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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每天专注于“故纸堆”，摩挲
着泛黄破损的书页，“把脉问诊”让其
焕发新生。

古籍修复，一门匠心独具的技
艺；古籍保护，一项与时间赛跑的
事业。

7月2日，记者走进位于市菱湖
南路的安庆市图书馆，走近这里的古
籍保护工作者。

一排排老式的樟木书柜书橱，一
摞摞发黄的古籍文献，均散发着古香
古色的气息。在市图书馆内的古籍保
护中心，祖文君、罗燕正在此安静地工
作着，前者“70后”，已从事古籍工作二
十多年，现任该馆古籍部主任；后者

“80后”，是古籍部的工作人员。
此时，祖文君正在修复一张发黄

的文契，镊子、剪子、裁纸刀、起子、刷
子、压条等工具摆满案头，并不时地
交替使用。祖文君告诉记者，这张馆
藏文契是光绪年间的，由于年代久远
和虫蛀，已明显破损，亟需修复。

“先要观察这张文契的破损情
况，再制订一个修复方案，包括采取
什么样的修复方式，要用什么样的纸
张，这些都确定了再进行修复。修复
时，先在桌面铺上吸水纸，然后将文
契整平、喷水，先粘后补。用连口纸
粘黏折叠处的破损之处，再用竹纸补
虫蛀……”祖文君向记者介绍着修复
步骤，眼睛始终不离文契，手里也未
曾停歇。

在古籍保护中心内，罗燕也同样
专注而忙碌着。此时，她面对一本破
损严重的古籍，时而俯身端详，时而
伏案编写。

“这是一本康熙年间的《庄子
解》，虫蛀和纸张老化、絮化现象十分
严重，亟待修复。”罗燕告诉记者，她
正对该古籍进行编目、登记和定损定
级。她还表示，因技术力量所限，目
前市图书馆还无法修复此类古籍，但
会就此作出下一步修复计划。

安庆被誉为“千年古城，百年省
会”，安庆市图书馆的前身是安徽省
立图书馆，历经多年的积累，馆藏非
常丰厚。目前，市图书馆古籍保护
中心收藏有各类古籍文献 8.6 万余
册（件），其中，线装古籍 1.1 万余部
8.5 万余册，馆藏善本甲种 511 部
4357册，在省内地市级公共图书馆
中首屈一指。

据了解，市图书馆的古籍由于存
世久远，部分古籍虫蛀、纸张老化、酸
化、絮化等现象严重。为了延长这些
文献典籍的保存与使用寿命，市图书
馆于去年添置了修复台、古书压平机

以及其他专业修复用具，并将古籍修
复工作纳入古籍保护日常工作范围，
同时力求做到人员、技术上有保障。

市图书馆现有两名古籍保护与
修复工作人员——祖文君和罗燕，她
俩均为大学本科学历，具有专业馆员
职称，并先后多次参加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举办的各类专业培训，获得了古
籍普查保护相应的资质。古籍部主
任祖文君还曾荣获“全国古籍保护先
进个人”称号。

古籍修复是慢工细活。祖文君
告诉记者，这项工作容不得任何细小

的失误，修复一页纸耗费半天或更长
时间，这是常事；修复一本古籍则需
十天半月，甚至更长时间。据其介
绍，目前市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和修复
工作，主要是对一些单叶性文书、契
纸进行修复，同时，也对一些散叶、断
线的古籍进行抢救性修复。

祖文君还向记者透露，去年，市
图书馆参与的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数字图书馆专题资源建设项目”已
经通过专家评审，借着这股东风，该
馆的古籍保护与开发利用上了一个
新的台阶。

另据了解，市图书馆既有不少年
代久远的经、史、子、集类古籍，也有
大量清中晚期至民国的古籍文献，这
些馆藏古籍将近一半需要修复，古籍
修复的体量庞大，但因缺乏专职的古
籍修复人员，这项工作进展缓慢。

保护古籍，传承文明，对于祖文
君、罗燕等古籍保护工作者来说，可
谓任重而道远；保护古籍，你我同行，
祖文君为此呼吁，希望能有专职的修
复人员加入我市古籍修复队伍，希望
更多有识之士投身于我市古籍保护
工作。 汪迎庆 文 徐火炬 摄

让 古 籍 焕 发 新 生
——探访安庆市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

“在我的想象中，梅城就是一座山
城兼水城，雪湖是一幅荷叶婆娑、荷花
飘香、风景如画的景象，是镶嵌在城区
的一颗明珠。”家住潜山市老城区雪湖
片区的朱先生，热情的和雪湖公园建
设征迁安置组的工作人员交流，他说
自己发自内心支持老城区棚改和雪湖
公园建设。

潜山雪湖公园含雪湖、南湖、学湖
三大片，被誉为潜山的“城市之肾”。
恢复建设雪湖公园，是潜山市群众久
已期盼的、打通活水入城“最后一公
里”的实事工程。可增强湖水自净能
力，治理黑臭水体，保护珍稀物种生存
繁衍，打造宜居宜游见乡愁的城市空

