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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安监
8月17日，咸安区在区财政局附

四楼会议室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区
政府党组成员吴长勇主持会议，各位
副区长和政府党组成员，两办分管副

主任，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和乡（镇、
办、场）主要负责人，20个专业委员会
主任、副主任和办公室主任，区委政研
室和区政府调研室主要负责人参加会
议，共130人。区委副书记、区长、区
安委会主任盛文军出席会议，并作了
重要讲话。

会上，副区长董明宣读了《区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区安全生产委员

会组成人员和成立二十个安全生产专
业委员会的通知》文件，区安监局局
长、区安委会办公室主任朱宗德传达
上级领导批示和相关会议、文件精神，
通报了近期发生的有关事故及处理情
况，对当前正在开展的安全生产大检
查、大督查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再安排。

会议分析了上半年全区安全生

产形势，认为：元至八月份全区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当前，安全
生产工作还存在三个方面的薄弱环
节。一是道路交通事故居高不下。
二是违法行为仍然突出。三是危化、
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仍存在较
多安全隐患。

会议要求:一是各单位、各专业委
员会要迅速召开会议，专题传达此次

的会议精神；二是各专业委员会尽快
制定出各自的工作职责和工作目标，
并上报区安办；三是各专业委员会办
公室要认真做好文件、信息、资料的上
传下达工作。

盛文军强调：一是安全生产之弦
必须时刻绷紧。要从讲政治的高度，
认清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和特
殊性，做细做深做实安全生产工作；二

是安全生产工作必须落细落小。着力
“四抓”，即：一抓宣传教育、二抓隐患
整治、三抓制度建设、四抓源头治理；
三是安全生产责任必须压实。真正做
到执法监管这一招必须硬起来，压力
传导这一环必须实起来，追责问责这
一手必须严起来。

（夏亚平 吴宇）

咸安区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

（上接第一版）
发展林下散养，引进五黑鸡、瑶鸡等10多

个优良品种，产品比传统土鸡蛋营养价值高出
5倍，供不应求；

大崖山国际森林氧吧、世界珍禽博览园、
大型户外活动综合基地………“一区置中心、
一廊串五谷”的景观功能体系呼之欲出。

由湖北尚禾集团投资12.3亿元打造的柃
蜜小镇，是崇阳特色小镇建设的一个缩影。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港口樱花小镇、青山
芬芳小镇、铜钟涂鸦小镇等10多个特色小镇
都在规划建设、快速推进之中。

这些小镇各具特色，走差异化发展之路。
但它们有共同的色彩——绿色。不仅环境优
美、绿意盎然，而且注重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大
文化大旅游大健康产业，是典型的“高大上”、

“白富美”。
风生水起的特色小镇建设，是县委县政府

聚力打造生态崇阳的成果之一。
近几年，崇阳以创建省级生态县为契机，

打造“碧水工程”，整治“九河九港”800里水
域，实现河安、水清、岸绿、景美、人欢目标；打
造“青山工程”，建设青山国家湿地公园、桂花
林场国家森林公园；打造“蓝天工程”，实施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控制工业污染，推进农
村新能源开发利用。

瞄准国家园林县城创建目标，该县大谋
划、大建设、大保护、大创新：以出入口为“点”，
打造杭瑞、天路、崇赤通道景观；以道路为

“线”，建设分车绿带、多排人行道绿带、路侧休
憩带；以公园为“面”，建设一批中心公园和街
头小游园；以隽水河为“轴”，开展河道清淤、城
市防洪、生态修复工程；以城市山体为“片”，建
设大集公园一二期工程、健身走道，“人在林中
走，宛如画中游”。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截止2016年
底，崇阳县森林覆盖率达到62.8%，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39.6％，人均公园绿地面积9.2平方
米，荣获“中国百泉地质之乡”、“湖北省园林县
城”、“湖北省文明城”等称号。

