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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赤壁市第五初级中学

获全省“法治宣传教育先进集体”
本报讯 通讯员胡新华、刘騉、谢国华报道：日

前，从湖北省普法工作办公室获悉，赤壁市第五初级
中学被评为2011-2015年全省法治文化建设先进单
位，这是湖北省唯一被授予“法治宣传教育先进集体”
的农村学校。

近年来，赤壁市第五初级中学致力于提升师生的
法律素养，坚持“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法制教育
模式，建立经常教育与集体教育相结合，普遍教育与
重点教育相结合，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相结合等“三
结合”机制，做到计划、教材、课时、师资“四落实”，规
范各项管理工作。同时，做到认识到位、重视到位、研
究到位、落实到位、督查到位等“十到位”，有效增强学
生法制观念，营造了“文明、和谐、平安”的校园。

咸安桂花镇打造安全校园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吴剑、叶旋报道：为

确保校园安全，打造安全放心的校园环境，近日，咸安
区桂花镇对全镇18所中小学、教学点进行突击检查。

该镇组织公安、交警、医院、食药所、教育部门，针
对校园内的宿舍、食堂、教学区、校园超市的消防设施
配备、安全使用情况、传染病防控、卫生消杀工作、卫生
教育宣传、环境卫生保洁、易燃物品防范、工商营业执
照办理、饮水安全、校园出入登记、校车安全使用、校园
监控设备及应急安保设备等情况开展整治。

对检查中发现的灭火器不足、消防栓不出水、校园
超市无登记证、学生寝室线路老化和阻燃板配置不足
等情况，当场提出整改意见，要求教育部门督导整改，
确保校园安全、学生安心、家长放心。

通山县通羊镇所属学校

聘请2000余名“代理家长”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谢武兵报道：“我在武汉

打工3年，孩子吴超于2014年秋从黄沙孟垅小学毕业
后转到通山镇南中学就读，是学校熊金叶老师把他当
为亲生孩子一样，在学习生活中处处关心，代理家长
真是名副其实的家长”。2月18日，通山县黄沙铺镇
孟垅村吴超的家长吴世勤对笔者说。

该镇1.2万余名学生中，约有近2000余名孩子父
母外出打工赚钱，为了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在校无家长
看管等社会难题，该镇党委政府为这些留守学生聘请
学校教师、退休教师、退休在职镇、村干部、社会爱心
人士、“知心哥哥姐姐”等为“代理家长”，他们不但辅
导学习，还进行亲情陪护和心理疏导。

据了解，一年来全镇2000名代理家长，分别是一
人代理1名学生或2名学生，引导学生参加文化体育、
唱歌比赛、正月半猜谜语有奖等有益活动。

蒲纺一中

营造国学经典校园文化
本报讯 通讯员胡新华报道：“智者千虑，必有一

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近日，在蒲纺一中的大课间
活动时间内，不时能看到手捧国学经典的学生在校园
一角放声朗读，不时能听到校园广播中诵读国学经典
的声音。

赤壁市蒲纺一中为了让阅读成为学校、家庭、社
会的一种良好风气，将国学经典融入了校园生活，融
入到学生心中。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提升学生文化
素养，实现学校内涵全面发展，在校长钱剑君的倡导
下，学校以“诵读国学经典”为主题，以“诵读国学，提
升素养，学为人师，惠及学生”为目标，引领全校师生
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营造“我读书、我快乐、我成长”
的读书氛围。

古籍最常见的损坏有虫蛀、鼠
啮、霉蚀、黏连、酸化、老化等，传统
修复方法主要是用纸张和糨糊手
工修补。修复通常要经过揭、脱、
补、托、裱、衬等多道工序。

图为泛黄的书页千疮百孔图为泛黄的书页千疮百孔，，对着窗外的阳光斑斑点点对着窗外的阳光斑斑点点，，残破的页面好像一碰就会碎掉残破的页面好像一碰就会碎掉。。

国图馆藏着200余万册（件）古籍，修
复师仅有19人，80后占一半以上，年纪最
大、资历最老的是已经工作了43年的杜
伟生，上过他课的学生有几百人，但他长
期培养的学生仅有8人，现全都在国图古
籍馆文献修复室工作。

而与偌大的馆藏相比，修复团队的工
作人员一个人一天只能修几页,碰上破损
严重的，一两天才修一页。

“修复古籍要非常细致。”杜伟生说，
在珍贵古籍面前，任何一个失误，都将给
其带来致命的损害。在他43年的工作生
涯中，修复过难度最大的要数《敦煌遗书》
和《西夏说法图》。“《西夏说法图》破损得
特别厉害，光打开纸卷我就用了一周的时
间，只能拿镊子一点一点地剥，弄不好就
全碎了。”杜伟生说。

