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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语迎春 清宫文物特
展”中的红地喜字盘

“吉金铸史———青铜器里
的古代中国”展览

奋斗的人生最幸福
卢春房

本报与湖南大学党委宣传部、湖南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 院士忆高考 50

我参加“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并考入西
南交通大学，至今已过去 40 多年。从高考到
上大学，我的经历与众不同。回忆起来，深感
自己是同龄人中的幸运者，是改革开放的受
益者，是社会巨变的见证者。

两次赶考

我 1956 年 5 月出生于河北省蠡县的农
村，6 岁上学，五年级时赶上“文革”开始，所
以，我初中、高中都是上的社办中学，没有多
少时间是真正在上课的。好在我们校长敢于
抓教学，加上还有两三个水平较高的老师，因
此，也算是给我打下了一定的文化基础。

高中毕业后不久，我参军入伍，在铁道兵一
师（以下简称铁一师）机械营当了一名修理工。

当时，我内心还是很盼望能够继续上学
深造的。庆幸的是，1977 年，幸运女神还真的
向我招了手，而且是两次招手。

一次是在 6 月份，铁道兵工程学院招生，
那时是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铁一
师推荐了 32 名战士，学院出题考试按成绩高
低录取前 16 名。我超常发挥，考了 100 分，本
应被录取，但铁一师干部科负责人认为以我
的成绩可以推荐到地方名牌大学，因此没让
我走。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沮丧。这一次我与大
学擦肩而过。

第二次是在 11 月份。那年 10 月当听到
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是既高兴又担忧。高兴
的是，若能参加高考，就可以试试自己的能
力；担忧的是，部队不一定让我参加考试。那
段时间我很焦虑，内心烦躁不安，一直到 11
月 14 日我才接到让我到师部所在地湖北均
县参加考前复习的通知。

当时，全师参加复习的有 21 人，编成了
一个班，我当班长。带领我们复习的一个老工
程师说，考理工科的不用复习语文，因为语文
分数只作参考。因此，我们的 20 天时间全部
用来复习数理化和政治，而我因为中学时老
师化学讲得少、我掌握的化学知识也很少，就
把复习重点放在化学上。这样一来，我的复习
就偏离了方向。

12 月 3 日、4 日是湖北省统考的日子。第
一天考理化和政治，我感到没有考好，丧失了
信心，晚上便约一个战友去看电影。看电影回
来后受到老工程师的批评，并要求我鼓足勇
气，把后两门课考好。我只好重振信心，坚持
考完。

考完后，我自己感觉成绩可能很差，因此
较为郁闷。接下来的体检更使我不开心，因为
医生说我有心脏病，我解释是感冒引起的心

脏杂音，医生不信，还是给我写上了“心脏
2-3 级杂音”的字样。我说写就写吧，反正我
也考不上。师干部科负责人知道情况后专门
找我谈话，希望我不要灰心，明年再考。我垂
头丧气地回到营里，营长安慰我说，没考上不
要紧，营里缺干部，可以考虑提干。

不过，当时我虽然感觉自己考得差，但内
心仍然存有一丝希望。

到了来年 1 月，有一天师干部科通知我，
说我考了 200 多分，这分数不但够录取线，而
且够重点线。我当时高兴得立即跑到营部告
诉了营长，营长也高兴地请我到他家吃饭。

然而，我的高兴劲还未过就被泼了冷
水———体检时的心脏 2-3 级杂音问题。省招
生办说 2 级没问题，3 级不能上学，让我重新
体检。营里只好派车把我拉到师医院，医生听
了听，问我考上没有，我说考上了，医生说考
上了还有什么杂音，1 级也没有！医生当即为
我开证明。可见当时大家对能上大学的人是
多么爱护。当然，他听后也确定没有杂音。

2 月，我顺利地被西南交通大学录取。3
月 7 号，我入学报到，学习铁道工程专业。

两班班长

因为我有党员、军人的身份，入学后我被
铁道系指定为铁 77-1 班班长。我们班共 32
人，最大的 32 岁，最小的 17 岁。当时没有班主
任，班里的事情主要由班长管，所以我经常到学
校去为困难同学申请蚊帐、凉席等生活用品，也
经常听取老师们对我们的意见和要求, 以便有
针对性地搞好班里的日常管理工作。

