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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选定国
徽的工作纳入筹备开国大典的重要议
程。但是，作为国家的标志之一，国徽却
未能与共和国同步诞生。

开国大典之前，国徽图案的征稿工
作与国旗图案和国歌词谱的征稿同时进
行。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发
布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
事》中，明确提出了对国徽设计的要求：

“（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
式须庄严富丽。”

1949 年 8 月 5 日，政治协商会议筹备
会第 6 小组决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
青 3 位专家为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顾问。

截至 8 月 20 日，共收到应征国徽图
案稿件 112 件，各种图 900 余幅。其中有
清华大学营建系的 10 个方案，有中央美

术学院张仃、张光宇、周令钊等著名教授
及政协工作人员钟灵的方案。但征稿国
徽图案与国旗图案相比，不仅数量上悬
殊，而且在构思上也有较为明显的差距，
应征者多数把“国徽”想象或设计为普通
的证章或是纪念章，难以反映中华人民共
和国对国徽的要求。政协委员对国徽图
案所应包含意义的理解和认识也存在一
些分歧，影响着国徽的征稿选定。

8月24日，第6小组开始讨论国徽应征
图稿。大家认为“收到的作品太少，且也无可
采用者”。最后的意见是“另请专家拟制。俟
收到图案之后，再行提请决定”。

9 月初，毛泽东看到征集的国徽设计
图案后，也认为不够理想，并谈了自己的
意见：“国旗上不一定要表明工农联盟，但
在国徽上应当表明。”9 月 14 日，第 6 小组

传达了毛泽东对国旗、国徽设计的意见，
为国旗、国徽基本样式的设计，确立了一
个带有方向性的重要标准。

9 月 25 日，张仃、钟灵提出了 5 个与
政协会徽相似的国徽图案，说明书写道：

“齿轮、嘉禾的结合，代表工农联盟。”“衬
景及五角红星，代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共产党的领导，及共产主义的光芒
普照全球。”“地球上面将我国版图显露
出来，表现了我国特征——地域辽阔广
大。”本文为叙述方便，将这一方案称为
第一基本稿，创意在于：后定型于国徽上
的齿轮、嘉禾结合和五角星。

经过反复讨论，大家对国徽应征图
稿仍不满意。毛泽东也感到这件事不能
急，他说：“国旗已经决定了，国徽是否可
以慢一点决定。原小组仍继续设计，等

将来交给中央人民政府去决定。”经过酝
酿，与会者一致同意国徽图案暂不提交
政协大会讨论，留待将来由中央人民政
府确定。大会主席团最后议定，邀请专
家另行设计国徽图案。清华大学教授林
徽因、莫宗江提出的国徽图案，也被要求
修改并参加复选。本文将此称为第二基
本稿，创意在于：后定型于国徽上的天安
门和五角星的基本定位。

9 月 27 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
讨论并通过了国旗、国都、纪年、国歌词
谱 4 个决议案。应征的国徽方案虽经多
次评选，仍没有一案能令委员们满意，也
就未能被采纳，国徽方案只好暂缺。

这样，10 月 1 日开国大典时，历史镜
头中的天安门城楼上没有出现国徽。

（据《新民晚报》）

〖知道〗

世界上
第一支口红
诞生在哪里？

约在 5000 年前，世界上第
一支口红出现在苏美尔人的城
市乌尔。其后，古埃及人开始
使 用 黑 色、橘 色、紫 红 色 的 口
红，并且男女都会使用。而在
古罗马时代一种名为 Fucus 的
口红则是以紫红色含水银的植
物染液和红酒沉淀物所制成。

在 17-18 世纪，法国和英
国男士都流行涂口红，而 18 世
纪的美国清教徒移民则拒绝涂
口红。19 世纪又开始流行苍白
美，涂口红和化妆品突然被女
人视为禁忌。

第一支金属管口红是由美
国康涅狄格州华特贝里的毛里
斯李维和史柯维尔制造公司于
1915 年 制 造 ，属 于 大 众 化 产
品。上世纪 20 年代，电影的流
行带动了口红的流行，其后各
类口红颜色的流行都会受到影
视明星的影响。二战结束后，
女明星们又带来了将唇形显得
饱满、魅惑的流行趋势。