古籍修复需要慢工出细活，但是古籍
保存现状却是时不我待。国家图书馆副
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表
示，2007年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全国从事
古籍修复的人员不到100人，且绝大多数
年纪很大。此后,国家和各省的古籍保护
中心举办了100多次培训班，培养了数百
名古籍修复人才，但人才匮乏局面并未从
根本上改变。

这数百名古籍修复人员所要面对
的，是全国2800多家图书馆收藏的超过
5000万册的古籍，其中1/3存在不同程
度的破损。在我国图书馆界，有这样一
种说法，按现在的古籍修复人员数量，大
概需要1000年才能把馆藏古籍全部修
复好。

（本报综合）

21日，《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中国大陆
地区独家运营方DeepTech深科技在北京
发布2017年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榜单。

今年上榜的突破性技术有：能使计算
机在没有明确指导情况下像人一样自主学
习的人工智能方法“强化学习”，可以让自
动驾驶汽车等自动化领域进展大大提速
（成熟期1—2年）；

能更真实还原事件和场景的消费级
“360°全景相机”，其廉价的摄影方式能改
变人们分享故事的方式（现已成熟）；

正在开发和批准进程中的基因疗法
2.0，有望彻底治愈由单个基因突变导致的
很多疾病（现已成熟）；

描绘人体中各种细胞类型的全目录
“细胞图谱”，为加速新药研发与试验提供
超精确的人类生理学模型（成熟期5年）；

可在高速路上自动驾驶的长途货车，
能帮助货车司机更高效地完成运输任务，
但也会导致货车司机因此失业（成熟期5—
10年）；

在网络交易等领域广泛使用的刷脸支

付，提供了一种安全方便的支付方式，但也
存在泄露隐私隐患（现已成熟）；

可以让太阳能电池效率翻倍的太阳能
热光伏电池，可能会催生出在日落后仍可
工作的廉价太阳能发电技术（成熟期10—
15年）；

能够制造出稳定量子比特的实用性量
子计算机，可运行人工智能程序及处理复
杂的模拟和规划问题（成熟期4—5年）；

可绕过神经系统损伤实现运动即治愈
瘫痪的无线脑—体电子元件，有望帮助全

球数百万人摆脱瘫痪的折磨（成熟期10—
15年）；

能造成大规模网络瘫痪的僵尸物联
网，可感染并控制消费电子产品且破坏力
越来越大（现已成熟）。

据了解，《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发布权
威榜单已超过16年，上榜技术有的在现实
中得以应用，有的尚需时日，但都将在未来
对经济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彻底
改变社会面貌。

（本报综合）

2月15日，中国教育装备采购网新上
线的一条信息，让不少大学的古籍图书馆、
阅览室以及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兴奋不
已。一种大幅面古籍书刊非接触式扫描仪
在高校开始应用。这种扫描仪由两个高分
辨率区域传感器并联使用，使得珍贵的古
籍在不受到任何损坏的前提下得到高品质
的还原。据了解，近年来古籍保护技术，正

越来越多地得到应用。
2007年 1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实施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年过去了，我国
古籍的存藏、保护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200万叶（通

“页”）古籍得到了修复，其中高科技可谓功
不可没。

崇阳县教育局

部署党风廉政和教育教学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廖金义报道：21日，崇阳县教育

局党组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会议，研究部署2017年教
育教学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会上，局党组书记与党组成员签订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状，党组成员与分管股室和乡镇签订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状。据了解，今年该局党将下狠心刹住违规请客送
礼的歪风，严格执行婚丧嫁娶等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对
顶风违规违纪行为严格实行“一岗双责“和“一案双查”。

此外，该局今年将加强挂牌督导，各校必须开齐课
程、开足课时，特别是小学科将加强质量监测；全系统
实行推门听课制度，严格实行幼儿园年检制度和义务
教育学段教育教学质量监测制度，各项工作要做到全
局着眼、细处入手，做细做实各环节。

穿过蜿蜒的走廊，在国图典籍博物馆
的深处，有一处并不起眼的房间，这里便是
国图古籍馆文献修复室。

数张宽大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各类古籍
以及放大镜、冷光源补书板、毛笔、剪子等
工具。十几位工作人员正在修复着自己手
中的古籍，有的在用糨糊粘补古籍，有的在
给古籍编号，建立电子修复档案。

今年65岁的杜伟生是国图古籍馆研
究馆员，也是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古籍修复的代表性传承人。他开班
授课，有几百人都跟他学习过古籍修复技
术。不过，目前古籍修复除了传统的人工
作业外，现在还用上了“高科技”。