学校为了培养师资力量，在 77 级学生中
选拔了几十人到数学师资班，其中包括铁
77-2 班班长。二班同学比较活跃，系里为加
强管理，就把我调到二班当班长，当然是经过
了选举程序。我们那一届在两个班当过班长
的学生大概我是唯一一个。

在学校里，同学们非常珍惜上大学的机
会，也知道自己基础较差，因此，大家都是夜
以继日地学习，对知识的追求如饥似渴。学校
为了保证大家的健康，采取了晚上 11 点统一
关灯的措施。但点蜡烛、打手电筒学习的仍大
有人在。

我们学校坐落在峨眉山脚下，没有围墙，

农民的耕牛经常从学校路过，同学们戏称老
牛陪伴上学堂。峨眉山风景秀丽，周末我们有
时去清音阁、万年寺等地游览，大自然的美赏
心悦目，陶冶了我们的情操。我们的住处离报
国寺只有一公里多，因此，我们去报国寺最
多。在报国寺，我曾触景生情写下“报国寺前
誓保国，峨眉山下扬剑眉”的誓言以抒发情
怀。有时我们会带上一本喜欢的书在优雅的
环境中细细品读，感觉受益颇多；有时几个同
学边喝茶边海阔天空聊这聊那，惬意无限，这
种情况在毕业前居多。

学校附近的马路桥小饭店是我们打牙
祭、享口福的地方，3 角 5 分钱一份的回锅肉
真是香啊，至今还让我回味无穷。

老师们对我们这一届学生格外重视，他
们讲课时总是准备充分、情绪饱满。记得上数
学课时，沙老师在黑板上随手画一个大圆，与
圆规画出的图形分毫不差，赢得同学们一片
赞叹声。

从大三开始，我们有了班主任庞老师。庞
老师不仅关心同学们的学习、生活，还逐一了
解同学们的家庭情况、个人打算，帮助大家化解
难题，为大家的分配出谋划策，她也因此赢得我
们的普遍尊重。多数同学至今仍与她保持着
联系，而她见到我们也都能叫出名字。

大学同学的感情是最纯洁、最真挚的。我
们班同学相处得很和谐，心也很齐，为了争当
先进班级，大家在学习上总是相互鼓励和帮
助，最终实现了目标。

我学习时能认真听课，按时完成作业，但晚
间不太去教室自习。我的优点是临时记忆好，考
试前下两三天功夫，便能考出不错的成绩。4 年

大学时间，我们系 77 级只有 3 个人被评为三好
学生，我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的考试
成绩没有一门低于 85 分的。毕业设计答辩时，
专业课老师们集体研究后给了我 92 分———全
年级最高分，实际上这也是对我的期望。

毕业时我特别想到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做科研工作，但我是军人，只能回部队。所以，
我成为我们学校唯一一个既没有填报考志
愿，又没有填分配志愿的学生。

两线指挥

幸运的是，回到铁一师后，我正赶上国家改
革开放大发展的好时机，先后参加了兖（州）石

（臼所）、大秦、京九、内昆等铁路的建设。
让我感情最投入、印象最深刻的是青藏

铁路和京沪高铁。这两条铁路线的建设，技术
难题多、社会影响大，恰恰我都担任建设总指
挥部指挥长（即总指挥），为此我付出了许多
的心血和汗水，当然，我也收获了许多的经验
和荣誉。

如今，每次乘坐青藏铁路和京沪高铁，我
都会有别样的感情———每经过一个车站、一座
特殊桥梁，我都能回忆起建设时的故事，每次我
都激动地给同行人讲述那些感人的故事……

回首往昔，没有 1977 年恢复高考，就没
有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的事业；没有改革开放，
就没有我的工作成就；同样，没有个人的努
力，我也会一事无成。习总书记讲：只有奋斗
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在良好的社会
环境下，只有奋斗，才能有所成就，才能得到
幸福，才能最终圆梦。 （卢宇 张佳佳整理）

