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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
平在赋予“改革”、“开放”这两个

“旧词”以新意的基础上，1984年2
月9日在厦门考察时，明确提出和
使用了“改革开放”一词。

“改革”、“开放”都是旧词，
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曾经用
过。但将这两个词赋予我们今天
所指的特定意思，邓小平发挥了
关键作用。

邓小平复出后，在多个场合
使用“改革”一词。据不完全统
计，仅在1978年，他在不同场合17
次明确谈到“改革”，内容涉及多

个领域。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
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出“解放
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
一致向前看”的号召，指出要“正
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
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
筑”，对改革进行了系统阐述和
动员，赋予了“改革”以新意。

“开放”一词早已有之，但作
为党在新时期的一项对外政策，
是邓小平提出来的。1978年10月
10日，邓小平接见外宾时，谈到了
我国“实行开放政策”。这是我们
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

在讲话中把开放作为我国的一
项政策。

1984年2月9日，邓小平在厦
门考察时指出：“改革开放后，侨
务工作很重要。”据目前所能看
到的材料，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最早把“改革”和“开放”两个词
连在一起，明确提出和使用“改
革开放”一词。

此后，报刊上开始出现“改
革开放”的字样。《人民日报》上
首次出现“改革开放”一词，是在
1984年9月13日刊发的一篇报道
《中组部领导集体对照检查近几

年组织工作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抓领导班子调整保证改革开放
顺利进行》中。从1984年至1987年
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谈到
改革和开放问题时，多数情况下
都是把“改革”和“开放”两词连
在一起，作为一个词即“改革开
放”来使用。

1987年至1993年期间，“改革
开放”一词先后写入党的基本路
线、党章和宪法，在党和国家政
策与制度层面得到确认，成为全
党共识和国家意志的重要组成
部分。 据《党的文献》

从史籍中看，光是对“胡同”
这个词的写法从元朝到清朝就
有：衖通、火弄、火疃、火巷、火
衖、胡洞、衙衕、衚衕等。著名语
言学家张清常教授在《胡同及其
他》一书中，专门从语言学的角
度对“胡同”这个词进行了分析，
指出胡同这个双音词的种种写
法，是借字表音。

关于胡同这个词的来历，旧
日有三种解释：一为“方言”；二
为“弄”或“巷”的缓言，是“巷”的
反切；三为《说文》衕字的衍化。
然而三种说法均不圆满。张先生
假设胡同是个借词。蒙古语、突
厥语、维吾尔语、鄂温克语、女真
语、满语等“水井”，大致是huto这
样的音，被汉语吸收，到了明清
大量使用，使胡同原义 (有水井
处)转为街巷，并被看作是汉语本

身的词了。
已故北京史研究会会员曹

尔驷先生在《北京胡同丛谈》一
文中曾谈道，“胡同”这个名称最
早见于元曲，如关汉卿的《单刀
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的
词句。还有元杂剧《沙门岛张生
煮海》中，张羽问梅香：“你家住
哪里？”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
胡同。”曹先生曾设想胡同是“浩
特”的音转，因“浩特”最早是居
民聚落之意，后来发展为城镇。

有位在中国多年的日本人多
田贞一，1944年写了本《北京地名
志》。他说：胡同正写是衚衕，相当
于小通路、横街、小巷等。它是从
蒙古语来的。在内蒙古，比村稍大
的部落就叫胡同。据内蒙古来的
人说，锡林郭勒地方的包，五六个
集在一起，就称为胡同。

关于胡同，还有一种解释为
“火疃”，金末元初，蒙古人开始
兴建元大都，当时城内居民的住
房都是按片分开，中间辟有通
道，这种通道在蒙古语中的读音
为“火疃”。后来北京人便逐渐读
成了“胡同”。

既然胡同是可以等同于街
巷的城市建筑布局的专用名词，
为何不干脆称其为街呢？原来元
朝所建的大都当时对大街、小街
和胡同是有具体宽度标准的。当
时规定大街宽24步(约合37 . 2米)，
小街宽12步(约合18 . 6米)，胡同宽
6步(约合9 . 3米)。但这一规定，随
着朝代的更替，到明朝和清朝也
就不那么严格了。明朝废弃了元
朝的一些大面积建筑群后，原址
上出现了一些不规则的小胡同。
清朝又废弃了明朝的一些衙署、
府第、仓场，这些地方也自然形
成了一些不规则的胡同。

据《北京的胡同》

1913年的癸丑春节，已是这
一年里的第二个“新年”了。一个
多月前，中华民国刚刚庆祝了建
国后的第一个元旦。在老百姓的
口中，它被称为“新新年”，以区
别于传统春节的“旧新年”。原本
该腊月二十三就封印的官府，在