（据《国家人文历史》）

康熙
过年写“福”字

清朝的康熙皇帝有在每年
过年时写“福”字的习惯。起初，
每到过年的时候，康熙皇帝会把
自己挥毫泼墨、亲笔御书“福”
字，赐给在皇宫里值班的大臣和
翰林院值班的大臣。

康熙皇帝写“福”字相赐，是
为了表示对下属一年来勤奋工
作的慰问和奖励，当时能够得到
皇帝亲笔御书的字，是极其荣耀
的事情。因此，对于康熙皇帝亲
赐御书“福”字的奖励，那些下属
总是感激涕零。

对于那些工作成绩突出的
下属，康熙皇帝除了赐给他亲笔
御书的“福”字之外，还要多写一
个“寿”字相赠。不过，受到这种
赏赐的人是极少数的。

可 是 ，到 了 康 熙 三 十 年
（1691 年）的时候，康熙皇帝不
再把“福”字赐给下属了，也许是
担心自己赐给下属的“福”字太
多就没什么价值了。不过，康熙
皇帝在过年的时候，还是要把自
己写的“福”字斗方十幅，用来张
贴在宫廷里，于是，这似乎成了
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而流传了下
来。 （据《燕赵都市报》）

寒暑轮替，草木荣枯，时光见证不
朽。站在 2018 年的岁尾，2019 年即
将翩然而至。时间的节点上，改革开
放 40 周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在此交汇，令人油然而生置身大
历史的感慨，更有创造大历史的豪迈。

时 间 的 刻 度 ，清 晰 记 录 走 过 的
路。不久前，“汉语盘点 2018”的年度

字揭晓，答案令很多人共鸣：“奋”。这
个字是个人的状态，也是国家的状态；
是 2018 年的姿态，也是 40 年不变的
身姿。在干事创业路上奋力跑，在全
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奋力改，在高质量
发展的赛道上奋力赶。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
所指出的：“40 年来，我们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干出
了一片新天地。”40 年前奋起，如今继
续奋发，这是对改革开放 40 年最好的
致敬，更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最好的迎接。

回顾过去一年，乡村振兴、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纪检监察制度改革、科创
板、进博会、5G时代⋯⋯诸多关键词，勾
勒出前进路上的精彩路标。宅基地“三
权分置”改革试水，新一轮抗癌药专项谈
判成果斐然，海南全域成为自贸区，长三
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港澳台居民
在内地（大陆）拿到了居住证，国内营商
环境越变越好⋯⋯这其中，有从无到有
的创举，更有百尺竿头的进步，琳琅满目
的举措连缀在一起，呈现出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多层次、多维度的景深。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庆祝
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
务院隆重表彰 100 名“改革先锋”，从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代表人物到义乌小
商品市场的催生培育者，从载人深潜
事业的实践者到数字经济的创新者，
所有人身上都凝聚着奋斗的精神。

有人说，今天的中国，即使到偏远
县城的酒店大堂，都能看到墙上挂着的

“纽约时间”“伦敦时间”“东京时间”。
40年来，在与世界联动的同时，中国也
开启了自己的“改革开放时间”。过去
一年，我们隆重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
年，致敬这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
家；我们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重申开放
的意义，秉持对经济全球化的坚定信
念，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开放；我们有效

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打好“三大攻坚
战”，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不
断解难题中始终保持强大信心。

经济学家所说“复利的力量”，其实
就是时间的力量。40年，全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由 171 元增加到 2.6 万元，
中国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一条
不间断向上的发展线条。“我们现在所
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
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
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
候”，依然需要与时偕行，依然需要中流
击水，依然需要为梦想不舍昼夜。刚刚
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一年经

济工作提出新的谋划，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入“关键之年”。一棒接着一棒跑
下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我们必能
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 70华
诞，在新时代创造更大的奇迹。

这些天，一座展示改革开放 40 年
老物件的“时光博物馆”，在北京、上
海、深圳等城市流动展出并引来大批
观众。慕名而来的，并非普通看客，他
们就是这段时光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是这个博物馆真正的主人。在时光中
前进，在奋进中图强，我们终将用奋斗
定义更好的时光。