富裕崇阳：钒产业、卫材等强县富民产业
成功转型，精准扶贫经验全省推广，50万崇阳
人民阔步奔向小康和富裕生活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引擎、财富积聚的载
体。建设富裕崇阳，县委县政府注重做好产业
转型文章。

走进位于县经济开发区的晶洋实业，绿树
掩映，花草丛生，环境清洁幽静。

很难想象，这是一家拥有4条钒氮生产线
的钒业龙头企业，年产能3000多吨，产值达6
亿元。

钒被誉为“工业味精”，广泛使用于冶金化
工、航空航海和新能源领域。崇阳钒产业起步
早，纳入全省重点成长型产业集群。

过去，由于一些小钒厂遍地开花，矿山提
钒，污染严重，矿区草木枯死，人们“谈钒色
变”。加之市场行情变化大，产业经历了“过山
车”式的起落。

“我们搞深加工、精加工，对环境几近零污
染。”晶洋实业董事长甘景旺说，该公司采用
钢厂废渣提钒，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产工
艺，仅发明专利就拿了9项。

以晶洋实业为代表的崇阳钒业，共有5家
规模以上企业。近年来，该县抢抓国家政策利
好，鼓励企业升级工艺，走绿色钒业、高效钒业
之路，全县13条生产线年产能达万吨以上，产
值逾20亿元，居全国同行业第一。

卫材是崇阳又一传统的产业集群。16家
企业中，稳健和中健是龙头。

近年，两大龙头企业集中精力做高端产
品，将中低端市场让给下游企业。稳健公司继
续拓展日欧美客户，加紧在深交所上市步伐。
中健公司投资1000多万元解决漂洗污水处
理，实现满负荷生产。

上半年，卫材产业产值达8亿元，同比增
长15%，成为全国五大卫材生产基地之一。

老产业“补钙”，小企业“给氧”，新产业“输
血”，崇阳强县富民产业活力迸发。

富裕崇阳，离不开全面小康。近几年，县
委县政府用绣花功夫抓扶贫，确保50万崇阳

人民与全省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
创新“4+X”产业发展模式。对贫困家庭

实行“免担保、免抵押、全贴息”发放扶持贷款，
扶持6902户贫困家庭发展特色种养业；

探索医疗救助“四零”模式。2016年在
2015年的基础上减免医疗费用2400万元，贫
困户小病零离乡、服务零距离、治疗零障碍、住
院零费用；

落实扶贫线与低保线“两线合一”。安排
4000多万元资金，对全县5296户特困家庭兜底
保障，对3067户特殊贫困家庭叠加政策优惠。

近两年，崇阳5次在全省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推进会上进行经验交流，全省2次、全市3次
扶贫攻坚现场会在崇阳召开。

华师减贫与发展研究院测评结果显示，崇
阳群众对脱贫成效满意度高，“一有”、“两不
愁”满意度达到100%，住房保障达到99.8%，
教育保障达到100%，医疗保障达到99.6%，养
老保障达到98.2%。

文明崇阳：散发乡土味的格言成了公益广
告语，身边的典型人物上了文化墙，县委县政
府以滴水穿石的精神抓文明创建

在杭瑞高速公路出口处，公益广告牌上的
“崇阳精神 水滴石穿”八个格外惹眼。

“水滴石穿”成语出于崇阳，原意是说错误
虽小，积累起来也会造成很大危害。后来比喻
学习工作只要有恒心、坚持不懈，就能够战胜
困难，取得成功。

这个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成语，经过几年
前广泛征集酝酿，反复征求专家意见，多次召
开专题会研讨，今年县委三级干部会上被确定
为崇阳精神，成为激励50万崇阳人民执着追
求、坚韧不拨的文化图腾。

