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12月03日 星期二
编辑：刘凌林 E-mail：liulinglin@163.com 校对：筱华 美编：王祯磊人文

资讯

纪念日

1968 年 12 月 9 日 美国斯坦福研究

院的恩格雷贝特博士公开展示了世界

上第一只鼠标，并提出了“图形用户界

面”(GUI)的概念。

1968 年 12 月 9 日，全世界第一个鼠

标诞生于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它的发

明者是 Douglas Englebart 博士。Englebart

博士设计鼠标的初衷就是为了使计算机

的操作更加简便，来代替键盘那繁琐的

指令。他制作的鼠标是一只小木头盒子，

工作原理是由它底部的小球带动枢轴转

动，并带动变阻器改变阻值来产生位移

信号，信号经计算机处理，屏幕上的光标

就可以移动。自此，鼠标和 PC 就结下了

那种难以用言语表达的不解之缘。

自从有了计算机，键盘就一直陪伴

着它，也一直扮演着主要输入设备的角

色。用键盘打字确实不错，但用来移动

光标时，就显示出其局限性了。于是，就

职于美国航空航天局整天与计算机打

交道的恩格尔伯特有了一个大胆的想

法—————是否可以用“点控”的方法代替

敲击键盘呢?

后来，人们把 1968 年 12 月 9 日定为

鼠标的生日。

经过多年努力，在 1982 年，恩格尔伯

特的想法总算变为现实：一种名为“显示

系统光标位置纵横移动指示器”的产品

问世了。它的作用有二：一是控制屏幕上

光标的移动，二是代替回车键。不过，它

的名字太长，实在不便称呼。

一天，在恩格尔伯特工作的实验室

中，一个“显示系统光标位置纵横移动指

示器”从电脑桌上掉下来，由于有连线与

主机相连，它就悬在半空，从侧面看恰似

一只拖着长尾巴的老鼠，此景触发了恩

格尔伯特的灵感，于是，“显示系统光标

位置纵横移动指示器”便有了“Mouse”(老

鼠 )这个名称。当“Mouse”这种计算机输入

设备在我国使用后，人们将它译为“鼠

标”，恰如其分地反映出这种设备的外观

和功用。

（12月 5日—12月 9日）
一周史记1968年 12月 9日
12月 3日

1988年 12月 3日,北京首批私营企业获准营业执照。

2002年 12月 3日，我国获得 2010年世博会举办权。

12月 4日

1991年 12月 4日，北京正式申办 2000年奥运会。

12月 5日

2008 年 12 月 5日，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

京闭幕。

12月 6日

1996年 12月 6日，庐山被批准为“世界文化景观”。

2001年 12月 6日，中国航油在新加坡成功上市。

12月 7日

1957年 12月 7日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

1991年 12月 7日，美国研制出全数字电视系统。

12月 8日

1995年 12月 8日，我国首次对外出租大型客机。

12月 9日

1958年 12月 9日，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结束。

世界上第一只鼠标面世

*ST远洋原财务总监丰金华被解聘

江湖

*ST远洋日前公告称，公司解除聘任丰金华财务总监职

务，同时聘任唐润江担任财务总监。其任期自 2013年 11月 29

日起，至第四届董事第一次会议召开日期止。丰金华曾任中远

青岛财务处长、总会计师、党委委员，中远(集团)总公司财金部

总经理等职。丰金华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高级管理人员

工商管理专业，硕士，高级会计师。
用 9年时间，将一个不到 10人的

微软中国研究院拓展成为拥有 3000名

员工的研发集团，张亚勤这位曾经的

“天才少年”造就了一个传奇，而传奇的

背后却是张亚勤别样的人生感悟。

张亚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影响我一生的书籍是高尔基的《童

年》、《在人间》、《我的大学》。那就是他

人生的翻版、写照。是高尔基“三部

曲”给予了他人生启迪、精神礼物。

“神童”与高尔基

时光倒回上世纪 60年代。3岁就

可以对百首唐诗倒背如流被称为“神

童”的张亚勤，5岁时却要面对失去父

亲、与外婆相依为命的遭遇。

这时，他遇到了高尔基的“三部

曲”。也许张亚勤的童年与高尔基的