“旧新年”里遵命如常办公。
南北统一，政府北迁，又适

逢新年，原本应该大张旗鼓地庆
贺，可北京城里并无多少过节的
气氛。除了少数店铺门前换了春
联，普通人家的日子一如往常。
临近腊月了，北京人想的是随后
而来的“忙年”，根本没有将官府
定下的“新新年”放在眼里。

曹汝霖1913年元旦庆典时正
在北京，据他的回忆，之所以这
个元旦在北京显得格外冷清，皆
源于老百姓对新政的误解：“因内
政部令警察总厅，晓谕人民，从今
年起改用阳历，家户店铺应换春
联，旧历除夕元旦不许放鞭炮等
云，人民误会，以为改了政体，不
许再放鞭炮，故元旦寂静无声，不
若往年之热闹也”。

1913年第一个元旦过后，《大
公报》曾就“官厅热闹、民间冷
清”的场景发出感慨：“今年之新
年，只可谓之官国二年，不可谓
之民国二年。以庆贺者只有官
场，于人民无与也”。在普通百姓
的心中，这仍然是“官家的新
年”，凑的也只是官家的热闹。正
如民间通称阳历为“官历”，阴历
为“民历”，官派与民俗的分野，
或许就是新历始终难以取得完
胜的关键。
据《民国元年——— 历史与文学中
的日常生活》

“ 安 乐
死”的主张，
给 医 学 、法
律 学 、伦 理
学带来了许
多 新 问 题 。

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大约一
个世纪前，康有为就已经提出
用科学手段实行“安乐死”的
设想了。

在《大同书》的最后部分
《癸部·去苦界至极乐》中，康有
为明确地提出：“若其（指垂危
病人）气尽，呻吟太苦，众医脉
之，上医脉之，知其无救，则以
电气尽之，俾其免临死呻吟之
奇苦焉。”

康有为早自1884年就开始
撰写那部倾注了毕生心血的巨
著———《大同书》，其中描述了

他对未来世界的美好理想。由
于他自知这些理想超出了当时
人们能够接受的水平，所以，除
了最亲密的学生外，他一直把
这部著作秘密保存，不肯示人，
并不断修改补充，临终尚未最
后定稿，直到去世后，才由其弟
子整理，将此书付印。因此，这
部书里的具体段落，究竟是什
么时候写的，很难做出结论。但
总是在本世纪初，甚至在上世
纪末，则是无疑的。

中国古代人追求的是延长
肉体生命，所以在中国产生了
举世无双的“肉身成仙”的道
教，而从未有过确属不治时终
结生命的想法。而康有为大概
是在接触到近代知识后才产生
这种新颖想法的。

据《团结报》

孙元良（1904-2007），原籍浙
江绍兴，生于四川成都华阳；父
亲孙廷荣，曾任清廷知县；叔父
孙震，川军将领。孙元良毕业于
黄埔军校一期，曾任国民革命军
88师师长、第22集团军司令官、
国民军第五绥靖区司令官等职；
1949年后去台湾，2007年以103岁
高龄在台北去世。

孙元良兵团于1948年9月成
立，辖47军、41军和99军，装备较为
精良。淮海战役打响后的1948年11
月28日，蒋介石决定放弃徐州。当
日晚至12月1日19时，杜聿明率孙
元良、邱清泉、李弥三个兵团及徐

州党政机关并裹胁部分青年学生
共30万人，全部撤离徐州。中共中
央军委要华野密切监视其动向并
进行堵截。12月1日，华野渤海纵队
占领徐州，到4日拂晓，将杜聿明
的三个兵团围困在徐州西南65公
里的陈官庄地区。

12月6日，杜聿明在李弥兵团
司令部召集会议，决定放弃南突
解救黄维的作战计划，邱、李、孙
三个兵团分别从西面、东北和西
北突破。孙元良回到兵团部后，
立即部署突围。将重型武器和装
甲运输车辆及笨重行李全部破
坏，炮兵牵引骡马改为骑兵乘

马。各军以营为单位，分散突围，
钻隙迂回，避免硬打；如遇共军
阻击，必须且战且走，避免迟滞。

会后不久，李、邱经实地察
看，认为突围无望。杜聿明叫孙
再去研究作战计划。孙元良根本
不愿去，然后还特别命令通信营
把所有电话线截断，电台也停止
发报，即使是杜聿明指挥部发来
的电报，也一概不收。