如今，这条成语的公益广告在公园、社区、
学校有100多处，成语故事还制作成连环画、
动漫，拍成微电影。随处可见的崇阳精神，春
风化雨般滋润着人们的心灵。

在崇阳，无论是大街小巷、公园小区还是
机关单位，色彩鲜艳、主题突出的公益广告栏、
文化墙越来越多。

“檐前滴水能成河”“人随王法草随风”“小
姐的绣房不进，老板的铺房不进”……这些散
发乡土味的格言警句，成了公益广告语；

孝老爱亲模范王良英、见义勇为英雄吴丛
维、提琴戏传承人甘伯炼……这些身边的典型
人物，上了文化墙……

近几年，崇阳以创建省级文明城市为目
标，运用新闻宣传、网络宣传、文艺宣传、公益
广告宣传等多种方式，发放“文明创建倡议书”

“市民文明手册”2万余份，在交通路口、公园
广场、公交站亭及社区、学校安置1200多处文
明公益广告，大型户外电子屏和窗口单位电子
屏长年滚动播放文明礼仪用语……

文明创建，既要“创”又要“建”。近几年，
崇阳投资数千万元建设一流的档案馆、文化体
育中心，文化设施实现了“县有三馆、镇有一
站、村有一室”的目标。大力开展“十星级文明
户”创评活动，县里每年表彰200户“十星级文
明示范户”，十星户在贷款、医疗、旅游、升学
等方面享受优惠政策。大力推进科技文化卫
生“三下乡”活动，建有农家书屋300多个、大
小农村文化广场628个、广场文化活动队伍
1200多支。

文明城市，既要素养好也要颜值高。该县
向脏乱差开刀，集中整治环境卫生、交通秩序、
市场秩序，实行县四大家领导包街责任制、单
位门前五包工作制，组织干部职工、社区居民、
中小学生开展城区清洁卫生大扫除活动，对城
区主干道实行24小时保洁。县城管执法、工
商、交警等部门开展门头牌匾整治，对软体喷
绘、陈旧破损、一店多招、不符合技术规范和影
响安全的户外广告，按统一标准进行升级改
造，美观整洁大气，显现文明气息。

幸福崇阳：投入16.47亿元铺开大天城建
设，水、路、电、气保障能力大大增强，居民获得
感、满意度节节提升

8日，投资5900万元的青山水库供水复
线项目开工建设。

“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城市人口骤增，再加
上多家大企进驻园区，用水量远远超出了供水

量，亟需新增一条饮水线。”对这一民生项目，
县住建局干部余小龙连连称赞。

该项目南起青山水库取水口（含西干渠和
水库取水隧道两个取水口），北至崇青公路与
金城大道交界处，全长12.7公里，预计工期为
180天。建成后，不仅能解决城区用水压力，
还能根据雨季和枯水季不同科学选择取水口，
确保居民长年饮用到优质水源。

崇阳素有“江南天府”之美誉。然而，由于
财力贫弱，城镇化建设相对滞后，承载辐射功
能较弱，城市的龙头作用远远发挥不够。

对此，该县创新发展理念，实行新老城区
统筹规划，集中财力物力办成一批民生工程。
投资1500万元完成全县城乡建设总规、详规
及专项规划，实现城乡规划全覆盖；累计投入
16.47亿元，实施城建重点项目126个，全面铺
开大天城建设。

迎宾大道、文昌大道、隽西大道等城市道
路的完工，实现了“打通外环、疏通内环”目标；

教育新城、发展大厦、卫生城等公共服务
工程落地开花，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桃
溪广场、大集公园、农贸市场、城市污水处理厂
等城市配套项目建设，使城市载体功能日臻完
善；中津、城西、中医院、金龙、香山、岗水塘等
地特色保障性住房，为城乡居民提供了住房保
障；四季花城、凯鸿国际华城、锦阳国际、崇尚
华府、清水湾、山水天城、锦绣天城、星光天地、
崇阳大世界等城市楼盘，激活了城市活力，满
足了多样化居住需求……

今年，全县28个重点民生城建工程正在
稳步推进，建成后将极大便利居民生活，成为
崇阳新亮点。

漫步崇阳，高楼拔地而起，隽水曲折而行，
老城处处绿树成荫，新城满目青环翠绕……几
年来，50万崇阳人见证了家乡的华丽转身，幸
福指数节节飙升。

县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光新是个“老
崇阳”，对近几年的变化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新一届县委县政府带着感情、责任和使命工
作，崇阳民生建设迎来历史上最佳时期”。