“奇缘”有着很多相像，也许很难理解

一个 4、5岁的“苦难儿童”读《童年》、

《在人间》，会有什么样的精神指向。

但事实是，高尔基给予他的是人

生启迪、精神礼物，是《童年》、《在人

间》、《我的大学》里包含的哲学、宗教

给了他智慧底蕴。

张亚勤在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举

行的一次全体员工大会上说，是高尔

基的作品伴随自己童年成长，让心灵

种下了情感理念。

显然，高尔基“三部曲”成了他的

人生导师、伙伴、朋友。

事实上，张亚勤完全是以“风暴

式的成功”融化了这个世界曾经带给

他的苦难。

从 12岁开始读大学到研究生再

到博士生，从中国到美国，再从美国到

中国，张亚勤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跨越，

进入科学家转为企业家人生使命的正

确轨道。所以当他拥有 60多项专利，

并发表 5000多篇学术论文和专著时，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称他是科学家中的

企业家，企业家中的科学家。

他在感化这个世界的同时也完

成了与苦难的和解：人沉静下来，智

慧就升起。

“我可以！”

张亚勤说：“我就是在高

尔基故事中看到了自己的

影子。《童年》、《在人间》、

《我的大学》三部曲影响

我一生的价值观、人生

观。人要有梦想，不要被

社会大环境所左右。”

高尔基给予张亚勤的文化财富

一本书也说不尽。那些岁月形成的风

暴已经变为思想、哲学、行动浸泡在

日子里。现在的张亚勤是一个喝红

酒、玩高尔夫、做瑜伽、给老婆孩子做

饭的企业家。

他是一个正常发挥天赋的人。

“神童”奋发的精神起点来自 5岁失去

父亲时读高尔基的《童年》。那时，母

亲和外祖母给他的大爱就是“独立学

习和生活”。他读书不是解闷，是本着

这种大爱情怀去思考苦难。在他的眼

里，母亲、父亲、外婆都是一所大学。

后来，他在散文《放飞的爱》中幽

默地称母亲对他的爱是“放飞的爱”：

在一旁微笑着看他经历真实的人生。

一面是鼓励，一面是放手。

他承认，能够在 12岁实现第一个

理想、走进了大学校园，精神文化的

底蕴来自于一样热爱高尔基的母亲。

“母亲的爱和国家的希望”在他的精

神深处成为旗帜，告诉他，高尔基的

苦难就是他的苦难，高尔基的胜利就

是他的胜利。当他感觉到世界

上有一个伟人与自己度过

一样苦难的童年，在人间

作着乐观挣扎和美好等

待时，自然而然的喜悦

是：“我可以！”

张 亚 勤 在

《自传》中

写道：

12

岁的

张 亚

勤，从

太原到

合肥上大

学，坐火车

需要二十多

个小时，中途要倒

两次车。母亲不仅没有

送他，还告诉他“你是个普

通的孩子，不是什么神童，你

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并学会帮

助别人。”

“他是微软的宝贝”

具有健康心态的张亚勤从小就

不忌讳人们的猜测。家庭出身带给他

的苦难早在童年时就被高尔基的《在

人间》洗涤成财富。

在才华横溢的少年班、硕士班

里，少年张亚勤悄悄地躲在“神童”身

后，静静地走自己该走的路。23岁获

得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31岁时荣膺

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成为百

年来获得这项荣誉的最年轻的科学

家。33岁获得“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

奖”。

比尔·盖茨注意到这个 9岁就梦

想“自己养活自己，不让姥姥每夜都

缝衣服”的“神童科学

家”。当张亚勤

站 在 1992

年亚特兰大

电脑技术大

会上展示视频压缩技术，感觉到“理

想要实现了”时，忽然，听到后面有一

个声音问：“这个压缩速率有多少？”

他回头看时，是与高尔基一样让他崇

拜的企业家比尔·盖茨。

1998年底，微软向张亚勤发出邀

请：希望他能带着微软在中国建立基

础研究院，一起创业。

于是，张亚勤带着“新梦想”回到

中国，这个“天才宝贝”开始了“智慧

起舞。”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带

领微软中国研究院多媒体小组发表

了 80多篇论文，做出了 60项新发明。

这再一次震动了比尔·盖茨：“我敢打

赌，你们都不知道，在微软中国研究

院，我们拥有许多位世界一流的多媒

体研究方面的专家。”

