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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7日，记者在南昌
市新建区象山镇河林村看到，房屋
鳞次栉比，环境干净整洁，扶贫产业
园一片丰收景象。

河林村是“十三五”市级贫困
村，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1 户 28
人，村庄环境脏乱差，村民仅靠几亩
田地维持生计。

近年来，该村依托“公司+农户”
“基地+农户”等模式，通过培育党
员带头示范户、创业致富带头人，
积极推动产业扶贫。目前该村正
大力发展瓜果、蔬菜、河蟹、龙虾、
甲鱼等特色产业，吸纳贫困户务工
并入股分红。

2017 年，河林村成功脱贫退
出。2018 年年底，该村 11 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全部脱贫。2019 年，该村
被列入南昌市“美丽休闲乡村”创
建名单。2020 年，该村集体收入预
计达30万元。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特色产业助民富

▲南昌市新建区象山镇河林村美景。

◀航拍河林村扶贫产业园。

河林村农户在扶贫产业园里采摘辣椒。

江西 18 部古籍入选《第六批国家
珍贵古籍名录》，“册府千华——江西
省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开展，近期发
生的这两件大事获得广泛关注，为我
省古籍保护利用工作增添了热度。

如果追寻这背后的故事，我们可
以看到江西在古籍保护利用方面作出
的尝试和努力。自 2007 年“中华古籍
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江西全面调查古
籍资源，建立科学保护体系，促进古籍
推广利用，力求让古籍“活”起来。

特殊的“身份证”
江西历史上名人众多，文化典籍

可谓汗牛充栋，在两宋及元代一度成
为古代四大雕版印刷中心之一。有专
家表示，江西古籍在全国具有一定影
响力和地位。

古籍资源普查是古籍保护的基础
性工作。只有摸清家底，才能谈古籍
资源的活用。古籍普查是全面了解古
籍存藏情况，开展古籍保护的基础性
工作。通过给每部古籍颁发“身份
证”——古籍普查登记编号和相关信
息，建立国家古籍登记制度，加强政府
对古籍的管理、保护和利用。

江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先后赴赣
州、吉安、上饶、宜春、九江、抚州等地
开展古籍普查工作，目前已完成 34 家
单位的 2.45万部、16.23万册古籍和民
国线装书的编目工作。

古籍普查是一件费力费时的工
作，从 2007 年工作启动到 2020 年 11
月，全省 98 家古籍公藏单位的普查工
作才基本完成，收集古籍数据共 10 万
余条。

温暖的“家”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

籍重点保护单位”是由国务院批准公
布的我国现存珍贵古籍目录和国家级
重点古籍收藏机构，是确保珍贵古籍
安全，推动古籍保护工作，促进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的重要举措。

2020 年 11 月 4 日，经国务院批准
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第六批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我省 18 部古籍入
选。至此，江西共有 143 部古籍入选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江西省图书
馆、萍乡市图书馆、赣州市图书馆、江
西省博物馆、乐平市图书馆、庐山图书
馆、景德镇市图书馆 7 家单位被评为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与此同
时，我省逐步建立相应的保护机制，

2012年，我省公布第一批《江西省珍贵
古籍名录》340部，“江西省古籍重点保
护单位”15家。

古籍，需要一个温暖的“家”。建
立符合古籍基本保护条件的古籍书
库，是防止古籍损坏的有效措施，也是
做好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江西
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陶涛介绍，近年
来，在全省各级财政的大力支持下，省
内多家古籍公藏单位规范古籍书库建
设，改善了古籍保存条件。江西省图
书馆新馆建设了古籍标准化书库，并
大力开展古籍修复工作，新增古籍展
示和数字阅览功能区，馆藏古籍保护
整体环境得到改善。

耐心的修复师
对图书馆而言，古籍兼备文献和

文物价值，保护好是头等大事。
由于自然或人为原因，古籍破损

不可避免，进行适当修复可以延长古
籍寿命，便于阅读。在这其中，古籍修
复师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在江西省图书馆，有一群“修复时

光的人”——古籍修复师，其中从事古
籍修复时间最长的有 20 多年。台灯
下，有的修复师手持镊子，一点点地将
破碎的书页补齐；有的拿着蘸上自制
糨糊的毛笔，刷在绵纸上补虫洞。修
复古籍一般要经过拆线、配纸、补书
叶、溜口、衬纸、捶平、齐栏、包角、订线
等十几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极为考
究，十分考验修复师的眼力和耐心。

江西省图书馆作为“全国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古籍藏量占全省公藏古
籍藏量的 47％，达 37万余册。修复师
根据古籍破损程度，按照修复计划逐
册修补。江西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
任程学军和古籍打了几十年交道。她
说：“古籍修复师每天都在和时间赛
跑，希望能够延长古籍的寿命。”