就这样，16兵团3万多人马
陷入解散状态，四散逃窜。由于
大家逃窜心切，并未按规定的时
间、路线、方向行动，以致一开始
就慌不择路，混乱不堪。孙元良

由374团官兵簇拥着逃跑。在经
过邱清泉兵团第12军防区时，遭
到猛烈射击，不少士兵当场被打
死打伤。孙元良化装成中尉副
官，混在乱军之中，和师长陈仕
俊等一些人逃至河南夏邑西南
附近，离陈官庄包围圈中心有六
七十里，才敢暂时喘息。孙元良
躲匿在农民床下，躲过了解放军
的搜查。后又化装成农民，辗转
12天，于18日逃到了河南信阳。

回到南京后，孙元良对蒋介
石大谈“机智脱险”，并“再次请
缨杀敌”。蒋介石正在用人之际，
没有给孙元良处分，而是让孙仍
任新组建的16兵团司令。不久，
16兵团在四川起义，孙元良只身
一人逃往台湾。据《人民政协报》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正式
发布是在10月21日，至今已经整
整过去了40个年头。

40年前的许多故事又被人
们广为传颂。其中流传很广的一
个细节是，由于报考人数过多,当
时中国百废待兴，居然拿不出足
够的纸张印考卷，最后中央果断
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
五卷的纸张，解决 77 级的考卷
问题。

其实在1977年10月份公布恢
复高考之前，《毛泽东选集》第五
卷已经全部印制完毕。因此，“调
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
张印制高考试卷”，特别是耽搁印
制《毛选》计划，就成为一个没有
必要，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前夕，
1 9 7 7年9月8日，新华社发布了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二亿册印
制任务胜利完成”的消息，说从4
月15日以后，“截至八月底，全国
已经印制普及本、平装本、精装
本共二亿册，繁体字竖排本、大
字线装本也将在国庆节前后出
版。此外，还翻译出版了蒙古、
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少
数民族文版，印制了盲文版，外
文已经翻译出版发行了日文、英
文版，法、俄、西班牙文版将陆续
翻译出版。

也就是说，实际上，在1977年
9月份之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已经全部印制完毕，而且是“胜
利完成”两亿册的印制任务，所
以12月份高考举行的时候，并没
有而且也不可能耽搁《毛选》的
印制任务。在1977年“两个凡是”
还大行其道、个人崇拜仍然盛行

的时候，高考还没有重要到能够
耽搁《毛选》印制任务的程度。

当时只是有少数省份打电
话到教育部，问能否动用印刷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剩余的纸
张来印制高考试卷。当时教育部
经过请示，同意可以用印《毛选》
五卷剩余的纸张。最后高考报名
人数不是最初预计的2000万，而
是570万，减少了许多。因此是否
有哪个省后来真正动用过印刷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剩余的纸
张来印制高考试卷，仍是一个有
待证实的问题。

1977年恢复高考时“调用印
刷《毛选》五卷纸张印制高考试
卷”的说法，应加上“剩余”二字，
虽然其决策的重要性和传奇色
彩大大减低，但却符合历史事
实。 据《中国科学报》

邓小平与“改革开放”一词的提出

恢复高考时未调用《毛选》五卷纸张

淮海战役中孙元良放弃兵团逃走

溥仪配眼镜
曾遇到阻挠

1921年，退位后的溥仪仍
然居住在紫禁城内。担任他英
文老师的英国人庄士敦发现，
溥仪的眼睛已经近视得很厉
害了，以至于看不清面前书桌
上的小闹钟。

庄士敦把这个情况告诉
了内廷相关人员和溥仪的亲
生父亲醇亲王，没想到他们对
此全都漠不关心。

庄士敦自告奋勇找了一
个眼科医生，可是端康太妃（瑾
妃）严令手下人不让医生接近
溥仪，理由是：“皇上”的龙目非
常珍贵，不是任何人都能随便
看的。她说：“假如让这个外国
大夫检查，结果是近视眼，那皇
上就要戴眼镜。这太不像话了，
你看一下，我们满清皇上有哪
一个是戴眼镜的？”

后来，庄士敦以辞职相威
胁，内务府和醇亲王只得勉强
同意。庄士敦瞒着端康太妃请
来了协和医学院的知名教授、
著名的眼科专家贺华特。贺华
特非常不理解为什么一直拖
着不看医生，听到庄士敦讲述
遇到的种种阻挠时，更是感到
难以置信。就这样，溥仪戴上
了眼镜。 据《紫禁城的黄昏》

北方为啥管街道叫胡同

中国首个元旦很冷清

康有为曾提倡“安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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