卢春房

1977 年 12 月参加高考，1978 年
3 月进入西南交通大学学习。长期从
事铁路建设管理和科技创新工作，是
中国高速铁路建设的实际组织者。组
织建设我国高铁路网骨架，创立高铁
建设标准化管理模式和动态施工组
织方法，组织高铁技术一体化自主创
新，建立我国高铁设计标准体系，研
制 CRTS-Ⅲ型无砟轨道系统等。先
后任大秦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京九
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内昆铁路工程
指挥部、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京
沪高速铁路建设总指挥部的指挥长，
铁道部副部长，中国铁道学会第七届
理事会理事长。发表多部研究专著，
获多项发明专利授权。获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特等奖、中国铁道学会科学
技术奖特等奖、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等荣誉。2017 年当选中
国工程院院士。

▲卢春房（后排左
二）与大学同学在
峨眉山留影

卢 春 房
（左）与同学
讨论问题

眼看新春佳节就要来临，今年春节，您不妨走进博物
馆，看展览、赏文物、品美食，感受别样的年味儿———

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年
2019.1.8~2019.4.7
故宫博物院

春节期间，故宫博物院破纪录地
展示近千件文物，恢复多种昔日皇宫
年节习俗，首次为观众呈现出一个充
满喜庆年味的紫禁城。

在午门正楼和东西雁翅楼展厅，
“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年”特
展，共展出文物 885 件（套），以“祈福迎
祥、祭祖行孝、敦亲睦族、勤政亲贤、游艺
行乐、欢天喜地”六大主题，全面展现清
代宫廷过年习俗。西雁翅楼“祈福迎祥”
展示的是过年不可或缺的节物，不仅包
括岁朝图、宫灯等富于宫廷特色的器
物，还可以看到康熙、雍正、乾隆、嘉
庆、道光五代皇帝书写的福字。

为展示皇帝与宗亲、后妃分别宴
饮的场景，展览参照乾隆四十八年

（1783 年）膳底档的记载，仅还原这一
场景，就动用了 100 多件文物来呈现
宗亲宴上的金龙大宴桌壮观场景。此
外，在整个紫禁城开放区域，都有按照
清宫旧俗复原的年节装饰———道道宫
门张贴着年画和春联，长长廊庑悬挂
着各色宫灯……观众只要走进紫禁
城，就能感受到浓浓的年味。

虎鎣：新时代·新命运
2019.1.29~2019.3.1
中国国家博物馆

2018 年 11 月，备受关注的流失海
外百余年的西周青铜“虎鎣”回归祖
国，并由国家文物局划拨国家博物馆
收藏。春节期间，“虎鎣：新时代·新命
运”展览首次亮相。经专家研究鉴定，

“虎鎣”为西周晚期文物，具有重要的
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虎鎣”原为清宫旧藏，1860 年被
英国军官哈利·埃文斯劫掠后由其家
族收藏。2018 年 3 月，“虎鎣”即将在英
国拍卖的消息传出，国家文物局立即
开展多方面工作，推动“虎鎣”追索返
还祖国。4 月底，境外买家表示愿将

“虎鎣”捐赠给国家文物局。在党中央
的高度重视与文化和旅游部的直接领
导下，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英国使
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稳妥有序地开
展“虎鎣”的鉴定接收工作。11 月 23
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人员终于安
全顺利地将“虎鎣”运回北京。

本次展览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鲜有

的以单一文物为主题策划的主题展
览，全景式展现了“虎鎣”本身的器物
特点和流传历史。

书香辞岁 金猪迎春
2019 年春节期间
中国国家图书馆

作为讲述和展示中国历史文化不
可或缺的窗口，国图结合优秀传统文
化，挖掘馆藏资源，借助线上线下平
台，策划推出了一系列春节活动。

国图自 2010 年以来，已经连续 8
年在大年初一举行馆长拜年活动，今
年 2 月 5 日上午 9 时，馆长及相关负
责人还将在总馆北区二层大厅迎接己
亥猪年首批读者的到来，向读者拜年、
致以新春问候。

2 月 4 日至 10 日《四库全书》库房
西侧遮光帘将再次打开，读者透过玻
璃，穿越时空与文津阁《四库全书》近
距离面对面。

自 2 月 5 日起，国图将开展“猜灯
谜过大年”活动。2 月 4 日至 10 日每日
上午 10:00，国图少年儿童馆将组织小
读者写福字、画门神、画脸谱、做花灯、
剪纸，观看新春影片。

