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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使命。但不论身处哪个年代，奋斗
都是中国人不变的精神。“中国人民自古就
明白，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福
就要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
伟大奋斗精神作出的深刻阐述，为全社会树
立起奋斗的旗帜。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在经济
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长起来一
大批优秀的企业。企业是经济生活中最活
跃的主体，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社会
的生产效率，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都离不

开各行各业的努力。
“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

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奋斗是企业家的
底色，也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容，但为什
么而奋斗则是更基本的命题。近日，小米公
司创始人雷军一句“我是谁，我为什么而奋
斗”，就在企业家群体中引发了共鸣。企业
家奋斗的目标不应仅仅是财富、规模，历史
对伟大企业家的铭记从来不是因为他们的
财富，而是因为他们对国家、民族、社会进步
所贡献的力量。一个伟大企业的梦想，应该
是与社会、与人民、与国家的梦想同心同向
的。对企业家来说，奋斗是圆梦的唯一路
径。奋斗不仅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行动，

是敢闯、敢拼、敢试、敢为人先，用智慧和汗
水迎接时代的挑战。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国企业家有
着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稳定快速的增长，
人生出彩的舞台越来越大、改变命运的机
会越来越多。时代提供了机会，也提供了
保障，从基础建设到法治环境，从改善公共
服务到培育、保护、弘扬企业家精神，新时
代的改革创新为企业家奋斗提供了最有力
的支撑。企业家身处这个时代，奋斗不仅
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使命，要在奋斗中实
现自己的抱负，在奋斗中把个人、企业与社
会、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强大，企业

才能兴盛；企业兴旺，国家更加强大。可以
说，企业家的精神面貌，就是时代精神和民族
精神的缩影。

改革开放40年，企业家在物质财富创造
上功不可没；进入新时代，用什么样的精神力
量来鼓舞大众更应该是企业家思考的新命
题。各行各业的企业家为什么而奋斗的共同
答案，应该是服务更广大的群众，解决经济社
会生活中的难题，投身用科技创新等手段改
善人民福祉的事业。成为受人尊敬的公司，
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福祉，为了推动国家的
科技变革，中国企业家们的奋斗目标就不能
停留在创造财富，而应着眼于实现更大的社
会价值，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贡献力量。

这就要求企业家能给社会带来正能量、用奋
斗精神来鼓舞大众，而不是靠低俗内容来吸
引用户。为人民幸福、社会进步、国家强盛、
民族复兴而奋斗不息，才是企业家在新时代
应当追求的基本的精神与价值。

奋斗既是企业家精神，也是时代潮流。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依靠的就是奋斗。奋斗，已经成为一代中国
人的生活方式；选择了奋斗，就是选择了相
信美好的生活将由我们自己来创造。惟奋
斗者进，惟奋斗者强，惟奋斗者胜，世界终究
属于那些肯为之奋斗的人。惟有以奋斗为
帆，中国企业才能永立潮头，中国梦才能一
往无前。 （据《人民日报》）

■四十春秋 让奋斗成为企业家最亮的底色

■知道■大观

北方人有这样一句俗
语：“舒服不如倒着（指睡
觉），好吃不如饺子”，因为好
吃，所以过年的时候一定要
吃饺子。饺子在现代早已不
是北方人的专爱，南方许多
地区都有饺子。那么你知道
饺子的“老家”在哪里吗？

《蒙娜丽莎》这幅作品被认为是
达·芬奇的代表作，成为世界上最珍
贵、知名度最高的一幅肖像画。这件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
一位城市妇女形象。画中人物姿态优

雅，笑容微妙，面容中眼角唇边等表露
感情的关键部位，达到神韵之境，从而
使蒙娜丽莎的微笑具有一种神秘莫测
的千古奇韵，被不少美术史家称为“神
秘的微笑”。

1911年 8月 20日深夜，文森佐·佩
鲁贾，一名生活在法国的意大利籍装修
工人盗走了《蒙娜丽莎》，因为他坚持相
信《蒙娜丽莎》是被拿破仑从意大利掠
夺而来。最终，《蒙娜丽莎》于 1913年
12月2日回归卢浮宫。

这一起轰动性的名画被盗事件，因
之，《蒙娜丽莎》在现当代艺术领域声名
鹊起，几乎成为了世界性的神话：艺术
第一次借由刑事犯罪而成为媒体报道
中的主角。

这是一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
件。它既使达·芬奇和他作品的大众性
在一片神圣的颂扬和刻薄的批判声中
得以彻底的革新和扩散，同时，也在20
世纪初的艺术先锋所引发的艺术革命
中发挥了根本性作用。 （据《美术报》）

关于饺子的最早记载是在三国魏人张揖
著的《广雅》一书中，书中记载那时已有形如
月牙称为“馄饨”的食品，和现在的饺子形状
基本类似。至南北朝时期，馄饨“形如偃月，
天下通食”。到了唐代，饺子已经变得和现在
的饺子一模一样了。宋代称饺子为“角儿”，
它是后世“饺子”一词的词源。元朝称饺子为

