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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砥砺奋斗中书写新奇迹〖接力奋斗〗

在砥砺奋斗中书写新奇迹
路是走出来的，事业是干出来的，成功是奋斗出来的
新时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就在身边
在攻坚克难中创造业绩的青春岁月，终将成为人生的财富，汇成时代的精彩

〖知道〗

16岁远离家乡来到千里之外的格
尔木，龙周才加十多年如一日，风餐露
宿、爬冰卧雪，守卫在可可西里生态保
护的一线；坚守大山深处18年的“80
后”教师张玉滚，只为让山村孩子走出
大山；无惧烈火，以青春和生命守护
220万亩森林资源，山西沁源森林消防
大队传承太岳革命老区的英雄精神
……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翻开第
二十三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和获奖集体的青春篇章，每一页都在
告诉人们：路是走出来的，事业是干出

来的，成功是奋斗出来的。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让

理想信念在创业奋斗中升华”“人生理
想的风帆要靠奋斗来扬起”……在纪
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勉励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勇于砥
砺奋斗，用青春和汗水创造出让世界
刮目相看的新奇迹。回望五四运动以
来的100年，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
奋斗的价值点亮历史的天空。让我们
摆脱积贫积弱的，是中华民族不怕牺
牲、勇往直前的浴血奋战；使我们画出

“最新最美”图画的，是神州儿女敢教
日月换新天的艰苦奋斗；助我们“杀
出一条血路”的，是亿万人民凭着一
股子气呀、劲呀的奋勇争先；令我们
的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的，是新时代击鼓催征的奋发图
强。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一代代
青年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接续奋斗，
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的今天，更不会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明天。

新时代新征程，一个个重要的时
间节点，正是我们奋斗的坐标。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新时代中国
青年的使命“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
导，同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奋斗”，从2020年到2035年

再到2050年，千千万万青年将全程参
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伟大
的使命前方召唤，壮阔的征途脚下铺
展；新时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
展的最好时期，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
就在身边。唯有以青春之我、奋斗之
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
添砖加瓦，方能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
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
时代。

“永久奋斗”，是中国凯歌前行的
主旋律，更是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座右
铭。奋斗不只是响亮的口号，而是要
在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项任务、
履行每一项职责中彰显。脚踏实地，
一群群快递小哥，每天干着将包裹交
到用户手上的小事，却织就了年逾400
亿件的世界第一大快递网；仰望星空，

一支支风华正茂的科研尖兵，每天都
在与仪器、数据打交道，却是向技术高
地发起冲锋，创造出“上九天揽月，下
五洋捉鳖”的骄人成绩；海岛边境，一
队队生龙活虎的青年战士，每天都重
复走着巡边、巡岛的路，却是在尽忠职
守地守卫近 14 亿人民的幸福家园
……高山起于微尘，新时代的点滴进
步都是具体的人干出来的，每一滴汗
水都是中国故事的青春注脚，每一项
成就都是中国大厦的坚实支撑。

奋斗的道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
顺的。强者，总是从挫折中不断奋
起、永不气馁。“励志女孩”李娟通过
电商销售带领乡亲脱贫致富，而她因
重病不得不常年卧床；成就世乒赛三
连冠的马龙，曾被伤病拖累 8 个月，
多次不得已退赛……顺境不骄、逆境

不馁，那些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
在披荆斩棘中开辟天地、在攻坚克难
中创造业绩的青春岁月，终将成为人
生的财富，汇成时代的精彩。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青年时代，选
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
就选择了高尚。青年时期多经历一
点摔打、挫折、考验，有利于走好一生
的路”。

百年风云变幻，不变的是奋斗的
传承；百年沧海桑田，不老的是青春
的延续。让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
懈奋斗成为精神基底，青春才能成为
中华民族生气勃发、高歌猛进的持久
风景，青年才能成为驱动中华民族加
速迈向伟大复兴的蓬勃力量，我们也
才能自信地喊出：“青春万岁，强国有
我！” （据《人民日报》）

各种鸟类产的蛋并不完全相同，
不仅大小不一，形态也不一样。鸵鸟
蛋是球形的，母鸡下的蛋是椭圆形的，
雨燕的蛋则是细长而对称的。鸟蛋为
什么有自己的形状？

鸟类学家考虑了几种假说来解释
蛋的形状，有些人认为这取决于鸟窝的
位置，例如岩石鸟类的蛋更倾向于只能
小范围滚动的锥形，这样就能避免鸟蛋
从岩石边缘摔下去。

其他理论认为鸟蛋形状与孵化效
率有关。二十多年前，英国巴斯大学
的几位研究人员分析了三十多只雌
鸟，并联系它们同时孵化的鸟蛋的形
状和数量。结论令人惊讶，因为从某种
程度上它证明自然界已经确定了鸟蛋
孵化中数量与形状的关系，甚至能够从
中得出数学公式。这个理论并不能完
全满足科学界的要求，因为还存在其他
变量，例如每个物种的具体特征和栖息
地等，这些变量也会影响孵化。