（据《人民日报》）

进入春运高峰，车站人流滚滚，抢票
软件牵动着无数人的神经。80 多年前，
当火车刚刚进入普通人的生活，人们在
车票不预售、座位不对号、报站无广播等
种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条件之下，又是如
何渡过春运的呢？

80 年前，元旦有法定假，春节却是一
天假期都没有的。所以，那些在“衙门”
里当差的大小职员，就别想回家了；不
过，如果你是学生或教员，倒不是一点指
望都没有，虽说官方明令不许放假，但学
校里看门的、端茶倒水的杂役以及刷马
桶的阿姨全都回家过年去了，学校运转
不下去，大家自然可以一窝蜂回家了。

回家过年，想想都欢喜，可返乡的路
却不好走。那时候，飞机是极少数土豪
才坐得起的。从广州飞往南宁，不过 500

多公里的飞行距离，一张机票却要花掉
好几十个银元，普通人想都不敢想。坐
船吧，便宜是便宜，可毕竟太慢了。兜里
稍微有几个钱的小生意人、教师、学生乃
至务工一族，大多会考虑坐火车。

坐火车，先得买票。那时完全没有
预订车票这回事，车票一律在开车前定
时销售，长则提前 2 小时，短则提前 20 分
钟。好不容易挤进售票处，一个个狭小
的售票窗关得紧紧的，售票口外，一道木
栅栏将心急如焚的旅客隔开。不过，那
时的火车票分等级，还分窗发售，一二等
车票价格高昂，一般人买不起，窗前不算
挤。可三等车票的售票窗前，待到售票
铃一响，窗口一开，但见一股人流，一齐
拥向窗前，个个都挤得脸红脖子粗。难
怪梁实秋先生曾在《火车》一文中写道：

“买票的时候，力气稍微弱一点的，或有
性命之虞。”

按当时的惯例，一般在列车开车前 2
分钟停止售票，最后拿到车票的人，得拿
出百米冲刺的劲头去赶车，迟一步，车开
走了，虽说凭票可以搭乘下一趟车，但那
时候，一旦错过车，没准就要等到第二天
才能走。

买车票的经历让人不堪回首，但那
时的火车票倒是很摩登，中英文对照，日
期、车厢等级、票价、有效期限一应俱全，
可再仔细一看，最关键的信息——座位
号，却是怎么也找不到的。原来，在那个
年代坐火车，是根本不用对号入座的。
翻开当时的老照片，一等车厢陈设豪华，
乘客坐的是沙发，脚下踩着软软的地毯；
二等车厢是舒适的软椅，由于价格昂贵，

一张二等车票就抵得上一个雇工半年的
收入，一等车票更是贵得离谱，所以一二
等车厢的座位基本不用抢；一到三等车
厢，座位改成了硬硬的木椅子，可这木椅
子，却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劲儿去抢的。

20 世纪 30 年代，有个知名小说家，
名叫程瞻庐，他曾这样形容三等车厢的
拥挤：“拥挤！拥挤！三等车变成五层楼
了。‘最高一层’的乘客，兵士居多，高踞
车顶；第二层的人，高卧在行李架上；第
三层的人，坐在座椅靠背上；其次，座椅
上，最下一层，坐地板上⋯⋯因为拥挤的
缘故，我左脚上的袜带脱了，使一个金鸡
独立势，提起左脚，把袜带搭好了，然后
踏下，却已失去了原有的立足地⋯⋯”看
了这段文字，你都可以知道那张硬硬的
木椅子有多珍贵了。 （据《广州日报》）

又是一年春风劲，依然昂首阔步时。当 2019 年向我们走来的时
候，我们的祖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让我们感受到如此的扬眉吐气。

2018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像高
速飞驰的列车，一路高歌猛进，令全世界侧目。2019 年，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70 年，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起步，艰苦奋斗，筚
路蓝缕，一步一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今天，我们站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新时代的新起点，怎么能不为伟大的祖国而自豪和骄傲。

