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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寿宜 摄

安徽科技大市场公开遴选科技服务机构公告
为优化提升安徽创新馆功能 ，加

快建设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安徽科
技大市场 ，现公开遴选一批科技服务
机构 。

一、安徽科技大市场线下中心机构
遴选

（一）遴选范围
面向海内外知名科技服务机构，特

别是总部位于长三角、 中部地区、 珠三
角、京津冀地区的服务机构，计划遴选 6
家科技服务机构在安徽科技大市场线下
中心开展服务。

1.技术转移服务机构 2 家，须包含
科技成果评价业务成熟经验。

2.知识产权运营服务机构 1 家，须
包含知识产权交易业务成熟经验。

3.资产评估机构 1 家，须具备无形
资产评估资质和相关业务成熟经验。

4.科技金融服务机构 2家，具备科技

成果转化投资和相关基金运营的资质及
成熟经验。

（二）入驻方式
1.窗口工位。 在安徽科技大市场线

下中心服务大厅窗口办公，按照服务大
厅的作息时间，提供现场咨询、业务受
理等工作，开展科技服务。

2.独立办公室。 科技服务机构可根
据入驻人数及所能开展的服务项目，申
请独立办公室，开展各项服务工作。

3.入驻集聚空间。 根据科技服务机
构业务开展情况，优先考虑扩充办公场
所，进入安徽科技大市场预留的科技服
务机构集聚空间开展服务。

（三）遴选标准
1.专业化程度高。 具备相关领域 3

年以上专业服务经验，取得国际或国内
相关服务领域专业资质；拥有比较完备
的专业经营服务标准、服务工具、服务

方法、服务资源以及专业团队，获得国
际或国内相关领域的各类荣誉；在国内
外形成了专业服务网络与渠道，可短期
内组织资源在安徽开展专业性业务。近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
录、未受到行业处分。

2.市场化程度高。具备企业法人主
体， 拥有相关专业全国性服务渠道与
市场化合作资源，与国内外科研机构、
高校院所有良好的合作渠道和资源 。
近 3 年年均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及以
上，企业经营模式可持续性，资产负债
率不高于 50%， 具备较为充沛的投入
资金。

3.国际化程度高。 具有与国际创新
团队、创新资源直接合作的资源渠道与
实际案例，可以独立组织开展国际性的
产业与技术转移类创新活动，能够引进
知名国际创新企业与大型研究机构在

安徽实施科技成果转化或产业布局。
二、安徽科技大市场二级、三级市

场机构遴选

（一）遴选范围
面向省内外，计划遴选 10 家左右

技术转移类、知识产权运营类、资产评
估类、科技咨询类科技服务机构，根据
市场需求安排至各二、 三级市场提供
服务。

（二）入驻方式
在安徽科技大市场分级市场 （合

肥高新 、包河 、长丰市场 ）服务大厅窗
口办公，按照服务大厅的作息时间，提
供现场咨询、业务受理等工作，开展科
技服务。

（三）遴选标准
1.专业化程度较高。具备相关领域

3 年以上专业服务经验，取得国际或国
内相关服务领域专业资质； 拥有比较

完备的专业经营服务标准、服务工具、
服务方法、服务资源以及专业团队，获
得相关领域的各类荣誉； 具有专业服
务网络与渠道， 可组织相关资源在合
肥开展专业性业务。 近 3 年内在经营
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未受到行
业处分。

2.市场化程度较高。具备企业法人
主体， 拥有相关专业区域性服务渠道
与市场化合作资源， 与省内外科研机
构、 高校院所有良好的合作渠道和资
源 。 成立以来年均主营业务收入 100
万及以上，企业经营模式可持续性，资
产负债率不高于 50%， 具备较为充沛
的投入资金。

三、支持政策
机构遴选入驻后，根据经营业绩和

服务质量可享受以下政策支持：
（一）根据经营业绩，可享受一定的

办公用房优惠支持政策。
（二）根据业绩考核，享受省、市、县

相关政策支持。
（三）拥有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经营

渠道与品牌资源、国际排名前 10 的科
技服务机构 ，可申请 “一事一议 ”支持
政策。

四、遴选流程
本次机构遴选计划 2021 年 7 月 30

日前完成，具体流程如下：
1.报名：2021 年 6 月 18 日-6 月 24

日 17:00 接受网上报名。
2.资格预审 ，信用评分低于 85 分

的机构不予入围现场答辩。
3.现场答辩：预审符合条件的机构

进行现场答辩，专家组打分入围。
4.实地考察：组织专家组对入围机

构开展实地考察。
5.公示：通过安徽创新馆官网公示

机构综合得分，接受监督。
6.签约入驻。
五、报名事项
可登录安徽创新馆网站 (www.