耗时十年，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特藏数字化工程完成

5.3万卷中文珍稀古籍免费阅读

以中文善本特藏“量多质优”闻名世界
从哈佛燕京图书馆官网上可以看到，“中

文善本特藏”这一数字化项目下，按类别分为
稿、钞、孤本，经、史部，丛部，集部，特大，子
部，稿钞本选辑等。

这一项目中数字化的“中文善本特藏”与
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的中国旧海关资料、中
国珍稀方志、拓片收藏、莫里士中国老照片、
明清妇女著作、韩南教授藏书等其他25大类
文献，共同形成了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中文古
籍和文献收藏格局。

此次线上发布的大部分数字化中文善本
均品相完好，如该馆所藏的明朝万历本《金刚
般若波罗蜜经》，历经数百年，其插图罗汉画
像仍栩栩如生，通过数字化照片可清楚看到
每一笔细节。

在海外机构中，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中文
善本特藏，以量多质优闻名世界。如今，该
馆馆藏乾隆之前的善本约2400部，其中宋
元明善本约1500部，内含188种善本是其
他图书馆所没有的。比如，馆藏的明代《会
通馆校正宋诸臣奏议》大字本（弘治三年华
燧会通馆铜活字印本），是目前存世最为齐
全的一部。

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的抄本稿本也相当
珍稀，除了两册《永乐大典》外，还有明末清初

毛氏汲古阁抄本，许多稿本连相应刻本都未
见传世，比如翁方纲《复初斋文集》、高凤翰
《南阜山人诗文类稿》、周广业《蓬庐文抄》
等。

哈佛燕京图书馆还收有大量宋元明刻类
书，尤其是明代私人编刻的类书。在全世界
现存的名人类书300种中，哈佛就收了75
种。

国内多家机构合作参与
这所业内鼎鼎有名的图书馆究竟有何渊

源？
原来，哈佛燕京图书馆1928年开馆，是

哈佛燕京学社下设的私人图书馆，当时叫“汉
和图书馆”，主要收藏中国和日本文献。

1976年改名为“哈佛燕京图书馆”，裘开
明是第一任院长，在他的带领下，图书馆善本
珍藏数量增长很快，1936年藏书增至7万多
册。日本侵华时期，许多中文古籍流散于上
海等地，哈佛燕京图书馆便购入大批书籍；二
战后，日本流出大量私藏中文古书，裘开明又
多次赴日访书。

此外，二战后美国汉学、东亚研究的兴
起，也是馆藏增加的重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哈佛燕京图书馆数
字化项目有国内多家机构合作参与，包括中
国国家图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社

会科学院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浙江大学数
字图书馆等。

在此次完整数字化的5.3万卷中文善本
中，经、史部中文善本，就是哈佛携手国家图
书馆合作近七年的成果。

国图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
张志清对记者回忆道，2009年他与国图典藏
阅览部同事共赴哈佛大学图书馆，中美双方
协议共同开发哈佛燕京图书馆部分馆藏珍稀
古籍和文献。

国图主要负责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和数
据质量控制，哈佛提供技术设备、承担中文善
本古籍数字化、元数据制作和数据传递。