“扁食”。明朝、清朝时，出现了诸如“饺儿”
“水点心”“煮饽饽”等有关饺子的新的称谓。

饺子名称的增多，说明其流传的地域在
不断扩大，饺子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经历
了一个曲折而又漫长的岁月，亦即是一个不
断成熟和完善的过程。饺子究竟诞生于何
时，目前在学术界仍然是个谜。饺子在更早
的文献中已是很难考究明白了，因为“饺”字
始初的意义是甜滋滋的“饴”，与馄饨和饺子
没有一点儿联系。虽然文献难觅，考古却不
时发现它的踪迹。

1959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唐墓出
土不少点心实物，因为那里气候干燥，所以许
多面食点心都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在这些面
食中居然见有饺子，这3个饺子（图1），质地
为小麦面，形如月牙，长约5厘米、中宽1.5厘
米，完整地摆放在木碗中，与我们今天吃到的
饺子已无差别，出土之后，一度被认为是中国
最早的实物饺子。在墓葬中还出土了小麦面
皮包好的馄饨，形似耳朵，长3厘米、宽1.9厘
米。饺子和馄饨的形状和颜色都保存相当
好，实在难得，这也说明在唐代饺子和馄饨已
不是同一食物。

1978年10月中旬，在滕县薛国故城一春
秋墓葬中考古挖掘出来一个青铜簠。簠内排
放着满满一盒三角形食物，大概有5排左右，
每排有五六个。食品呈三角形，有的略带圆
弧，三角形食物每个长边为5～6厘米，从一角
到一边中点长3.5～4厘米。在这些食物表面
有一层白色粉状物质，风一吹白色粉状物随
即消失掉，露出三角形状似水饺的食物。由
于接触了空气食物也很快碳化，但用竹签轻

轻拨动时，发现三角形食物内包有屑状馅，因
年代久远，已无法辨认馅料构成。考古专家
宫衍兴连忙找人在饺子风化前拍下一组照片
（图 2），为这个罕见考古发现留下了宝贵资
料。后经专家观察分析，认为青铜簠内三角
形食物，即为中国传统美食水饺。

1981年 5月，考古工作者从忠县东汉墓
葬出土一些庖厨俑，这些陶塑具有很高的艺
术价值，也是饮食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其
中一件庖厨俑（图3），格外引人注目，这个世
族家厨模样的陶俑，头戴配花的高帽，一手执
刀，一手拿肉，在其厨案上摆满了食料，有猪
羊鸡鱼，也有一些果蔬等，仔细看去，厨案上
的中心位置还摆着捏好的花边饺子，而且这
是形象标准的偃月形饺子。这说明在长江三
峡地区的三国时期，饺子已成为人们喜爱的
美食之一。

1990年，在吐鲁番地区鄯善县三个桥墓
地又发现3枚饺子，通过年代测定发现其为魏
晋南北朝时期的饺子实物，与现在的饺子几
乎一模一样，证明当时中原地区的饮食习俗
就已流传到西域。北齐颜之推有一语说：“今
之馄饨，形如偃月，天下通食也”，这偃月形的
馄饨，其实就是饺子，这与史书记载也相符。

1999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屯留李高乡
北部的宋村发现了一座金代墓室，该墓葬的
时间为金太宗天会十三年（1135年），壁画中
7层笼屉的盖子正在被掀开，里面蒸的包子、
饺子清晰可见（图4）。另外，湖北襄阳檀溪南
宋墓出土壁画上有包饺子的画面，北京丰台
辽墓壁画和内蒙古巴林左旗辽墓壁画上也有
包饺子的情形。通过这些壁画中的“厨房”，
我们可以管窥当时贵族的美食文化。

时至今日，由于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
的日益提高，蕴含美好愿望和祝福的饺子虽
然已经失去了昔日称霸食苑的地位，但以饺
子为载体所形成的饮食习俗、文化内涵却依
然在人们的生活中世代传承沿袭。

（据《收藏快报》）

《蒙娜丽莎》出名
缘于一起被盗案

■国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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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密码的
国家。而最难破解的“密电码”也是
中国人发明的。

反切注音方法出现于东汉末年，
是用两个字为另一个字注音，取上
字的声母和下字的韵母，“切”出另
外一个字的读音。“反切码”就是在
这种反切拼音基础上发明的，发明
人是著名的抗倭将领、军事家戚继
光。戚继光还专门编了两首诗歌，
作为“密码本”：一首是：“柳边求气
低，波他争日时。莺蒙语出喜，打掌
与君知”；另一首是：“春花香，秋山
开，嘉宾欢歌须金杯，孤灯光辉烧银
缸。之东郊，过西桥，鸡声催初天，

奇梅歪遮沟。”
这两首诗歌是反切码全部秘密

所在。取前一首中的前15个字的声
母，依次分别编号1到 15；取后一首
36字韵母，顺序编号1到36。再将当
时字音的8种声调，也按顺序编上号
码 1 到 8，形成完整的“反切码”体
系。使用方法是：如送回的情报上的
密码有一串是5-25-2，对照声母编
号5是“低”，韵母歌编号25是“西”，
两字的声母和韵母合到一起了是di，
对照声调是 2，就可以切出“敌”字。
戚继光还专门编写了一本《八音字义
便览》，作为训练情报人员、通信兵的
教材。 （据《山西晚报》）