ahcxg.cn)查询报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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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桂花遍地开
■ 吉太耘

这是去年深秋的一天上午，天高云淡，阳光灿
烂。地处大别山区的金寨县革命烈士陵园里，松柏
苍翠、桂树葱郁、秋花盛开。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起来，张灯
又结彩，张灯又结彩……”一首嘹亮的经典老歌飘
进红军广场。 循声望去， 一支上百人的红领巾队
伍，在鲜红的少先队队旗的引领下，迈着整齐的步
伐向我们走来。 清脆的童音、高昂的歌声，把我们
带到 90 多年前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打江山的年
代。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一批皖西籍共产党
员来到金寨、六安、霍山、寿县开展革命活动，播撒
下革命的火种。 1929 年春夏之交，中共商罗麻特
别区委在金寨县墨园高氏祠堂、南溪街、丁家埠等
地，领导了著名的“立夏节起义”。 1929 年 11 月至
12 月，中共六安中心县委、霍山县委又在六安、霍
山两县十几个地区，领导了著名的“六霍起义”，为
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立下鼎足之功。很快，各党
支部、党小组在皖西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1929 年农历 8 月下旬，正是桂花飘香的季节。
那天晚上，金寨县佛堂坳模范小学校长、共产党员
罗银青，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忙碌了一天后，心潮
滚滚，夜不能寐。 他披衣起床，坐在幽幽的油灯下
奋笔疾书，一口气写下 5 段歌词。 第二天，他又和

村民一起，为歌词配上当地流行的“八段锦”乐曲。
几天后，这首题为“八月桂花遍地开”的红色歌曲，
在皖西各地的苏维埃大会上唱响。 它唱出了翻身
农民的喜悦， 唱出了皖西人民跟着共产党打江山
的决心，唱遍了皖西地区，唱到了中央根据地，唱
到了陕甘宁边区。1964 年，随着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的演出和同名电影的播放，这首歌又唱
遍了全中国。

唱着这首老歌， 我们仿佛回到了当年皖西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喜气
洋洋种田忙的年代。 据史料记载，1930 年 3 月，中
共六安中心县委颁布了第一部土地革命政策法
规，紧接着皖西五县土地革命政策法规相继出台，
翻身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播种， 生产积极性
空前高涨，当年粮食收成增加了三成，从而改变了
“白日忙，夜里忙，稻米送进地主仓；镰刀上墙家断
粮，吃糠咽菜去逃荒”的悲惨命运。

唱着这首老歌， 我们仿佛看到了当年的皖西
子弟踊跃报名当红军的火热场面。 歌曲中的那段
歌词“一杆红旗飘天空，红军队伍要扩充，保卫工
农新政权，红军战士最光荣”，成了皖西青年报名
参军的动员令，许多地区出现了妻子送郎当红军、
母亲送儿上战场的动人情景。据史料记载，当年在
皖西地区建立的主力红军队伍就有 11 支，加上各
地的红军游击队，红军总规模达 10 万之众，此外

还有赤卫队等红色地方武装数万人。 皖西地区的
金寨县走出了 59 位开国将军，六安县（今属六安
市）走出了 34 位开国将军，成为全国著名的两大
将军县。整个皖西地区共走出了洪学智、皮定均等
106 位开国将军，六安市由此成为红军的故乡、将
军的摇篮。而在当年，将士们都曾唱过这首经典红
色老歌，都受过这首歌曲的鼓舞。

唱着这首老歌， 我们对皖西红军子弟兵跟着
共产党闹革命的英勇壮举心怀崇敬。 歌词中“站在
革命最前沿，不怕牺牲冲在前”“跟着共产党，打出
新世界”等内容，曾给予皖西红军子弟兵以巨大的
信仰力量和信念支撑。 皖西籍共产党员、红军将领
或苏维埃政权领导人许继慎、周维炯、周狷之、詹
谷堂、刘淠西等身先士卒，英勇奋战，不屈不挠，为
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在十年
土地革命战争中，在仅有 200 余万人的皖西地区，
有近 30 万人在革命中英勇牺牲。 “一寸山河一寸
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参与领导“立夏节起义”的
金寨县人、中共早期党员詹谷堂，在战斗中负伤被
捕，受尽了各种酷刑，仍然坚守党和红军的秘密。
疯狂的敌人最后问他：“只要你说出这里有多少共
产党员，立马就放了你！ ”遍身是伤的詹谷堂坚定
地回答：“多得很，天上有多少星星，地上就有多少
共产党员。 ”最终，这位皖西人民的优秀儿女英勇
就义。 皖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周狷之是六

