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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兼军人家庭，从小受
到的教育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好知识，成
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记得 1965 年刚上小学
时，老师就教育我们要树立远大的理想。

最初，我的理想是要当一名飞行员，因为
觉得开着飞机遨游天空很神气。后来父亲出差
买回的《十万个为什么》和《动脑筋爷爷》使我
着了魔，也改变了我的理想：当一名科学家！

尽管当时我还不理解科学家的内涵，但在
我幼小的心灵中，“科学家”是一个神秘又神圣
的称呼。

一个铭刻在我心灵的日子

我的小学和中学阶段是在停课又复课、
“学工学农”和父母单位的战备搬迁的特殊年
代度过的。

1975 年高中毕业时，我们班里大多数同学
都下乡了。因为我姐姐已经下乡，根据当时“知
青下放”的政策，我可以留城等待分配。这样，
我在家等待了 3 个月后，被安排在长沙工学院

（即现在的国防科技大学）第一学员食堂当学徒
工，协助采购。这个岗位不仅需要小学的数学
知识———能理清楚肉票、粮票等各种票据，更
需要体力———常常要把装有三四百斤食材的
三轮车推上坡。

关于上大学，当时的政策是，只有优秀的工
农兵才能被推荐上大学（1973 年大学恢复招
生）。那时的我虽然在工人岗位上工作，还是学
校第一食堂的团支部书记，按理说只要努力工
作，满三年就有机会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但
前提是要有推荐指标。据了解，我工作的单位从
1973 年开始就从没有被分配过任何推荐名额。

大学梦越来越渺茫。儿时的梦想破碎了，
我彷徨过，痛苦过，一晃两年过去了。

一天早上，我采购完食材回来，正在窗口
帮助其他师傅卖饭，班长过来通知我八点到大
礼堂开一个适龄青年的会，说头天忘了告诉
我。我问班长是什么内容，班长说他也不知道。
我心里便一直疑惑着。

来不及吃饭，收拾好锅碗瓢盆后我便匆匆赶
往礼堂。还记得深秋的路上铺满了金黄色的落
叶，冷风习习，已经能感到一丝寒意。一路上有人
骑自行车，有人步行，都是赶往同一个地方。

到了大礼堂，门口已经挤满了参会的人，
说的是适龄青年，可多半是四五十岁的父母级
别的人，因为适龄青年大多在乡下接受再教
育。大家已经议论纷纷，说要恢复高考了。

会议准点开始，主持人宣读的不知道是中
央文件还是报纸，大意是今年恢复中断十年的
高考……会场一阵欢呼雀跃，掌声如雷。我跟
大家一样激动，感觉血液涌上了脑门。

那一天是 1977 年 10 月 21 日，一个铭刻在
我心灵的日子。

儿时的大学梦终于有机会实现了，恢复高
考招生深深鼓舞着我这个小工人———大学的

“列车”就要开过来了，高考这道“检票口”公平
地摆在我们面前，我能拿到“车票”登上这趟

“列车”吗？我充满了期盼。

依然坚守工作岗位

开完会，我满心欢喜地回到了食堂，大家
都在忙着洗菜切菜，班长也没问我开的什么
会，这里似乎与恢复高考没有任何关系。原想
向班长“汇报”一下会议精神，可看到这个场
景，我张了张嘴没有说出来，换好工作服又投
入到紧张的劳动中。

晚上 8 点回到家，父母正坐在餐桌前等着
我，桌上摆着我最爱吃的炒鸡蛋和油炸花生
米，看来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件重要的大事了。
说实在的，自打工作以后我便很少在家吃饭，
难得有这种机会。

