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的确确良良””当当年年很很时时髦髦

2011年4月， 陕西凤翔一农民捡到
一陶器残片， 发现上面刻有一个 “囧”
字。 据文物部门专家介绍，陶片距今已
有2000年以上历史。

陶片上的“囧”是一种象形字，起源
于甲骨文，是在先秦战国时代官方发文
中经常出现的吉祥图案。 在篆体中，最
早的“日”字写法就是“囧”。 后来，唐代
书法家颜真卿在楷书中运用篆书的写
法，把“明”字写成“朙”，现在仍有书法
家沿用；2011年7月，一块纪念南明永历
皇帝朱由榔的殉难碑 ，因出现 “囧 ”
字而惹来围观，实际上正是颜体“朙”
字的半边。

在甲骨文中，“明”字左边是一个圆
形太阳，到了金文时期，“太阳”变成车
轮形状。秦朝统一六国后，推行小篆，很
多字都发生了装饰性变化，《峄山碑》中
的“明”变成了“朙”，结构虽复杂，但挺
好看；宋代后，“明”字被官方定为正体
字，推广使用，“朙”变成了异体字，很少
见到。 但汉族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明神
宗朱翊钧孙子的这块 “明永历帝殉国
处”石碑，再次让“朙”字进入大众视野。

当下，“囧”字成为网络使用频繁的
汉字之一，被赋予“郁闷、悲伤、无奈”之
意，而“囧”字本义是光明。 如果把“囧”
字看成是一张人脸，那么“八”就是两道
因悲伤、沮丧而下垂的眉毛，“口”则是
张口结舌的那个口。 被赋予了悲伤、无
奈或尴尬心情等新义，似乎也靠谱。

摘自《北京晚报》

■博览群书

“我们能不能也搞点化纤”

新中国成立之初， 工农业基础薄
弱， 吃穿用度各方面， 生产的发展都
赶不上几亿人生活改善的需求。 那会
儿大家穿的全是棉布衣裤， 而有限的
土地顾得了吃 （种粮食）， 就顾不了穿
（种棉花）， 纺织品异常紧缺。

怎么解决老百姓穿衣难？ 布如何
“不用从地里长出来”？ 根本办法就要
靠化学纤维。 据报道， 毛主席就曾对
周总理说： “我们能不能也搞点化纤？
不要让老百姓穿衣这么千辛万苦。”

“的确良”， 化纤的一种， 1950年
代在国际上开始流行， 也称 “达可纶”
“涤纶”， 有纯纺的， 也有跟棉、 毛混
纺的， 通常用来做衬衫。 据说这种面
料最初在广东按音译被唤作 “的确
靓”， 传至北方后变为 “的确凉”， 后
来大家发现穿起 “的确凉” 并不凉快，
才改成了 “的确良”。

1960年代初， “的确良” 开始在
京津沪小批量试制。 由于当时中国人
还没有从石油到化纤的生产能力， 只
能靠进口涤纶纤维来开发 “的确良”，
后来又靠进口聚酯切片来制造涤纶纤
维， 所以生产出来的产品都尽量用于
出口创汇， 比如北京产的冰山牌漂白
“的确良”、 天坛牌衬衫等等。 少量在
大城市上市或出口转内销的 “的确良”
料子、 成衣， 是排大队抢购的紧俏货。
直到1970年代， 国家决心大手笔引进
石化装备 ， 发展化纤工业全产业链 ，
上海金山石化等大厂陆续建成， 曾是
高档商品的 “的确良” 才逐渐普及。

街上流行花衣裳

“的确良” 带给中国人的， 还有
巨大的视觉冲击。

1950、 60年代， 中国没有时装概
念， 衣服款式基本男女一个样， 颜色
只有灰、 蓝、 黑， 被外国媒体形容为
“蓝蚂蚁 ” “灰蚂蚁 ”。 而 “的确良 ”
的出现， 让大家见识到了衣服不但可
以周身没有一点 “死褶”， 还能如此鲜
亮 ， 尤其是后来各种花型不断面市 ，
让街头突然流动起了色彩 。 一时间 ，
想要洋气点 ， 少不了省吃俭用置办
“的确良”。

最开始， 大家买不到也买不起几
件 “的确良” 衬衫， 只能购买 “的确
良 ” 做的假领子 ， 几件假领轮流穿 ，
每天给人焕然一新、 体面高级的感觉。
哪个姑娘有件格子 “的确良 ” 衬衫 ，
足以引发极高的回头率。 1970年代中
后期， 随着 “的确良” 普及， 姑娘们

纷纷穿上小碎花裙子、 带里衬的白裙
子， 走起路来裙角飞扬， 男士们则热
衷雪白的 “的确良” 衬衫， 不少人还
把下摆扎在裤腰里。

还有人回忆： 1970年代初， 王府
井有家益民商店专卖出口转内销服装，
一下子成了沙漠里的绿洲， 姑娘们为
买一件衣服要在人群里挤上数小时。

一度产销不对路

1970年代末， 化纤工业全产业链
逐步建成， 市场上却出现了另一种现
象： 同为 “的确良”， 有的品种老百姓
想买买不着， 而大家不愿买的品种供
应却很多。

1978年10月， 记者就北京市面上
“的确良纱卡” 大量积压， 而 “的确良
府绸” 供不应求的现象展开调查。 结
果发现， 府绸用途广， 群众十分喜欢，
尤其是军绿色府绸， 一上市就一抢而
空。 而纱卡太薄， 外观也不大好， 一
米纱卡比府绸还贵六角钱， 所以卖不
出去。