安县人，在革命工作中不幸被捕。 “头颅抛千斛，风
雨撼孤舟。宁为革命死，不做阶下囚”，1930 年 8 月
29 日，他高声朗诵着自己在狱中写下的绝笔诗，走
向刑场，慷慨就义。 革命先烈们的感人事迹数不胜
数，他们在生前，也都曾听过、唱过这首红色歌曲。

《八月桂花遍地开》是金寨县的县歌，桂花是
金寨县的县花。那天上午，在金寨县高耸的革命烈
士塔前，我们探讨，如何让这首红色经典老歌在当
代青少年中传唱， 如何让当年的桂花在当代青少
年中飘香， 如何让鲜红的旗帜在当代青少年中飘
扬。 当地关工委的老同志给出了思路和办法———
他们连续十年在青少年中开展唱红色歌曲、 讲红
色故事、办红色读书会、写红色征文、进行红色体
验“五红”活动，每年都有十几万青少年在“五红”
活动中受到红色教育。

清脆嘹亮的歌声在红军广场久久回荡，红色的
基因代代相传，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源远流
长的巨大力量。

警惕技术化操作
伤害名著

■ 袁跃兴

时下，“AI 续写” 名著在一些视频网站非
常火爆。 经过“AI 续写”，人们原本熟悉的名著
中一些情节变得夸张而又奇诡，名著经过这番
操作后也化身爆款爽文。但数十万播放量的背
后，是 AI 续写名著所引发的争议和忧虑。

蒲松龄的《狼》是最近最热门的一篇“AI续
写”文章，播放量超过 60万。 续写以视频的方式
呈现，画面是几匹凶恶的狼的照片，配以字幕和
配音，全篇文字不足千字，讲述了一个无比辗转
曲折又血腥黑暗的故事：屠户一直逃跑，但还是
被两只狼吃掉了；这一幕被两个乞丐看到了，狼
又咬断了两个乞丐的喉咙；县衙派出 20名衙役
去捕捉饿狼，大败而归；知府派出 300名军士去
抓狼，两只狼发动了奇袭，300人全军覆没；狼还
袭击了几座城市，血流成河……最后，两只年迈
而死的狼的尸体在深山中被发现。

在被“AI 续写”的《范进中举》中，范进一
斧子砍死了胡老爹，又砍死了前来为胡老爹报
仇的兄弟以及一些劝说的人，已然变成了见人
就杀的狂魔，村民们纷纷搬离刘家庄。 而在续
写的《红楼梦》“黛玉葬花”的情节中，林黛玉成
为穿越者，王熙凤是来帮助她解决掉“狂童”贾
宝玉的，而贾宝玉就是林黛玉在当代所看的电
影《疯狂的石头》中的男主角，曹雪芹也同时出
现，调戏林黛玉是娇俏的“小娃娃”……此外，
鲁迅的《孔乙己》《故乡》，外文名著《变色龙》
《百万英镑》等，也均有被“AI 续写”的令人目
瞪口呆的情节。

近些年来，我们不断看到 AI（人工智能技
术）进入文学创作领域的报道，比如人工智能
机器人“微软小冰”出版了其创作的现代诗集
《阳光失了玻璃窗》，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首部由
人工智能创作的诗集。 去年，首个人机共创的
华语科幻写作实验项目《共生纪》产生，这标志
着人工智能（AI）进入小说写作领域。

对于 AI 介入人类的文学写作乃至精神生
活领域， 人工智能的创造技术与人类的思想、
情感、精神和创造力的博弈、挑战，以及人工智
能的写作伦理问题，一直是公众关注和争议的
焦点。 此次“AI 续写”名著，也充满了争议。 从
本质上说，AI 文学写作仍是一种技术性的机
械复制，作品不可避免地缺失文学创作中所包
含的人类精神生命因素，以及人类的审美感性
经验。也正因如此，许多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AI 续写只是游戏，没人会把它们当作真正的
文学”“建立在人类以往经验的算法上来调教
的人工智能，做的只是模仿人类已经探索到的
规律，这种创新的‘新’是一种表面的、对过去
的模仿”“没有生命的东西，又怎能发出生命的
声音？ ”