间。近期，该市扎实推进雪湖公园建
设，集中力量抓规划抓征迁抓棚改，真
正把实质性推进转化为实质性成果，
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按时间节点紧锣密
鼓进行。

近年，潜山市老城区布局不断优
化、功能持续完善，城市框架拉大、路
网变畅、水环境得到改善，相继搬迁了
潜山二中、实验幼儿园，启动城南新区
和新二中片区建设，建设以文化馆、图
书馆、规划展示综合馆为主体的文化
公园。26公里城市大外环基本建成，
城市道路白改黑分步实施，城市建成
区面积拓展到18.1平方公里。老城区
广场、市民广场、潜水滨河公园、二乔

公园、梅河滨水绿道成为一片片风景，
城区绿化覆盖率达38%。全力实施棚
户区、城中村改造和老旧小区整治，相
继建成一批功能配套完善、管理服务
规范的住宅小区，市民居住环境持续
改善。

同时，该市从服务市民改善民生、
优化人居环境角度，着力打造“天蓝、
水清、草绿、花红、景美”的宜居旅游城
市，先后投资4000余万元，启动引水
入城等实事工程。已投入运营的五丰
河拦河堰工程，在潜河上筑起一座橡
胶坝，形成宽200米、长2.6公里的水
面，可蓄水40多万立方米，不仅灌溉
了下游4个乡镇7万亩农田，也成为城

区两大水系的源头活水。两条引水渠
东大沟、中大沟，全长分别为2.5公里
和5.3公里，一条流经县城金家河、东
关河，一条流经干沟，平均水流量达每
秒4立方米。为对城区内河进行综合
治理，该市清淤整治河道，绿化美化沿
河两岸，建设草坪绿地及市民休闲场
所20余处，栽植花果树木5万多株，同
时严厉查处城区内河排污、倾倒垃圾、
乱搭乱建等违章现象。

正在建设中的雪湖公园规划设计
突出生态保护和修复，将再现人文风
貌，为打造山水城一体、文景旅融合的
皖西南风景旅游城市再添靓丽名片。

通讯员 储北平

潜山引水入城增绿地添乡愁

本报讯 今年以来，望江县不断
加强农家书屋管理，充分发挥其效益，
让惠民工程农家书屋真正成为农民提
高文化知识的阵地，确保农家书屋服
务功能真正发挥效益。

为进一步提供优质的文化服务，
各农家书屋根据群众需要及时调整工
作思路，在宣传引导、管理服务、活
动组织等方面主动为群众服务，把被
动开门变为主动走进群众，结合农村
实际组织开展了“我的书屋·我的
梦”农村少年儿童阅读实践、“关爱
留守、呵护未来”少年儿童阅读、
4.23全民阅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阅读
活动，使广大群众热爱阅读。同时，

县文旅体局积极与有关部门依托农家
书屋开展农技培训、就业指导、普法
教育、国防教育、扫黑除恶、健康脱
贫、科普学习等服务项目，进一步拓
展了农家书屋服务功能。

书屋管理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
着农家书屋的服务质量。县文旅体
局、县图书馆每年不定期组织开展图
书管理员业务培训，围绕计算机应
用、出版物规范管理、数字农家书屋
建设、活动开展及策划等内容进行重
点培训，提高管理员综合素质和能力
水平。引导农家书屋管理人员围绕本
村实际开展具有特色文化活动，激发
广大村民的读书热情，培养他们的读

书习惯。让更多村民自觉自愿走进农
家书屋，真正使农家书屋成为村民的
加油站。

为进一步提高农家书屋免费开放
质量，在充分发挥村干部、文化志愿
者作用基础上，积极选配一批有一定
文化水平和管理能力、热心公益事
业的专职或兼职农家书屋管理员，
充实管理员队伍。以政府购买基层
公益性文化岗位为契机，逐步将农
家书屋管理员由兼职向专职转变。
同时，通过举办文化骨干培训班等
形式，大力加强教育培训，强化从
业人员的管理服务意识和水平，提高
从业人员的理论知识水平和实际工作

能力，不定期组织开展文化活动，培
育村文艺队伍，培训群众文艺骨干，
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工作，切实增
强管理员服务能力。

各农家书屋充分利用村公开栏、
公共服务LED显示屏、悬挂横幅，发放
宣传资料，入户宣传等形式向广大群
众讲解农家书屋的免费开放内容，让
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农家书屋，吸引
更多的人参与到农家书屋中来。

（通讯员 周卫国）

望江多举措加强农家书屋管理

每天晚饭后，伴随着轻快的音乐
响起，怀宁县茶岭镇泉合村村民们
准时聚集在文化广场，跳起了广场
操，她们动作整齐到位，情绪高昂，
共同享受着村里喜人的变化成果。
这是该镇文化惠民的一个缩影。

茶岭镇把农村基层文化惠民工
程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重要方
面，着力加强乡镇综合文化站、村组
文化阵地、农村文艺队伍建设，进一
步巩固了农村文化阵地，繁荣了农
民文化生活。