奇怪的是， 商业部门明知纱卡积
压， 却继续大量调进。 市纺织品公司
说出了苦衷： 纱卡和棉布一样， 都是
国家统购统销物资， 工厂生产出来了，
商业部门就得收购。 其实纱卡跟府绸，
都是市第二棉纺织厂用同样的纱织成
的 ， 生产纱卡的设备只要稍加修改 ，
就可以织府绸。 纺织品公司早就向厂
方提出调整， 但大半年过去了， 织机
一台也没有改。 那么， 纺织厂为什么
要坚持生产滞销品种呢？ 原来纱卡的
产值比府绸高， 如果把纱卡改为府绸，
工厂的产值减少， 企业就评不上先进，
工人就拿不到奖金。

类似 “的确良” 产销背离的怪现
象并非个例。 当时， 中国还没有市场
经济概念。 企业按照上级下达的计划

和任务生产， 不是按照需求生产， 至
于产出的东西有没有人要， 企业不关
心。 这也导致了普遍的产销不对路。

改革开放的到来， 迅速打破了闭
门生产。 1979年12月5日， 本报头版刊
文 《逐步树立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而
生产的正确思想》， 报道了纺织部门的
变化： 过去产值低的品种不干、 生产
难度大的不干、 花色多的不干， 现在
开始考虑市场需要， 确定不同品种的
增产、 减产、 停产。 市第二棉纺织厂
以前一年调整不了几次品种， 织机很
少翻改， 现在每月都要调整品种， 翻
改机台。

“还有使用布票的必要吗”

进入1980年代 ， 棉花连年增产 ，
涤纶混纺布产量比1960年代末增长了
三十多倍， 纺织品生产已经能够满足
老百姓需要。 从1982年开始， 国家陆
续对部分纺织品减收或免收布票， 敞
开供应， 曾经捉襟见肘、 无比金贵的
布票一时间 “家家有余 ”。 1981年11
月、 1983年1月， 国家根据实际成本的
变化， 连续两次大幅下调 “的确良”、
腈纶毛线等化纤织品价格， 过去价格
高昂的 “的确良” 变得经济实惠。

1983年9月26日，本报印发《还有使
用布票的必要吗？》内参。记者在取得大
量市场一手材料后，提出取消布票的建
议。 1983年11月22日，商业部发出通告，
宣布从该年12月1日起全国临时免收布
票、絮棉票，1984年也不再新印发。通行
了30年的布票终于废止。

时间推移 ， 北京人的穿着打扮 、
审美情趣不断更新， 纯棉织品重新成
为时髦， 当然， 质地、 花色都和曾经
软塌易破的棉布不可同日而语 。 而
“的确良”， 则成为 “短缺的时尚” 中
一段特殊的记忆。 摘自 《北京日报》

夏夏天天街街上上流流行行穿穿什什么么？？

“囧”字起源于甲骨文

这个夏天街上流行穿什么？
一千个人恐怕有一千二百个答
案。 但放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说起时髦， 绝对绕不过一个
词———“的确良”。 这种现在看来
颇为土气、 也并不舒适的化纤面
料， 在当时引领了鲜亮、 挺括的
服装风潮。 也正是这种“不用从
地里长出来的布”， 帮助中国人
结束了“大改小、 旧翻新， 补丁
摞补丁” 的穿衣日子。

曾是吉祥图案

中国传统文化中 ，常常有 “三尺 ”
这个数量词，含义却各不相同。 最有名
的是“举头三尺有神明 ”，这个 “三尺 ”
好理解，就是指距离。 而平民出身的天
子刘邦总喜欢吹嘘自己凭“三尺剑”得
天下，这个“三尺”有讲究。 原来，周朝
规定：佩剑分为上制 、中制和下制 ，其
中最高级别的上制，佩剑长三尺，所以
又用“三尺”来指定剑。 当时刘邦不过
区区亭长，有没有资格佩三尺剑，就不
得而知了。

唐朝王勃在《滕王阁序》里则提到
“三尺微命，一介书生”，大家千万别误
会这“三尺”是王勃的身高 ，王勃可不
是侏儒。 这个三尺指的是系在腰间的
绅带。 《礼记·玉藻》载：“绅长制，士三
尺。 ”郑玄解释说，“绅，带之垂者”，即
下垂的那部分。 官爵高低，就看腰带垂
下来的长度，越长的官爵越高，士这个
级别的，垂下来的长度为三尺。 王勃自
况为 “士 ”，所以自称 “三尺 ”。 顺便说
“微命”，不是说命不值钱，而是指周朝
的官爵等级，《礼记·王制 》规定 ，官爵
等级分为九个层次，最高的是“九命”，
例如伯为九命，公、侯、伯手下的士，等
级为“一命”，最低等级的士没有“命”。
所以王勃说自己“微命”，就是说自己等
级低微。 纸发明以前，法律条文刻在三
尺竹简上，故而“三尺”又指代法律。

摘自《广州日报》

古代“三尺”含义多
可指腰间绅带或代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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