匆匆吃完饭，我便和父亲一起在家翻箱倒
柜地找书。教大学英语的父亲找了一堆英语书
籍和英语字典后就出门了，尔后我把高中的书

都找出来并分门别类地摆好。
我把数理化翻了翻，感觉似曾相识，而语文

和政治在我们那个年代似乎就没有分清楚过，
反正语文作业写大批判的文章，我总是写不好。

父亲很晚才回来，原来他去打听并想找点
复习资料。但是当得知这次恢复高考外语不考
的消息时，他也就失去了与别的家长“交换信
息”的条件，更别说获得什么复习资料了。

第二天采购完食材回来，班长和其他师傅们
在忙着开饭。等到工作结束，关上售饭窗口，大家
才放下了手中的活。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想找班长
聊聊，希望能得到班长的理解支持，争取让他给
我点儿复习时间。其实就是想说高考前只做好采
购员的工作，负责把一天的食材买回来，其他岗
位的事儿就暂不做了。但看着班长忙完了又在安
排上午的工作，我还是没好意思说出来。想到我
的留城是我姐姐下乡换来的，所以我一直十分珍
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正式工作，平时总是忙完自己
的活后又主动地加入到其他工作中，一直到晚上
下班，这也是我积极上进、主动给自己加的工作
量，现在又怎能因为个人参加高考的事情而往后
退呢？也因此，后来我依然坚守岗位如往常一样，
每天早 4 点到晚 8 点用来工作。而剩余的仅有 8
个小时就是复习睡觉，睡觉复习。

那天晚上下班回家，我和父亲作了简短的
交流。父亲白天到了学校图书馆和市新华书店，
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高考复习用书。其实，所有
打算备考的适龄青年和他们的家长也都在着急
地寻找书和资料。

时间不等人，我把头天晚上找出来的中学
课本又浏览了一遍，并分析了一下自身情况：语
文课本大多是毛主席著作选文、诗词和“梁效”

（“文革”时常在媒体发表“极左”文章的一个笔
名）的文章；理化（物理化学为一科）我似乎学得
还可以，但课本的内容大多是拖拉机、马达这些
农村、工厂实用机器的工作原理，化学元素周期
表我是学了的，而涉及高中物理的力、光、声、电
的知识极少，看来理化这科不找以前的参考书
是不行的；数学应该是我的强项了，看看曾学过
的教材，大多还没忘记。

既要上班，又没有老师，没有同伴，没有资
料，这就是我当时备战高考所面临的挑战。

复习就从数学开始。我花了三个晚上的时
间把高中两年的数学课本复习了一遍，知识点
都没有问题，选做了一些习题，也都会做，于是
信心大增。但眼前最急迫的事是缺少资料。我决
定走出去联系高中同学，与认识的和不认识的
适龄青年交朋友。

终于，我知道一位中学同学手里有一本发黄
了的旧书《1952—1961 年全国高考数学试题》，而
他也答应把这本书借我一天。我如获至宝。一天
时间肯定来不及消化这么多内容，于是我就花了
整整一个通宵把这套高考数学试卷给抄了下来。

接下来我便开始做这套试卷。做了才知道，
一套试卷最多只有 30%左右的会做，30%似是
而非，剩下的 40%知识点没见过。这套试卷从我
的手中继续被传抄下去，从十多个人的反馈来

看，没有一个人能超出 30 分的。

数学考完，周边的座位空了一些

就这样，我上班时认真工作、下班后紧张复
习，在枯燥而有意义的生活中穿行，睡觉似乎都
是奢侈的。

资料也慢慢多了起来，手抄的、油印的，在
适龄青年中互相交换着。一个晚上就在数学、语
文、物理、化学、政治的复习中交替穿梭，思维不
停地转换。复习 20 多天后，我开始有了相对科
学一些的复习方式：一天一科或者适当延长、缩
短某科的时间，合理分配时间，避免打乱仗。

转眼到了高考报名的时间，记得是 11 月下
旬的一天。报名程序要从基层开始。当班长和师
傅得知我要参加高考时，纷纷围在我身边嘘寒
问暖，都想伸出手帮帮我，班长说：“伢子，你每
天只管采购，其他时间复习吧。”此刻我心里充
满了感激，也默默下定决心：尊敬的班长和亲爱
的师傅们，你们是我坚强的后盾，我必须以万分
的努力争取拿到这张“车票”！

后来得知，那些传抄复习资料的适龄青年
好友，10 多人只有 7 个人报名，有的选择了退
出，有的在这期间招工了。

1977 年 12 月 18 日，天气非常阴冷，我心
里哼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骑着父亲的 28
永久牌自行车赶往高考点———长沙市一中，这
是我读初中和高中的母校。

坐到座位后环顾四周，双座课桌都只坐
一个人，左邻右座都还镇静，看来大家都准备
得不错。发试卷时，忽然感觉有点兴奋和莫名
的紧张，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相信自己是最
棒的。铃声响起，打开数学试卷，我眼前一亮，
很顺利且有把握地拿下一道题。到了最后还
剩两道题，很难，没有了思路，但还是坚持

