
是， 国家的现代化更需要科技类的专门
人才，所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
怕” 就成了当时的流行语， 中学的文理
科，一度成为“成绩不好”和“成绩好”的
标志。

中国的文理分科之路
□ 张小羁

书法家用“笔”能书写出甲
骨文的神秘、大小篆的古朴、隶
书的端庄、楷书的秀美、行书的
飘逸……诗人用“笔”能书写出
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放， 小桥
流水人家的婉约， 门前流水尚
能西的平淡……画家用“笔”能

绘画出山川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的百态千
姿———郑板桥的“竹”、齐白石的“虾”、徐
悲鸿的“马”……凡夫俗子用“笔”能涂鸦
出自己一路艰辛所走过的记忆的深浅不
一……这就说明，无论什么人，只要学文
化，你就离不开笔。

那么，你对“笔”了解多少呢？ 让我们
一起走进“笔”的知识殿堂。

“笔”，可能在新石器时期就有笔了，
“笔”字，从“聿”到“筆”再到“笔”，经历了
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笔”字，最开始写
作“聿”，象形，像一只手在握笔。 楚谓之
聿，吴谓之不律（不律：为“笔”之合音，就
是“笔”），燕谓之弗。意思是说，聿，用来书
写的笔。楚地叫它作聿，吴地叫它作不律，
燕地叫它作弗。

“笔”字后来写作“筆”，会意。 林西莉
在《汉字王国》一书中写道：最古老的毛笔
是什么样子，如今我们一无所知，但是很
可能是用竹子修成的，可能把笔杆的一端
加工成柔软的竹丝。 早在周朝人们就给
“聿”字加了“竹”（竹字头）———这一招很
不错。

“笔”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秦
谓之笔，从聿从竹”。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
笔，秦地叫它作笔，由聿、由竹会意。

“笔”字，到了上个世纪 50 年代，才演
变成这个模样———“笔”。 有据为证。 林西
莉在《汉字王国》 一书写得非常清楚：20
世纪 50 年代文字改革的时候， 人们取消
了最初“筆”字中表示笔的部分，代之以
“毛”。 改得不错：笔仍然是由竹子和各种
动物毛制作成的。此外简化的“笔”字也有
很长的历史。

“笔”字就是由原来的“聿、筆”演变成
了现在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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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牙膏尚未发明、医疗技
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古人由于
缺乏科学的口腔保健意识和
习惯，口腔清洁不彻底，所以
很多人都有严重的口臭。

古人当然也意识到这一
尴尬问题，所以他们发明了不
少去除口臭的妙方，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就是口衔鸡舌香。

鸡舌香又名丁香。可以健
胃消胀、促进排气，抑制因胃
火上升或牙周炎等疾病引发

的呃逆、反胃等症状，还能抑制细菌及微
生物的滋长，减轻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增
强身体的抗菌能力。 更重要的一点是，
丁香香味浓烈，所以，它也是古人化解口
臭的良药。

东汉桓帝年间，有一位名叫刁存的
老臣，他有严重的口臭却不自知，所以每
当他近距离向桓帝奏事的时候，桓帝常
被熏得眉头紧皱。

有一天，桓帝实在忍无可忍，便赐了
一枚果实给刁存，当即命他含到嘴里，目
的当然是去除刁存那严重的口臭。 可刁
存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吃下去后觉得
味道辛辣刺鼻，他还以为是毒药，但又不
敢吐出来，只能一直含着。 退朝回家后，
刁存以为自己快死了，匆忙与家人诀别。
此时恰逢同僚来访，感觉此事稀奇，便让
刁存把“毒药”吐出来。 吐出之后，同僚
只闻到一股浓郁的芳香，才发现刁存的
口臭竟荡然无存。 原来，桓帝赐予刁存
的所谓“毒药”， 其实是名贵的上等丁
香。

此后，朝廷官员面见皇帝奏事或对
答时，都会在嘴里含上一枚丁香，以免给
皇帝留下不好的印象， 影响自己的仕
途。

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记
载道：“三省故事郎官口含鸡舌香，欲奏
其事，对答其气芬芳。 此正谓丁香治口
气（口臭），至今方书为然。”一直到明清，
口含丁香避口臭、增芳香，依然是朝臣和
士大夫们的日常之事；文人雅士以丁香
赠友，也成了常见的礼节。

可见，含丁香治口臭，不仅源远流
长， 且方法类似于现在的嚼口香糖。 因
此，也有人趣称丁香为“古代口香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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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坐标 老 司 城 遗 址
老司

城遗址位
于湘西土
家族苗族
自治州永
顺县城东
的灵溪镇
老 司 城
村， 是南
宋绍兴五
年至清雍
正六年永
顺彭氏土
司 的 政
治、经济、
军事、文化中心。

老司城分内罗城、外罗城，有纵横交错的八街十巷，人户稠密，市店兴
隆，史书有“城内三千户，城外八百家”“五溪之巨镇，万里之边城”的记载。

老司城是土司制度的物化载体，是中国古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的
活标本，于 2001 年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0 年 9 月
老司城遗址被列入中国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录。 2015 年 7 月，
永顺老司城遗址与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屯土司遗址联
合代表的“中国土司遗产”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晓晓

品史 世界名画里的战“疫”史（三）

载入史册的《拿破仑视察雅法鼠疫病院》
□ 杨帆

《拿破仑视察雅法鼠疫病院》

1665 年至 1666 年间，伦敦大瘟疫
导致 8 万人死亡， 相当于当时伦敦人
口的五分之一。 这次疾病后来被确认
为是淋巴腺鼠疫，一种由鼠疫杆菌造
成并以跳蚤为载体的细菌感染。 丽
塔·格利尔的这幅《大瘟疫》描绘了伦
敦大瘟疫期间的悲惨景象：“所有的
店铺关了门， 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
路旁长满了茂盛的杂草。 城内唯一能
够不时打破沉寂的工作，便是运送尸

体。 每到夜晚，运尸车咕隆咕隆的车
轮声和那哀婉的车铃声，让人听了毛
骨悚然。 ”

还有一幅关于瘟疫的名画能载入
史册，这幅名为《拿破仑视察雅法鼠疫
病院》 是画家安·让·格罗根据 1799 年
拿破仑东征叙利亚途中的史实制作的。
《拿破仑视察雅法鼠疫病院》 的画面极
具史诗感，细节刻画惊人的细腻。 拿破
仑和他的军官们位于画的中央，左右有

两组鼠疫病人，前景则是隐没在暗影中
的重病员，画家把建筑的透光集中于右
方，以突出拿破仑形象。 左边人物中有
个垂危者正挣扎着，激动地想抬头看一
眼统帅。 这种强烈的情感和拿破仑的冷
静与严肃形成鲜明的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