在 2019 新年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向读者朋友问一声好，道一声
祝福。

作为社会的瞭望者，时代的记录者，改革发展的见证者，我们观

察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记录时代的每一次进步，见证内蒙古
的每一个变化。我们将铅字纸媒的温度，拓展到了各种信
息汇集与传播的介质。无论每天第一眼翻阅一张张印着时
代变迁的报纸，还是空闲时打开手机移动终端刷微博、微
信、客户端，去感知一个正常生活所需要的信息，《内蒙古日
报》无处不在，因为我们初心不改。

我们不能忘记，本报每一点的进步，都凝聚着读者朋友
的支持与厚爱。感谢你的每一次注目，我们铭记于心；感谢
你为办报建言，我们认真聆听；感谢你与我们心手相牵，风
雨同行。你的关注、支持和期望，是我们前行的不竭动力。

新的一年里，《文摘》版将始终坚守新闻理想与情怀，开设
“接力奋斗”“七十巨变”“大观”“博闻”“趣话”“百科”“知道”
“溯源”“智慧”“诀窍”“人文地理”“集萃”等栏目，继续采撷区
别于网络浅阅读的特色精品内容，为读者朋友奉献精美的信
息大餐。

365 天，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台阶。生活总是充满希望，
成功总是属于积极进取、不懈追求的人们。

2019，让我们携手，在敬业报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不懈奋斗的征程中走得更稳、更远！

——编者

开国大典为何没有出现国徽？
〖百科〗

西藏
曾有热带雨林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
质古生物研究所与英国、
印度学者合作，对产自我
国西藏的琥珀化石进行
了系统分析。这些琥珀
标本产自西藏伦坡拉盆
地 ，来 源 于 龙 脑 香 科 植
物，距今有 4000 多万年
历史。由于现今的龙脑
香科植物是热带雨林的
典型代表，其生活的最大
海 拔 高 度 不 超 过 1300
米，研究团队推断，距今
4000 多万年前，西藏中
部曾存在热带雨林，且海
拔不超过 1300 米，但到
距今 2500 万年前后，青
藏高原腹地已经明显抬
升，松柏等适应干冷气候
的植物逐渐在此生长。

（据《北京日报》）

孩子夏季出生
近视风险高

英国研究人员发现，
夏季出生的孩子近视风
险可能是其他孩子的 2
倍。研究人员推测，这种
情况可能是因为，在暑期
后招生的学校中，这些孩
子是同一年级中年龄最
小的，阅读等学校功课给
他们双眼造成的压力可
能比其他同学大。

（据《深圳特区报》）

自控力强的人
更富有

美国坦普尔大学研
究人员以 2500 多名志愿
者为对象，利用计算机对
影响未来财富的决定性
因素进行排名。这些因
素包括：年龄、职业、教
育、种族、性别、身高、地
理位置以及延迟“即刻满
足”的能力（自控力）等。
结果显示，职业和教育是
预测高收入的最重要因
素，其次是所处地理位置
和性别，紧随其后的就是
人的自控能力。自控力
对收入的预测性明显超
过年龄、种族和身高等因
素。研究人员认为，重视
儿童自控力的培养有助
于挖掘孩子未来的赚钱
潜力。

（据《文摘报》）

美好童年回忆
有益健康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
学的科学家发现，拥有童
年美好回忆的人（尤其是
与父母的关系上），在其
人生后期往往更加健康、
患抑郁症和慢性疾病的
风险更低。研究者表示，
良好的记忆对于机体健
康 和 生 活 有 着 积 极 影
响。

（据《中国新闻周刊》）

用奋斗定义我们的时光〖接力奋斗〗

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将改革开
放进行到底，我们必能以更好的成绩
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华诞，在新时
代创造更大的奇迹

〖七十巨变〗
〖趣说〗

80年前的春运

〖博闻〗

1932 年的天津火车站，乘客很多，座位很少，连车顶上都坐满了人。 1948 年京沪铁路上的二等车厢。 20 世纪 30 年代停靠在站台上的沪平通车。

国徽设计组成员与各种国徽设计方案合影。 国徽图案的纪念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