戚继光发明世界最难破解“密电码”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
研究人员招募了22对异性情侣。研
究人员让女性志愿者承受手臂上长
达2分钟的轻度灼痛，她们的伴侣或
坐在一旁看着，或坐在一旁握住对方
的手，或坐在另一个房间。脑电图监

测显示，仅仅是双方都在场的情况
下，情侣们的脑电波就会趋于同步；
对于疼痛时握手的情侣，两人脑电波
更为同步。而且，男性伴侣越是感同
身受，两人的脑电波越同步，女性的
疼痛感也就越轻。 （据《北京日报》）

握住爱人的手有助缓解疼痛

说到什么动物爱吃粪便，比如
狗、猫、兔子等宠物。在观察狗狗们
的吃粪便行为后，动物学家发现绝大
多数的狗不会吃超过两天的粪便，它
们更喜欢新鲜的粪便，这种情况也同
样适用于其他动物。

在动物刚排出的粪便中，含有大
量的肠道细菌，以大肠杆菌、厌氧
菌、益生菌和肠球菌为主要菌群，约
占 80%；还有产气杆菌、变形杆菌、
铜绿假单胞菌等，这些粪便中的菌
株许多是无害的甚至还是有益的。
所以，动物们吃粪便的一个原因是，
利用粪便找到有益细菌，使自己的

消化系统正常运作或者恢复自己的
肠道菌群。

对于一些动物来说，如果想健康
长大，在小时候就需要吃父母的粪便
来组建自己的肠道菌群。新生兔子
肠道是无菌的，它必须摄取同类的粪
便获得那些对生存来说非常重要的
肠道菌群。同样的行为发生在大熊
猫、大象、河马和考拉的幼崽身上。
不只是粪便含有许多有益细菌，粪便
中还富含蛋白质、粗纤维、维生素K、
维生素B，所以，在整个动物王国，吃
粪便行为是非常普遍的。

（据《科学之谜》）

动物爱吃便便有原因

包拯，在老百姓心目中永恒的
“包青天”。他秉公执法，一身正气，
赢得世人的敬仰。

舞台上的包公形象依照“铁面无
私”渐渐有了“定规”，即“相貂”（帽
翅加长的宰相帽）、“黑满”（乌黑浓
密的飘胸长须）、黑蟒（袍）、厚底
（靴）且额头上长着“月牙”，这月牙
儿有“上昭日月”的含义，黑脸（铁
面）包公一出场，就明显有别于其他
人物。

历史上的包公是什么样的人
呢？开封包公研究会副会长李良学
分析说：“宋代史书，均没有包公黑
脸的片言只语记载，说明包拯的脸
面并不黑，是一个白面书生。那么，

后来包拯的脸面是怎么变黑的？包
拯的黑脸是元明以来戏剧化妆师设
计的一项杰作，象征包拯铁面无私、
执法如山的精神，只是一个文学艺
术形象，与包拯本来面貌无关。”包
拯的个子也不高（据1973年合肥肥
东大兴集发现的包拯墓中，专家们
分析包拯个子只有 1.65 米左右）。
在包公升堂断案过程中一般都有两
样道具。其一为独角兽。传说中断
案的神物，“能辨曲直，见人争斗就
用角去顶坏人”。其二为三口铜
铡。龙头铡斩皇亲国戚，虎头铡斩
贪官污吏，狗头铡斩市井刁民。史
书上没有记载，事实也没有。

（据《扬子晚报》）

包拯本是白脸书生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
的研究人员分析了3.3万余名美军士
兵的DNA，按照欧洲裔、非洲裔和拉丁
美洲裔分组，结合近期两项使用英国生

物医学库数据的研究，发现失眠关联7
号染色体变异，欧洲裔还关联9号染色
体变异。这一结果证实，失眠有部分可
遗传基础。 （据《深圳特区报》）

失眠或源于基因突变

英国研究人员称，运动时人会流
汗来调节体温、排出杂质。皮肤天然
油脂本身会在一定程度上堵塞毛孔，
阻碍杂质排出，令细菌滋生，如引发
痘痘的痤疮丙酸杆菌等。脸上涂抹

化妆品后，会进一步阻碍杂质的排
出。因此，无论商家宣称化妆品有多
好的保湿、美白、紧致肌肤作用，运动
健身前还是要先卸妆。

（据《文摘报》）

健身前要先卸妆

■百科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
发现，雄性小鼠间为保护领地而发生
的好斗行为在一天中的强度和频率
会随光照发生变化。小鼠在黄昏时
最好斗，在清晨时最温顺。研究人员

操纵负责调控生物钟的神经元，发现
让某一神经递质失去活性后，小鼠进
攻性行为的昼夜起伏就会消失，而这
些小鼠总体会更好斗，进攻行为显著
增加。 （据《工人日报》）

“发脾气”受生物钟调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