项目成果由双方各保留一份完整的数字
化图像文档，分别用于各自官方网站免费发
布及其他学术研究应用。

“比如经史子集中的经、史两部，930种
上网，多达近93万叶，‘叶’为古籍常用单位，
一叶相当于两页。”张志清透露说。

期待更多珍贵中文古籍数字化
海外各大图书馆存藏着数量宏富的中文

古籍和文献，其中不乏国内罕见或不存的珍
本秘籍。将分散在海外上百家图书馆的中文
古籍统计清楚并加以利用，离不开国内多家
机构与海外的密切合作。

近年来，国内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其

中就包含海外中华古籍数字化合作项目。
眼下，数字化上网、影印出版是最常见的

两种途径，后者一般分别纳入珍本丛刊或书
目书志。

在业内看来，数字化作为中文古籍再生
性保护的重要手段，是继绝存真、保存典籍、
传播华夏文明的有效方式。

哈佛燕京图书馆这一文献数字化项目，
有效解决了古籍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堪
称国际图书馆间文献资源共享的一个好样本
——身处信息化时代，利用新技术将中文古
籍影印或数字化惠及研究者和读者，功德无
量。人们期待未来全球更多机构收藏的珍贵
中文古籍有机会数字化，无偿服务读者。

就实际情况来看，数字化落地与纸质出
版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各有侧重优势，相得
益彰，并非人们所担忧的“放到网上就没人看
书”。

对于出版合作来说，收藏单位的开放程
度越高，对古籍出版、研究的合作的促进程度
也越高。中华书局与海外机构合作的《海外
中文古籍总目》编纂工程，两年多来已有五家
图书馆的三册中文古籍目录面世，未来这一
工程不仅会推出更多静态的纸质出版物，也
将成为网络化开放数据服务平台，并力求实
现数据共享。 （本报综合）

最近，哈佛燕京图书
馆正式宣布，该馆馆藏的
所有4200部共约5.3万
卷中文善本特藏数字化
工程已全部完成，可免费
在线阅读。消息一出，引
起广泛关注。

用家里大人的话说，家里金银珠宝是没有
的，书籍读本倒是有几套，不至于子孙后代啥
遗产都没有。小时候在外婆炸糍粑的篾箩里，
看见过几本《西游记》、《三侠五义》连环画，还
没来得及细细品读，最后都成了外婆垫糍粑的
吸油纸，一度让我愤懑不已。

我最早系统读到的文学读物，是《少年文
艺》、《儿童文学》之类的画报和杂志。初中的
时候，金庸琼瑶的小说盛行，同学们在班上争
相传。除此之外，余秋雨的散文，三毛的流浪
文集，钱钟书的小说……也是博览，泛泛而不
精。

无奈父母管得紧，囊中羞涩，不能随意买
自己喜欢的书。好在那时咸安中城街有个老
书店，只需付点租书费，便可在文学世界里徜
徉一番。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悬梁刺股”、
“囊萤映雪”…….关于读书的名言或典故大多
产生在古代。无奈当今社会，传统的阅读活动
日渐式微。

嘈杂繁忙的生活中，人们总是不停忙碌奔
波，为了生活的难题而辗转反侧，在欢笑的喧
哗中遗忘自我。然而当繁华褪去，身心憔悴
时，疑虑渐上心头，是否能把握自己的时间，真
正做些什么？是否真的将生活过出了充实的
样子？

读书是读道理、读知识、读到的更是人
生。当你走到山间丛林，这里有小溪潺潺，会
想起“溪流而下，水流叮当”，这句子里还有那
悦耳的水流声、鸟儿的鸣叫声、虫儿的嗡嗡
声。多美丽的景色，多干净的一副人间仙境。

接下来的岁月，我将努力拂去心间的浮
尘，安安静静踏踏实实地读一些好书。即使被
称为书呆子，也无妨。

唯读书不可辜负
记者 陈希子

书海

杂谈

读者文摘读者文摘

人渴望完美而不可得，这种痛苦如何解
除？我答道：这种痛苦本身就包含在完美之
中，把它解除了反而不完美了。我心中想”这
么一想，痛苦就也解除了。接着又想：完美也
失去了。

——周国平《安静的位置》

一个人不可能有许多朋友。所谓朋友遍
天下，不是一种诗意的夸张，便是一种浅薄的
自负。热衷于社交的人往往自诩朋友众多，其
实他们心里明白，社交场上的主宰决不是友
谊，而是时尚、利益或无聊。真正的友谊是不
喧嚣的。‘

——少文杰《冒失咖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