连日来，在茶岭镇各村文化广
场上，一场场别具特色的文艺演出
正在进行，村民们无比欣喜地享受
家门口的文化盛宴，不时鼓掌喝
彩。据了解，为丰富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提高
群众综合素质，提升群众文化软实
力建设，该镇将不断创新活动方式、
丰富内容，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的形式在各村社开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讲堂、道德讲堂、文
化惠民送戏下乡等活动。“群众既要
有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带来的喜
悦，也要有精神生活带来的归属感
和文化自信。”茶岭镇文化站负责人
王惠芬说，近年来，该镇坚持把“文
化惠民”作为重点工程来抓，不断做
好文化惠民实事，积极推进文化项
目建设，构建起完善的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网络。
为了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神经末梢”延伸到全镇基层的每个
角落，茶岭镇以基层文化阵地建设
作为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的切入
点，以满足广大群众多层次、多方面
的文化需求为目标，实施了乡镇文
化站提升工程，使其成为集图书阅
读、文艺演出、科普培训等功能于一
体的区域文体活动中心。该镇充分
发挥村组文化阵地在先进文化传
播、科普知识推广、农业技术服务、
致富信息交流等方面的服务功能和
引导作用，不断满足群众求知、求
富、求美、求乐的需求，加大力度支
持11个村建设村民文化活动场所，
并先后组织开展全镇“高铁“杯广场
舞大赛、农民春晚、送戏进万村、黄
梅戏大赛等。文化惠民工程大力开
展，带来了满满成果：从今年元月份
到6月份，全市数字书屋系统签到二
次获得第一名；去年全县创建健身
球之乡展示大会获得第一名；全县
广场舞大赛第二名；今年全县庆”三
八“妇女趣味运动会集体跳绳获得
第三名……“以前村民的文娱生活
单调，自从修建了休闲广场和增加
各类文化设施，村民们的生活越来
越幸福了。”泉合村党支部书记王何
平感受最深地说。

通讯员 檀志扬 曹晓春

茶岭镇文化惠民点亮群众生活

本报讯 近日，岳西县举办“全
域旅游·乡村振兴”少儿绘画展，吸
引了众多市民前来观赏。

本次展览自5月底征稿以来，共
收到学校、美术培训机构、社会个人
投稿绘画作品一百余件，评选出入
展作品73件，作品全部来自于该县
热爱绘画的青少年笔下，画种涵盖
了国画、素描、水彩、水粉、手工装饰
画等。透过一幅幅生动有趣的绘画
作品，可以看到小画家们在继承传
统的基础上亦有些许稚拙的创新探

索，以儿童的视角展现对全域旅游、
乡村振兴的理解和向往，作品色彩
明快、质朴自然，稚趣盎然，所点染
勾勒出的新生活、新风貌，都蕴含着
丰富的想象力。

举办本次画展，旨在鼓励新一
代少年儿童细致观察、深入理解岳
西“全域旅游、乡村振兴”工作，提升
儿童文艺素养，展示优秀绘画创意，
放飞童心童趣，更好发挥公共文化
场馆开放民生工程社会效益。

（通讯员 殷江林 胡雪蕾）

岳西举办“全域旅游，乡村振兴”
少儿绘画展出

本报讯 为弘扬和传承邓石如
书法艺术，振兴安庆地方文化，向建
党98周年和新中国70华诞献礼，7
月2日，“完白故里五人书法作品展”
在安庆市美术馆开展。

据了解，此次展览共展出怀宁籍
书法家邓晓峰、邓建和、程久卫、王靖
民、吴松明等 5 人书法作品近 100

幅。展出的作品内容紧扣时代主题，
以诗歌、对联、佳句等反映了健康向
上的社会精神风貌；形式上，正楷、草
书、隶书、篆书兼备，既有对完白山人
邓石如书法艺术的传承，又有各自的
创新和发展。展览首日，便吸引了众
多书艺爱好者前往参观欣赏。

（通讯员 钱续坤 范星华）

怀宁籍书法家作品展在宜举行

本报讯 为了积极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增强全体
师生的语言规范意识，推动学校在
全社会更好地发挥，规范用语用字
的基础作用和积极影响，怀宁县小
市中心学校暑期组织学生自觉践行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活动，7月6
日开始，师生们走上街头，开展“啄
木鸟”行动。

据了解，在此次活动中，该校
组成了“说普通话，写规范字”活
动小组，小小啄木鸟三个一群、两

个一伙，走出校门，走上街头，向
周围的群众宣传“说普通话，写规
范字”，并对学校周边商场以及街
道上的广告语、商铺招牌进行了用
字大搜查，针对不规范用字情况发
出提醒。同时，对学校的宣传栏、
黑板报、学生作业本等进行了认真
检查，纠处错别字。

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使同学
们认识到正确、规范书写汉字的
重要性，提高了同学们的语言文
字水平。
（通讯员 冯彩云 记者 胡玉堂）

小市“啄木鸟” 悄然在行动

整理古籍 古籍修复工具 粘合断裂古籍

罗燕正在扫描古籍书影 祖文君在观察破损情况

罗燕正在对古籍进行整理、编目、登记
拼贴破损文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