“啃”下去。一道是平面几何题，东比比，西画
画，一条辅助线画上，思路就出来了。搞定这
一题，我心中大喜。最后一道是三角函数等式
证明题，试了几种路径都不行，一看手表只剩
下 5 分钟，我只做了一半，其实考完后冷静思

考，这道题自己也是会做的。
数学考完，周边的座位空了一些。那个年代

学的语文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也许更像政治。
记得高考作文的题目是《心里有话向党说》，复
习时曾练习写过一篇作文《科学的春天来了》，
这篇文章稍作修改正好是我想对党说的话。当
时我是由衷感谢党给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天窗，
该说的都是真真切切的期盼和感谢，作文应该
给个高分吧。后来的理化考试，每道题也都做完
了，至于正确与否也不太清楚。

回想 50 多天的备考，我感觉到人的潜力是
无限的，要想做成一件事，必须坚持才能发挥出
你的潜力。那些高考教室的座位如果不空，你继
续坐下来，奇迹是可能出现的。

这张“车票”是真的

参加完高考，考生们又都回到了原来的地
方，到乡下，到工厂，在深冬的寒冷中等待消息。
我也继续着早四晚八的工作。

1978 年 1 月，我拿到了参加体检的通知，
同时可以填报高考志愿。体检过程非常严格，但
每个环节医生都是那么和蔼可亲。大学招生简
章不像现在有那么厚厚的一本书，全部的学校
和专业就登在一张《湖南日报》上，每个专业没
有招生名额，简单明了。当时重点大学和普通大
学可各报三个志愿。父母把选择志愿的权利交
给了我自己。我报的三个重点志愿是：长沙工学
院（1978 年改名为国防科技大学）自动控制系、
北大数学系和湖南大学数学系。

参加完体检，填报了志愿，离我的大学梦又
近了一步，这趟“列车”我能登上去吗？我的心里
还是有点忐忑不安。

2 月 3 日那天，上午 10 点左右，邮递员骑
着绿色的自行车来到食堂门口，大声喊着我的
名字，说有挂号信！几乎所有的人都跑出门去。
我在给邮递员签字的时候，一位师傅拆开了挂
号信，把信封扔给了我，大家传阅着，欢呼着，从
信封的落款，我知道我被第一志愿录取了。等大
家传阅完，我捧着神圣的通知书看了又看，确认
这张“车票”是真的。中午班长破例增加了一盘
炒鸡蛋。午饭后，我便急冲冲赶去了父亲的教研
室和妈妈的工厂，把喜讯与父母分享。

春节后，我办完了团组织关系和相关手续，
满怀激情地来到了我的学校我的系。当然，我是第
一个报到的，作为新集体的一员协助学生队长迎
接来自四面八方并将共同生活四年的同窗。

闲暇之余，我还是有一点点遗憾，如果我的
家不在校园或者我不填报这个学校，也许我也
会怀揣着“大学车票”，真正地坐一次火车或汽
车奔向远方的大学。

回首 40 年前那场高考的经历，我心存感
激———感谢这个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感谢在
特殊年代仍然辛苦付出、不倦教学的老师们；感
谢曾一起工作并支持和帮助过我的老班长和同
事们；特别要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一直给予我
默默的支持和不断的鼓励。

高考这一段经历，痛并快乐着。在我后来的
工作中，这段经历始终是我向上的动力。

《诗经·周颂·小毖》是《诗
经》中很重要的一篇。与《诗
经》 众多作者不详为佚名不
同，这篇作者明确是周成王姬
诵，而开篇“予其惩，而毖后
患”，就是成语“惩前毖后”的
原始出处。当年延安整风运动
中，毛泽东主席“惩前毖后，治
病救人”的管理思想深为人
知，看来也是得益于主席在诗
三百等国学方面深厚的功底。

《小毖》中提到好几种动
植物名称，诸如“荓蜂”“桃虫”

“蓼”等，其中尤其以“桃虫”难
为理解。对于“桃虫”，《尔雅·
释鸟》注释为“鹪”，《尔雅注
疏》 中郭璞进一步注释为：

“鹪，桃雀也。俗呼为巧妇。”陆
机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中则明确为鹪鹩：“今鹪鹩是
也。微小於黄雀，其雏化而为
雕，故俗语鹪鹩生雕。”这个说
法将褐头鹪莺之类的野鸟剥
离出去，“鹪鹩”这个名称也一
直被沿用至今。