一向喜欢听著名的科学家演讲，

喜欢对交响乐入迷的张亚勤

默默养成了与高尔基相似

的审美情趣和对世界的

悲悯，不让自己命运的

坎坷、沧桑与消极相

连，在他的世界里永远

是阳光、和谐。

本报记者 江雪

九九久王浩辞任副总经理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发布公告称，公司董

事会收到公司副总经理王浩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申

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辞职后，王浩不再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职务，仍在公司销售部门担任经理职务。公司称，王

浩的辞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影响。

杨明辉接任华夏基金董事长

华夏基金近日公告，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杨明辉于 11 月

27日正式任职华夏基金董事长，接替王东明。杨明辉 2005年

7月至 2007年 1月兼任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2011

年 11 月至今任职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总经

理、党委委员。业内人士分析，今年以来中信证券一直在回收

华夏基金股权，有意增加对华夏基金的控制权。

江南化工原董事长连续大宗减持

江南化工原董事长熊立武“功成身退”迹象日益明显。公

司近日发布《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熊立武自 11 月 25 日至

27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和大宗交易系

统减持公司股份 93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3%。本次减持

后，熊立武持有公司 1997.4443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

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张亚勤：高尔基教会思考苦难

吕永杰接任光明食品集团董事长

近日，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官网发布消息称，王宗南

因身体原因，不再担任光明食品 (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职务，由上海市国资委党委原副书记吕永杰接任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职务。王宗南从 2006 年起担任光明食品集团

的党委书记、董事长。业内人士指出，眼下正值上海国资改革

时期，此次董事长变动属于正常的人事变动，对光明食品集团

改革进程不会造成明显影响。

传沪基金公司 5人被带走协助调查

近日，市场纷传上海地区基金公司中有 5 名权益类基金

经理被监管部门带走协助调查，其中还包括已离任公募的基

金经理。据悉，这五人被带走协助调查源于证监会稽查扩编。

此前，肖钢给出了明确的数字，“新增 600 名稽查执法人员，实

现全系统稽查执法队伍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这些新增人员

将会进入 6个证券期货交易所与中证登公司以及沪深支队等

相关执法部门。

11月 30日，由北京元鼎天宝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与福建

雪峰崇圣禅寺合作拍摄的《问道雪峰》等系列佛教微电影在福

建雪峰寺隆重举行开机仪式暨开光法会。这一系列微电影共

计 26部全部取材于广为流传的禅宗公案。影片力图以善巧的

方式传达甚深的佛法，片中角色多由雪峰寺大德本色出演。作

为投资方的北京元鼎天宝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首家发

心致力于弘扬佛法传播释、道、儒精神的影视公司，还将于

2014年投拍佛教院线电影《锦瑟》。影片由张艺馨和李宁执

导，将于 2014年 3月上映。

首个禅宗微电影系列《问道雪峰》开机

日前由中华商标协会、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全国台湾

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台湾商业总会联合主办的 2013海峡两

岸（苏州）品牌博览会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来自波司登、

爱国者、好孩子、清华科技等数百家品牌企业都参与这一盛

会。据悉，品博会将以“提升品牌价值共创民族品牌”为主题，

打造一个立足大陆市场、面向亚洲、覆盖全球、加快转型升级

步伐、展示企业发展成果、促进两岸企业深化合作、共铸民族

品牌的专业博览会。

近日，曾宓书法作品展在北京杏坛美术馆开幕，展览展出

了浙江著名书画艺术家曾宓近两年来的书法创作近百幅。曾

宓，号三石楼主，1933年生，福州市人。中学时期，师从吴启瑶

教授学习水彩画。1957年入学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

院），得益于潘天寿、顾坤伯等名师亲授。现为浙江画院艺委会

委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曾宓以画闻名，在中国画坛独树一帜。近些年来，潜心

书法创作，以书载道，其书法作品无论结构、形式或是书写的

内容都让人耳目一新。

近日，由宁夏文化厅主办，宁夏博物馆、中国青绿山水画

院承办，宁夏美术家协会、中国网络电视艺术台、华人华侨联

合总会协办的“走进自然·顾大明青绿山水画巡回展”在宁夏

博物馆举办。本次巡回展出的作品以顾大明近期的江西婺源

写生作品为主，共展出新近创作的精品 60余幅。顾大明，国家

一级美术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

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会员；中国青绿山水画院副院长；《美术

家》、《当代书画报》主编；文化部中国民族书画杂志副总编。

2013海峡两岸（苏州）品牌博览会举行

书画艺术家曾宓书法展在京举行

顾大明青绿山水画巡回展宁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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