并非所有鸟类都以同样的方式飞
翔。从进化角度来看，随着鸟类适应
推进飞行，其体型和腹腔会变小，使得
鸟蛋的形状必须适应新的栖息地。（这
是一份非常广泛的样本，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研究人员对来自1400种不同鸟
类的大约5万枚鸟蛋的形状进行分析，
它代表了现存1万种鸟类的14%。）

利用强大的生物物理、信息和数
学工具以及比较生物学，研究者得出
结论：鸟蛋形状细长和不对称的鸟类
最适合飞行；更强壮的鸟类如鸵鸟和
鸸鹋，它们的蛋几乎是球形的；而那些
善于飞行的鸟类的蛋的形状则是流线
型的。 （据《参考消息》）

鸟蛋为什么有
不同形状

笑是脑部手术的最佳良药，因为
它能帮助患者放松。美国神经学家发
现了一种方法：通过电击大脑的某区
域可以让患者立即发笑，使其产生一
种平静和快乐的感觉。

这项技术是一种“具有潜在变革
性”的方法，可以在需要患者保持清醒
的脑部手术中让他们平静下来，即使对
那些并不特别焦虑的患者也是如此。

为了在手术期间对关键的大脑功
能进行最佳保护，患者可能需要保持清
醒而不是被药物镇静，以便外科医生能
够与他们交谈，评估他们的语言技能，
并发现因切除某部位而可能产生的损
伤。这一减轻焦虑的技术也可用于治
疗抑郁症或慢性疼痛。

研究发现，直接通过电流刺激一
位癫痫患者的扣带回神经束会对其行
为产生影响。扣带回神经束是大脑中
一种白质纤维束。此前的研究发现，
电流直接刺激大脑其他部分可以引发
笑声。但这项新研究的独特之处在
于，它证明了刺激扣带回神经束产生
的抗焦虑效果能够为临床提供很大益
处。 （据《参考消息》）

大脑也有“痒痒区”

加拿大、比利时和法国的一个国
际科研团队，对加拿大魁北克地区近
4000名高中生进行分层调查，以便探
究学生在8年级（13岁）时目睹校园暴
力，是否可以导致10年级以后的反社
会行为和情绪困扰。

根据对不同形式暴力危害进行的
具体分析，研究人员发现，目睹重大暴
力，如人身攻击、携带武器等，与未来
吸毒行为有关；目睹隐蔽暴力，如盗
窃、破坏等，可导致类似的效仿行为；
目睹轻微暴力，如威胁、侮辱等，预示
着社交焦虑、情绪抑郁风险增加。研
究人员指出，暴力行为旁观者受到的
伤害非常类似于直接成为暴力受害
者。 （据《生命时报》）

暴力行为
旁观者也受伤害

文物中的童颜童趣

青玉仙人出行山子

辽代定窑白釉童子诵经壶

密云董各庄清皇子墓出
土白玉沁童子

清代粉彩斗鸡碗

青花婴戏鸟食罐

白玉童子诗文佩

青白釉持桃童子

东直门出土蓝兜瓷
娃娃

金代磁州窑白地黑彩婴戏图枕

〖大观〗

鲁迅参加过科举考试，那
是1898年 12月18日，他与堂
叔周伯文、周仲翔、弟弟周作人
一起参加了会稽县考。所谓县
考，也称县试，是科举路上的第
一关。

考试每场一天，黎明前点
名。考生在被喊到名字后由业
师和保人陪同入场，入场前要
搜身，以防夹带小抄。入场之
后，先生与认保的廪生向考官
作揖致敬，然后到考官身旁站
立。考生入中厅接卷，高声说
明由哪位廪生作保，廪生高声
确认，这个过程被称为“唱
保”。考生落座之后，衙役举牌
灯巡行场内，考题就贴在牌灯
上。考生见考题即可开始答
卷。试卷纸是专用的，有红线
画好的格子。

第一场为正场，考四书文
章二篇、五言六韵诗一首，有字
数规定，全卷不得少于300字，
不得多于700字。第二场为初
覆，考四书文一篇，性理论或孝
经论一篇，默写“圣谕广训”约
百字。第三场称再覆，考四书
文或经文一篇，律赋一篇，五言
八韵试帖诗一首，默写前场“圣
谕广训”开头二句。第四场连
覆，试经文、诗赋、骈文。是否
需要考第五场，由主考官决定。