鹪鹩，按照现在的科学分类系统，属于雀
形目鹪鹩科。这个科有 17 属 80 种，但在中国
仅有鹪鹩（ ）一种。鹪鹩
的分布很广，中国多数省份可见之外，东亚、
东南亚及欧洲等地也有分布，这从其英文名
Eurasian Wren 可见一斑。我国常见的鹪鹩有
7 个亚种，多数为留鸟，但在华南、华东沿海
一带为冬候鸟。

《小毖》中说，“肇允彼桃虫，拚飞维鸟。”
这个意象有点像西方文化中的丑小鸭的故
事，只是看起来不太科学。如果说有什么可能
性的话，那就是这类鸟或许会被杜鹃类野鸟
如鹰鹃所寄生，毛诗中所说的“鹪鹩生雕”，很
可能是看起来有点像是猛禽的鹰鹃而已。

鹪鹩与杜鹃之间，确有很多科学故事可
言。澳大利亚有种鹪鹩甚至进化出特殊的叫
声作为密码，以选择性喂养自己真正的幼鸟。
撇开科学性不谈，这个故事倒是很有励志的
一面。晋代的博物学家张华更是因作《鹪鹩
赋》而引起人们关注，从不知名的文人迅速成
长为国家重臣，可谓现实版的“鹪鹩生雕”。

古人对于鹪鹩赋予的文化思想意义当然
不仅仅于此。《庄子·逍遥游》便借许由名有
云：“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告诫后人要
限制欲望，知足常乐。晋朝的“药神”葛洪也
在他的《抱朴子》内篇、外篇等著作中多次提
到鹪鹩一名，多是取其平凡低调之意，如《抱
朴子·备阙》中的“挑耳则栋梁不如鹪鹩之
羽”，以及《抱朴子·广譬》中的“化鯤不凌霄，
则靡殊于桃虫”。

唐宋诗词中，很多著名诗人的笔下也都
有鹪鹩的身影出现，比如唐代李白之“本与鹪
鹩群”，白居易之“穷则为鹪鹩，一枝足自容”。
宋代宋祁之“鹪鹩自有志，不羡帝梧枝”。其
中文化意象，皆自此一脉相承。可以说，这些
诗人文豪的心底，原来都深藏着一颗无为自
足的“鹪鹩心”。

鹪鹩的平凡是有其生物学基础的。从体
型来看，鹪鹩个头很小，和麻雀差不多甚至更
小一点，一般仅在 10 厘米左右，陆机“微小于
黄雀”的描述与之相符。从羽色来看，也是以
黯淡的灰褐色为主，很像是山野间枯黄的树
叶。鹪鹩很活跃，几乎一刻也不停歇地四处
觅食，但是一般并不高飞，只是在地表约 1 米
左右的高度掠过，不注意的话确实也不太容
易看到。

古时候鹪鹩曾有一个俗称为“巧妇”，一
般看法是因为鹪鹩不仅个头小，而且编织的
巢也是非常精致，故称为巧妇鸟。也因此衍
生出另外一个成语“鹪巢蚊睫”，是极言细微
之意。这个成语出自《晏子春秋·外篇下十
四》，在张华的《鹪鹩赋》中也有提及。

鹪鹩以昆虫为主要食物，倒也与其“桃
虫”一名基本吻合。实际上，鹪鹩也喜欢在沼
泽地摄食芦苇中的虫子，所以也有“芦虎”的
称呼。但是“芦虎剖苇”尚有别的解释，也有
可能是大苇莺等鸟类。只是当下鹪鹩的这一
食虫特性倒成了一些所谓“鸟类摄影大师”们
的可利用之处。

在北京植物园等地，时常可见一群群拿
着长焦大炮的“拍鸟大爷”们，围坐在用面包
虫布置的景观周围，享受他们所谓的批发大
片时刻。只是在他们“拿片走人”之后，现场
往往一片狼藉。这种诱拍行为，对于鹪鹩来
说，应该不是什么好事，很可能会导致鹪鹩对
外界危险警惕性的降低；短期内食物成分的
单一化，也改变了它们的食物结构和比例，鹪
鹩能否顺利应对今后气候和疾病的挑战，具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西洋镜

盂榆少年范国滨

那一年，我赶上了“早班车”
范国滨

范国滨

院士忆高考 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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骐骥志千里，鹪鹩巢一枝。 张叔勇摄