精彩的展览
目前，我省从事古籍修复的单位

已由江西省图书馆1家单位，扩展到乐
平市图书馆、井冈山大学图书馆、金溪
县文管所等4家单位，古籍修复水平进
一步提高。同时，我省开展古籍数字

化工作，建成“江西珍贵古籍数字资源
库”。此外，我省还组织完成《国家珍
贵古籍江西珍本丛刊》等 20 余部古籍
整理出版工作。

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古籍里
的文字只有真正“活”起来，才能让广
大民众和学界分享古籍保护成果。
2020年12月8日，由国家图书馆（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省文化和旅游厅主
办，省图书馆（江西省古籍保护中心）
承办的“册府千华——江西省藏国家
珍贵古籍特展”，在省图书馆开展。江
西省图书馆副馆长何振作介绍，这次
展览共展示古籍 80 部 100 余册，是我
省近年来展出古籍珍本数量最多、价
值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绝大多
数古籍是首次对外展出。

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主任饶权表示，该展览借助江西
省图书馆新馆先进现代设施，立体呈
现江西数千年来的人文渊薮，希望今
后在古籍的展陈展示中，能够更多利
用这样的方式，带给人们更加深厚和
丰富的文化、知识及情感体验。

让古籍“活”起来
——探寻江西古籍保护利用之道

本报记者 龚艳平 文/图

专家正在修复古籍。

冬日的九江学院，柳树垂下银链、松树
缀满冰花，呈现出一幅美丽景象。与自然
之美相对应的，是学院绽放的文明之花：
2020 年，学校 5 个党支部获评九江市百优
党支部、85 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抗击疫
情、广泛开展“百千万”战“疫”思政课培育
时代新人……

九江学院党委书记赵伟表示，学校始终
把文明创建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推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提
升文化育人功能，不断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向
纵深发展。

以德育人，特色活动融入教学
2020 年 5 月 1 日，对于九江学院首批返

校的 157名 2020届临床医学专业学生来说，
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他们复学的第
一堂课是由赵伟给他们上的思政课。“初心
镌刻责任，使命谱写担当”是这堂思政课的
主题。

2020年，学校85名医护人员组成重症医
疗队驰援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展现了白衣天
使舍生忘死、挽救生命的医者仁心和大爱无
疆。学校 3000 多名师生群策群力、同心抗
疫，确保校园安宁、师生安康。

讲好抗疫故事，培育时代新人，是 2020
年九江学院开展思政育人的主题主线。一
年来，该校组织实施“百千万”战“疫”思政
课计划，即组织数百名机关干部和马克思
主义学院教师为返校学生上一千堂思政课，
使全校数万名学生接受战“疫”思政教育全
覆盖。

同时，学校深入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结合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等重大活动，培育师生
的民族精神和家国情怀；设立“思想政治理
论课创新奖”，鼓励思政课教师积极改革创
新；大力推进“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开设课
程87门。

以文化人，厚重历史淬炼品格
说起“濂溪讲坛”，九江学院师生再熟悉不过。据学校党委宣传

部部长冯健介绍，“濂溪讲坛”创办于2006年，旨在弘扬学术文化，陶
冶莘莘学子，内容涉及文学、艺术、历史、哲学、教育、法律、政治、经
济等方面，注重与师生的兴趣和接纳程度相适应。

“濂溪讲坛”举办至今已开展讲座近200场，现场听众超过15万
人次，讲座视频点击量突破 20万。“如今，该讲坛已经成为学校特色
教育的重要阵地，多次获得教育部和江西省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奖
项。”冯健说。

文化育人，润物无声。除“濂溪讲坛”外，学校还深入推进“一
院一品”校园文化建设，持续开展读书月、大学生文化节、高雅艺术
进校园等形式多样、健康向上、格调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同时，
积极弘扬以庐山为地标的优秀传统文化，把历代文化巨匠关于庐
山的精美诗文融入《大学语文》必修课本，开设了《陶渊明研究》《庐
山文化》等富有地域特色的课程，努力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育人
优势。

实践育人，在基层一线成长成才
庐山市白鹿镇玉京村是一个拥有19个村小组、3781人的山区大

村，是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试点村。2019年，玉京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与九江学院建立长效机制，将玉京村作为九江学院大学
生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开展文明实践校地合作。

根据安排，九江学院组织大学生志愿服务队伍，到玉京村开展
思想政治及专项理论讲座、科技兴农技术指导、专家义诊、师资培训
指导等文明实践活动。该校新时代文明实践大学生志愿服务队队
长任尧坤告诉记者：“志愿服务队努力成为爱心与知识的传承者、志
愿服务理念的普及者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者，用昂扬向上
的激情与脚踏实地的行动，续写新时代青春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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