考场不供烛火，天黑即是
最后交卷时间。

考试揭晓要张榜公布，当
时称之为“发案”。发案的形式
有点怪，它不是按照成绩次序
由右向左依次排列，而是写成
圆形，所以称为“团案”。每案
50名，考生名字写成一个大圆
圈或内外两层圆圈。放在正中
提高一字的，是第一名，然后逆
时针排写名次。前几场的发案
只写座号，直到末场考完，才用
姓名发案。第一名称“县案
首”，一般不需要再参加府考和
院考，即可成为秀才。

鲁迅参加了这样的考试，
但没等结果公布就回南京了。
他考得怎么样呢？当下的出版
物中有种种不确切的说法。有
人说鲁迅考了第37名。然而，
如果鲁迅真的考了第37名，他
可能就成秀才了。因为那一年
会稽的秀才名额是40名。县考
37名而放弃府试和院试，就真
的太可惜了。

说鲁迅是第37名，可能是
阅读的粗心导致的计算错误。

关于此事的答案，周作人日
记有记载：那一年会稽县的考生
有五百余人，发案是从高到低，
50人一图。“会稽凡十一图，案
首为马福田，予在十图三十四，
豫才兄三图三十七，仲翔叔头图
廿四，伯文叔四图十九。”账是不
难算的：周作人“十图三十四”，
也就是第484名；鲁迅“三图三
十七”，也就是第137名。

鲁迅参加县试而没有参加
府试，透露了一些信息。尽管
他是在别的人劝说下应考的，
但他能去参加考试，说明当时
的鲁迅对自己的前途尚处于不
确定状态。如果他在县试中一
举夺魁，他是留在绍兴当秀才，
还是回南京矿路学堂读书，是
很难说的。然而，他的县试成
绩只考了第137名，秀才名额
是40个——要想通过府考和
院考从 137名上升到 40名之
前，并非易事。

一方面是考中秀才的把握
不大，一方面是矿路学堂已经
录取，鲁迅放弃了府考和院考，
回南京进了矿路学堂。

（据《今晚报》）

鲁迅的一次
科举考试

〖闲话〗

“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可爱的儿童一直是古代艺术创作中的重要题
材。北京的文物中的许多有儿童形象妙趣横生。

辽代：舍利塔下童子诵经

顺义净光舍利塔基出土的白釉童子诵
经壶，构造巧妙，是一千多年前定窑人形瓷
器中的精品，令人过目难忘。

壶体为一名坐着的童子。童子头戴莲
花形束冠，五官清秀，双目微闭诵经，神态自
若，似乎正在回味经书里所写的内容。他身
穿对襟长袍，长袍的袖口、衣褶和飘带都清
晰可见。童子双手捧着翻卷的经卷上方的
长方形孔为壶流，童子身体中空为壶腹，莲
花形头冠中间设计有壶口用来注水，壶柄在
身后。这件文物把壶的各种功用融合在童
子的各部位中，将艺术性与实用性完美结
合，十分有创意。

明定陵出土的百子衣

金代：瓷枕上的木鸭车

1998年，北京植物园温室大棚工地出
土了金代磁州窑白地黑彩婴戏图枕，瓷枕呈
腰圆形，主题纹饰为一名头结发髻、身着团
花长衫的儿童在户外嬉戏，身后拉着一个四
轮鸭形玩具木车，右手置于腰间揽绳，左手
于左肩处挽结，长出的绳子于胸前自然垂
下。画面呈现出一派天真无邪的童趣。

元代：元青花小童抱罐

元青花举世闻
名，其中就有儿童题
材作品。元大都遗
址出土的青花婴戏
鸟食罐，罐口沿处堆
塑折枝桃，幼童扎双
髻，俯于罐身之上，作
抱罐状，纹饰简练。

东城鼓楼后街
豆腐池胡同出土的
青白釉持桃童子高
13厘米。童子面目
丰腴，大耳，宽额，头
顶梳刘海发式，面露
微笑。长袖内衣，右
衽半袖外套，右手持
带叶鲜桃，左手下垂
纳于袖间，跪坐于
地。

明代：孝靖皇后的百子衣

婴戏是青花图案中的重要题材。婴戏图始于唐，宋
代后盛行，稚童为主要角色，常见的婴戏图案有戏莲、蹴
鞠、放纸鸢、戏蝶、对弈、捉蜻蜓、玩陀螺、骑竹马、敲锣、
舞扇等各种嬉戏玩耍场面，画意生动，情趣盎然。