一台类似于打印机的机器摆放在修复

室内，杜伟生告诉记者，这是一台“纸浆补
书机”。“这台机器能用几十秒就补好一叶
书，书越破就越用它补。”杜伟生说，用这台
机器修补古籍，一人一天可以修补40叶，
但要是人工修补一件一级破损的古籍，一
天只能修补1到4叶，效率大大降低。

“有些事机器做得就比人工好。”杜伟
生说，鉴别纸张的成分，以前的师傅就靠手
摸，是麻纸、竹纸还是混料纸，一摸便知，但
这个手艺没个十年八年是学不出来了，即
便是学出来了，也有摸错的时候。

而现在有了显微镜，把书放在显微镜
下，一下子就能鉴别纸张的成分，再厉害的
修复师也比不过显微镜，这就是“高科技”
的好处。

全国2800多家图书馆收藏的超过

5000万册的古籍，其中1/3存在不同程

度的破损。按现有的数百名古籍修复人

员数量，大概需要1000年才能把馆藏古

籍全部修复好。然而，古籍保护却是时

不我待。

“纸浆补书机”提速批量处理

另一个可以让高技术大显身手的地
方，是解决“酸化”这样的全球性古籍保护
难题。

“纤维素是纸张的主要组成成分，也是
纸张强度的主要来源。在酸性条件下，纤
维素很容易发生水解，这就会使纸张老
化。”据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保护组组
长、古籍保护实验室负责人田周玲介绍，木
材、竹子、稻草等造纸原料，有的本身就是
酸性物质，有的则通过长期的氧化、水解产
生酸性物质，再加上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
更加速了纸张的酸化。现在，纸张酸化已

经成为影响文献保存的世界性问题，全世
界三分之二的历史文献和珍贵图书都受到
酸化的威胁。

如何针对我国文献特点进行快速、有
效、大批量的脱酸，成为图书馆界迫切需
要攻克的关键难题。2015年，国家图书
馆下设的古籍保护科技重点实验室在大
量调研工作基础上，对国外文献脱酸溶
液、工艺路线和脱酸设备进行研究和改
进，研制出无闪点、安全性更高的脱酸溶
剂，以及小型一体化批量脱酸试验机，有
效实现脱酸。

脱酸生产线日处理书籍360册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一项重要内
容是，建立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和古籍数字
资源库，应用现代技术加强古籍数字化和
缩微工作。

去年9月，国家图书馆向社会发布了
“中华古籍资源库”，包括古籍善本影像共
计10975部91467册，约占国家图书馆所
藏善本总数的1/3。到2016年底,国家图
书馆计划发布第二批6200余部善本古籍
影像，至2017年底古籍善本影像发布数
量将达到2.3万部。届时，国家图书馆超
过80%的古籍善本可在网上免费阅览。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副主任张志清表示，国家图书馆收藏了
全国古籍品种的60%、版本的80%。“数字
化是保护古籍最快、最经济的办法。一部
书只有化身千百部书，才能保存下来。”

在图书馆界人士看来,数字化是古籍保
护的有力手段。而在学术界人士看来,古籍
数字化有效解决了保护与使用的矛盾。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研究
员沈乃文表示，现在回头来看历史，古籍

有3次重要变化，一是汉晋时期，纸质书籍
逐渐取代竹帛的地位；二是五代北宋以
来，册印书籍逐渐取代手抄书；三是清末
民初，机器印刷书籍取代手工雕版印刷。

“这三次变化比较起来,原来的书籍逐渐
让位于比较方便、高效的书籍形式。”

沈乃文表示，我们现在站在了再次变
化的门槛上，这就是古籍数字化的快速到
来。“我们所有单位、个人获取古籍资源的
能力完全平等，这将会带来学术研究的整
体突破。”

“毕竟古籍是珍贵文物，翻看的次数
是有限的，不能我们这代人有的看，子孙后
代没的看。数字化以后，读者就不必去图书
馆，在家里就能上网查看了。”张志清说。

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李国庆
表示，全国各级图书馆都应积极与国家图
书馆合作，尽快建成中华古籍数字资源
库，让全社会共享这一中华民族文化遗
产。“古籍资源是国家的、全民族的，只有
大家一起合作才能最大化地利用好古
籍。”

“数字化”带来划时代变革

古籍修复人员奇缺
“纯手工”修复需要上千年

这台设备可以一次放入四五十本
书，并通过导入溶液、浸泡摇摆、排出溶
液、加热烘干，最终取出已脱酸的图书。
据悉，一批书的脱酸时间大约在 40 分

钟，加上烘干、前期准备等程序，大约需
要两小时。一条脱酸生产线的脱酸处理
量约为360册/日，年脱酸处理量在9万
册左右。

2017年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榜单发布

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高科技古籍修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