需要强调的是，“AI 续写” 的对象基本都
是人类的名著。 之所以成为文学名著，正是因
为其内容包含了全部人性的各种倾向， 具有
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精神性和人类性，无
论在高度还是深度上，都描写得竭尽无余，后
人难以企及。 要想“续写”名著，创作者就必须
在创作水准、风格、艺术、内容和精神等方面
与原著接近，必须是经得起推敲考验的“大手
笔”。 而当下热门的“AI 续写”名著，作品的情
节却变得夸张而又奇诡，让人匪夷所思，更是
对原著的一种伤害。因此，“AI 续写”遭受质疑
并不难理解。

说到底，AI文学写作只是一种技术化创作，
是创作主体的技术活动代替了人的审美活动，技
术思想取代了人的审美思想，技术意识代替了人
的生命意识。 它遵循的是一套技术美学，创作主
体是按照一种技术思想的程序去思考文学艺术

作品的生产和创作，把技术性思维扩展并延伸到
了文学艺术创作中。 在这种语境下，文学艺术所
诉求的思想、描写的意象、展开的联想、语言的使
用以及形式的安排，都被纳入了一套技术化的程
序之中。

人工智能是没有灵魂的， 而人类是有灵
魂的。 既然如此，“AI”技术又怎能创作出凝结
着人类思想、灵魂、精神和审美经验的文学作
品呢？

民俗手工氲端午

■ 罗光成

眼前的三五女子，来自“诗经手工坊”。
她们身着不同款式的旗袍———京派的随意
不拘、海派的靓丽时尚、苏派的温文尔雅，看
得见，古典与民俗交织的气韵，在她们周围，
缓缓流淌。 她们端坐在公园的石椅上，脚下
是碧绿如浪的芳草， 头顶是摇曳颤动的紫
薇。不远的水面，波光涟漪。风，正从那里，不
紧不慢，恰到好处地吹凑过来。

她们打开与她们的旗袍一样纷繁斗艳
的手袋，一下一下，把手袋里的秘密，在面前
的石桌上，摆放成女儿们心灵的风景：七彩
缤纷的丝线、闪烁光芒的花针、粉红手柄的
剪刀、仿佛天下花色齐聚的零碎布料，还有
艾草、菖蒲、雄黄、香茅，以及让人叫不出名
字，只觉芳馨不可阻挡的草药植物。 端午到
了，是时候做端午香囊了。

她们左手拈起一块布头， 右手握起剪
刀，先是用剪刀在布头上下略比划，眉头间
或不易觉察地微微一颦一舒， 然后三下两
下，果断利落 ，各色布头在她们的剪刀下 ，
变成了三角 、四方 、梅花 、虎头等不同的形
状。 拿起花针，牵引七彩丝线，缝缀，缠绕，
挑空 ，挽结 ；捏着竹夹 ，将艾草 、菖蒲的碎
叶，塞进缝起的布囊，又用铜勺，将雄黄、白
芷的粉末，充进鼓起的囊中。 拍一拍，抖一

抖，摇一摇，再酌情加些叶末，提在眼前，晃
一晃、赏一赏 、嗅一嗅 ，又拿起花针 ，缝口 、
挑角、滚边、点睛，一只只双莲并蒂、娃娃骑
鱼 、虎头虎脑 、公鸡报晓的端午香囊 ，就魔
术般摆放眼前啦！

“诗经手工坊”，是眼前女子们当时一致
讨论决定的名字。牵头的女子叫美萍，艳芳、
红云、妍波、文珂，都是手工坊各具绝活的形
象代言。平日，她们是机关里的上班族，凭着
聪慧和敬业，把工作做得风生水起。下班后，
闲余时间怎么有意义地过？

“我们要做点有精神追求的事情，不然
人太空虚。 ”美萍对聚在一起的小姐妹们说。

“那能做些什么呢？ ”大伙儿努力思考。
“要不我们来做手工， 古代有女子乐

坊，我们也来个女子手工坊。 ”提议得到大
家认可。

“做手工好！ 我们不只要做出女红的典
雅，还可以围绕传统的民俗节庆，学着做纸
鸢，扎绣球，春节剪纸，端午香囊，这也算是
把传统文化传承下来，很有意义。 ”大伙儿七
嘴八舌地附和。