除了线下活动，国图还有一系列
线上互动体验活动。2 月 1 日起，国
家图书馆将推出升级版的“每日课
堂”在线栏目。读者登录国家图书馆
官网，足不出户即可了解国图的资源
和服务。

国图官方微信服务号将正式上
线，关注此号可以实现“与实体读者卡
的绑定”“二维码读者证生成”“书目查
询”“我的借阅历史查询”等功能。

1 月 30 日至 2 月 20 日，国图官方

微博、微信公众号同步发起“经典伴我
回家路”阅读分享活动。号召读者在回
家旅途中重读经典，分享阅读感悟，形
成健康向上的全民阅读风气。

家和年丰———猪年生肖文化展
2019.1.29~2019.3.17
首都博物馆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农历己亥猪
年，首都博物馆策划了“家和年丰———
猪年生肖文化”展。本次展览按“生生
不息”“风调雨顺”“岁岁今朝”三个单
元的结构，选取了首都博物馆六十组
件馆藏文物，作为不同时代经济基础、
观念形态、情感表达的载体，向观众展
示中国历史中多维度的猪文化。

“本次展览注重增强互动性，还加
入播放小猪佩奇的英文原片。”展览设
计师李光远介绍称，除了体现猪文化
的历史传承，在展览设计中通过彩色
立体化装置的添加，通过文物、图片、
文字说明、场景互动、多媒体播放等多
种方式展现新时代下的生肖文化。

这是首都博物馆自 2008 年起，
连续第十二年以生肖文化为主题举
办“博物馆里过大年”系列展览活动。
通过把生肖文化与岁时节令结合起
来，为观众朋友打造春节在博物馆里
过年的盛宴。

吉语迎春清宫文物特展
2019.1.24~2019.4.10
沈阳故宫博物院

本次展览遴选了 50 余件带有吉
语纹饰的清宫文物，通过对福、寿、喜、
大吉等纹饰的展示、解读，不仅可以欣

赏到文物的细腻之美，也有助于了解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字历史。

此次展出的雍正五十大寿时的
贺寿御礼矾红白蝠寿纹大盘器形巨
大，盘内壁施白釉，中心绘矾红团寿
纹及九只蝙蝠纹；外壁施珊瑚红彩，
颜色亮丽，留白处装饰三十二只蝙蝠
飞翔其上，因蝠与“福”谐音，寓意“福
寿”“长寿”。

中国人素有的“喜”字情结使得人
们用它代表整个人生中所有的吉祥与
快乐。同治十一年（1872 年）皇帝大婚，
御窑厂奉旨烧造了大量带有“喜”字的
瓷器，主要包括餐具和日用器物。此次
展出了这批瓷器中的红地喜字大碗和
红地喜字盘，配色艳丽华贵，突出了浓
烈的“喜庆”主题。

展览还复原了清宫过万寿节时宴
饮的场景：在一张填漆描金开光坐龙
宴桌上，摆着银镀金寿字火碗、镀金寿
字茶托、吉祥如意款银匙等，富有极浓
的宫廷生活气息。

吉金铸史
———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
2019.1.18~2019.3.31
深圳博物馆新馆

本次展览展出中国国家博物馆珍
藏的各类重要青铜文物 148 件（组），
取名“吉金铸史”概因青铜器古时就称
金或吉金。本次展览采取科学考古的
视角，以“形、花、铭、工、皮”五门为纲，
分别对应造型艺术、装饰纹样、铭文书
法、冶铸工艺、腐蚀机理五大研究角
度，向观众展示中国古代青铜器这一
专题的探索视角和科研成就。

作为深圳文博开年大展，展品中可
是有不少国宝，包括妇好鸮尊、龙虎纹
尊以及天亡簋等商周时期的国之重器，
此外还有中国国家博物馆近年来新入
藏的青铜器精华，如子龙鼎、鄂监簋、卫
簋、射壶、秦公壶、楚王鼎、王子臣俎等重
要器物，还有一些是多年未展出或者从
未展出的精品。 （贡晓丽整理）流失海外百余年的文物“虎鎣”

“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年”展览

博物馆里的 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