明弘治婴戏青花小罐为西直门外老虎庙出土，画面

上的几名童子，或手持拨浪鼓，或扛着芭蕉叶奔跑。
朝阳洼里出土的明代青花婴戏盖罐，腹部主体纹饰

分为四个部分，着力表现了14名孩童，有骑木马的，有
玩蛐蛐的，也有模拟官员出行、升堂、对弈、会客、教书的
场景，童趣十足。婴戏图案层次多，面不乱，给人欢快之
感，器底书“大明嘉靖年制”。

明代“连生贵子”玉佩饰出土于海淀，造型为一立于荷
叶上的男童。荷叶向下翻卷，手执莲梗举于肩部的男童脸
型较长，留有发绺，额头大而高阔，鼻子近三角形，长耳肥
腮，双眉紧锁若有所思，身穿右衽短褂和肥腿长裤，煞是可
爱。“连生贵子”的题材来源于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完整的
连生贵子图案包括莲花（或莲叶、莲蓬）、笙箫（或花生）、桂
圆（或桂花）、童子，以童子代表男丁，寓意人丁兴旺。

童子骑牛铜饰，童子扎双髻，骑于牛背上。让人不
禁想起了“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情景。

明定陵出土的百子衣，是孝靖皇后的一件罗制短
袄，其上用金线刺绣9条蛟龙，周身用金线绣以山石、树
木、花卉、八宝纹为背景。用彩线绣出100个各具姿态
的儿童，有跳绳的、踢毽的、放风筝的，还有蹴鞠的、放爆
竹的、博戏的，还有的观鱼、沐浴、嬉戏、扮作官员出行，
形神兼备、惟妙惟肖，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堪称一件精
美绝伦的刺绣工艺品。

明弘治婴戏青花小罐

童子骑牛铜饰

清代：活泼儿童成经典造型

清代以儿童形象为主的艺术作品
就更多了。东直门出土的蓝兜瓷娃娃，
扎双髻，眉开眼笑，双手半握上伸，作欲
拥抱状。丰台看丹出土的红黑彩蓝兜
瓷娃娃，与前者相似，黑彩点睛，身上略
施红彩。

首都博物馆展出的白玉童子诗文
佩，细润光亮，正面琢制两名童子，牵手
相对作游戏状，背面刻诗文“青玉连直
上，指日近龙光。”

1997年马甸出土了清康熙五彩花
卉人物图小将军罐，其中一件绘婴戏图
案。将军罐，因盖的形状似将军盔帽而
得名。画面中的儿童眉目清秀，绿衣红
裤，右腿抬高，双袖后挥，表现了儿童舞
蹈场面。

圆明园出土的青玉仙人出行山子，
一老两少三人走在陡峭的山崖上。一
童子在前，回首作引路状，另一童子负
行李跟随老者。

密云董各庄清皇子墓出有白玉沁
童子和白玉童子牧牛玉雕。前者梳双
髻，宽额大眼，作站立状；后者匍匐于牛
背上，作攀爬状，憨态可掬。童子牧牛
是我国古代艺术品的经典题材之一，早
在宋代就已出现在众多绘画作品之中，
至明清时期，这一题材的表现形式更趋

多样，出现在了玉器、瓷器、家具、漆器
等领域。这件玉雕童子牧牛以写实手
法精雕而成，水牛和童子均十分精致。

海淀出土的清代玉镂雕太子戏莲
纹片，青白玉质，薄片镂雕出太子戏莲
纹，雕功精湛，孩童稚气、天真的形象跃
然眼前。太子戏莲，又名太子玩莲，亦
名富贵宜男，属婴戏纹之一，源于佛教

“鹿母莲花生子”的故事，是一种传统的
装饰题材，被广泛使用。

乾隆时期的粉彩鸡缸杯仿成化斗
彩鸡缸杯。乾隆皇帝一生喜欢作诗，喜
欢将他的诗文与花鸟或山水图案相结
合作为瓷器的画样，命御窑厂烧造。画
中的童子紫衣白裤，左手引鸡，抬左腿，
画面生动自然。

无独有偶。延庆博物馆展出的粉
彩斗鸡碗，童子发髻高挽，左手作招引
状，左脚略抬。虽为斗鸡，但看上去其
乐融融。

纵观有儿童造型的文物，儿童或嬉
闹游戏，或与母相偎，无不以活泼可爱
的形象示人。一方面儿童天性本就童
心无忌，天真无邪；另一方面寄托了古
人对儿童的疼爱。通过这些文物，让后
人了解到古代儿童的衣服发型、游戏项
目。 （据《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