唐宋诗词中，很多著名诗人的笔下也
都有鹪鹩的身影出现，比如唐代李白之
“本与鹪鹩群”……可以说，这些诗人文豪
的心底，原来都深藏着一颗无为自足的
“鹪鹩心”。

很多年来的研究都显示，一个人在家庭中的
出生顺序会对其性格产生影响。最近，英国一项
研究指出，出生顺序的影响不止于此，它还与一
个人的职业选择有关系。

为了研究出生顺序与职业选择之间的关系，
一组统计学家随机挑选并分析了来自 11 种不同
职业的超过 500 位成功人士的样本，发现出生顺
序位于中间的子女成为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概率
比其兄弟姐妹高出 30%。

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成长过程中
需要博取关注，从而发展出更适合竞争、头脑灵活
和善于交际的性格特征，让他们更适合成为具有雄
心壮志、思考能力和较高管理水平的领导角色。事
实上，马克·扎克伯格、艾伦·休格和比尔·盖茨的出
生顺序都位于中间。此外，研究人员发现，这类子女
成为奥运会冠军的概率也比其他人高出 41%。

“这项研究显示，出生顺序对一个人以后担
任不同的职业角色有着重要影响。总体来看，较
典型的案例数量远远超过一些例外。”该研究组
负责人、心理学家艾玛·肯尼解释说。

有趣的是，研究人员还发现，大多数航天员
都是家中最年长的子女，最著名的例子要数巴

兹·奥尔德林和尼尔·阿姆斯特朗。此外，年长的
子女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几率更大，比如史蒂
芬·霍金和蒂姆·伯纳斯·李。

同时，家中最年幼的子女从事古典音乐相关
职业的可能性要高出 50%，比如约翰·塞巴斯蒂安·
巴赫和莫扎特，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性格敏感，更
理想化”。这项研究结果显示，独生子女更可能成
为艺术家，因为他们是“完美主义者，且性格成熟”。

在英国，平均每个家庭有 2.44 名子女。研究
人员发现，家庭规模的大小也对子女职业选择有
影响，比如科学家更多地来自大家庭，而不是规
模一般的家庭。

人们夸赞灵气逼人的眼睛，常常会说：“这双
眼睛会说话。”最近，一项研究表明，一个人的眼
睛确实会透露一些秘密。

今年早些时候，有科学家借助机器学习算法
发现了人的性格与其眼球运动之间的关系。比
如，好奇型性格的人眼睛四处看的频率更高，开
放型性格的人盯着抽象图片的时间更长，神经质
型性格的人眨眼更快，尽责型性格的人瞳孔更频
繁地扩大和缩小，乐观型性格的人则会花更少时
间看消极、情绪化的内容。

之后，科学家用一项人工智能新技术追踪和
分析了 42 名学生的眼球运动情况。最近，他们宣

布了研究结果。研究人员称，他们公布的这项新
技术可以识别出人们五大基本性格特征中的四
种，即随和型、尽责型、外向型和神经质型，对于
开放型性格则无法作出判断。

研究人员指出，这一发现能够增进人与电脑
之间的互动。如果电脑能解读一个人的性格和想
法，那它就能据此采取相应行动。

这项研究是由一个国际化研究团队进行的，
研究人员分别来自澳大利亚的南澳大学、福林德
斯大学，德国的斯图加特大学和麦克斯·普朗克
信息学研究所。

“人们总是在寻求完善的个性化服务。”该研
究团队首席研究员、南澳大学高级讲师托比亚
斯·勒切尔说，“然而，现在的机器人和计算机没
有社交意识，所以它们不能适应非言语性的提
示。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改良机器人和计算机的
机会，让它们变得更自然，更善于解读人类的社
交信号。”

不过，也有人表现出了对该类研究的担忧，
认为这一发现有侵犯隐私之嫌，可能会导致定向
广告的全面升级，网站也因此会得到浏览者极为
私密的个人性格信息。 （艾林整理）

研究显示 出生顺序影响职业发展 追踪发现 眼球运动透露性格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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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 12 月参加高考，1978 年
进入国防科技大学自动控制系学习。
现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总工程
师。在高能激光技术攻关、系统工程
化和装备研制等方面取得了多项创
新性成就，在我国高能激光技术和工
程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获国家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2 项、三
等奖 2 项，“高新技术装备建设发展
工程”重大贡献个人奖及金质奖章、

“周光召技术创
新奖”等。2017
年当选中国工程
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