“我们还可以尝试义卖，用义卖的钱，做
些助学助残助老的社会公益， 岂不一举多
得。 ”大家的思路不断释放。

就这样，“诗经手工坊”诞生了。 自此，
一有闲暇，或只身闺阁，或三两邀约，或公园

草地，或美丽乡村，诗经手工坊的女子，随时
随地，都能娴静如水，灵动如云。剪纸、绣荷、
宫灯、纸鸢、画帕、团扇，一件件手工作品，从
她们手里， 带着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印记，呈
现在当下信息社会时代，散发出别具的夺目
光泽。

游人渐渐围拢过来欣赏，啧啧称赞。 有
的掏出手机，忙着拍摄着香囊制作过程。 有
的凑近过来， 细观手工制作的诀窍细节，禁
不住问询自己能不能也加入。 “只要你喜欢
手工，喜欢传统民俗文化，愿意做文化公益
慈善，诗经手工坊随时欢迎你们。 ”红云一边
绣着虎头上的“王”字，一边应答。

“端午香囊 ，从先秦而始 ，流传到我们
的祖辈 ，流传到我们的父辈 ，流传到我们
手中 。 在缺医少药的古代 ，香囊现实功用
是驱邪避疫 、佑护平安 ，文化精神上 ，则是
反映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追求美好生活
的心灵寄托与向往。 我们以一份仪式般的
虔诚 ，传承端午香囊 ，传承民俗手工 ，心里
有一种与中华五千年文化息息相通 、潮水
般涌荡的快乐与庄严 。 ”眼前的这些知性
女子 ， 如此表述她们对端午香囊的理解 ，
顺便也把这种理解 ，传递给一拨一拨围观
过来的游人。

“我们还要通过手工坊 ，把端午香囊 ，
把民俗手工 ，传承给我们的孩子 ，传承给
可期的未来。 ”美萍笑着说。

“哗哗哗……”游人们不约而同地鼓起
掌来。

一只只端午香囊，被游人揣在怀里，带
在身上 ，以一路的芳馨 ，氤氲又一个古意
升腾的端午。

枇杷一树金
■ 宫凤华

布谷鸣啭，江南的天是鸭蛋青色，饱满，柔和。乡下古旧而清
凉的小院里，几株肥硕的枇杷树，身缀栀黄、槐黄的珠玑，斜倚墙
头，筛风弄月，日子绵软且悠长。

“树繁碧玉叶，柯叠黄金丸。 ”早年间，母亲在庭院一隅栽种
的枇杷树，今已枝繁叶茂、亭亭如盖。 初夏小院，蝉声如雨，空翠
湿人衣。 枇杷树张开四肢，努力伸展，浓阴如幄，叶片饱满瓷实，
墨绿深蓝，经络分明。 青绿的枇杷染成赭黄、橙黄、金黄，灿烂地
微笑着，点燃了吉祥的村庄，淹没了宁谧的小院。 夏夜的小院更
格外静美，处处氤氲着淡淡的枇杷香味。密密的枝叶滤着如水月
色，是清简的素描。

每到黄昏时分，晚霞如少女腮边的一抹酡红，不胜娇羞。 暮
色清凉而欢悦。一家人围坐在院里的桑木桌旁，剥食刚摘下的枇
杷。 枇杷黄灿灿。 捏一枚入口，酸涩清甜。 乌亮的核子骨碌碌滚
远，引得几只鸡雏竞相追逐，生趣盎然。 枇杷入口初涩，继而酸
甜。 枇杷的酸甜，本真、妥帖，有一股春水般的澄澈清芬。

枇杷秋冬作花，夏初结果，“秋荫、冬花、春实、夏熟，备四时
之气”。 枇杷结子需过四季，累累金黄得益硕大叶片，藏着花，护
着子，直到摘尽枇杷一树金。枇杷四季常青，霜寒时叶背着毛绒，
花梗、花枝裹一层茸毛，连新绽的碎白小花也顶着一篷棉絮。

半青半黄的枇杷色调分明，嚼起来酸溜溜的。 熟透的枇杷，
圆鼓饱胀。 轻叩，爆浆的果汁迅速浸透味蕾，酸甜的味道一路蔓
延，在唇舌肺腑之间缠绵。 “浆流冰齿寒”“如蜜稍可酸”，心里有
清凉的泉水流过，空明悠远，弥漫柔软的乡愁。枇杷黄熟了，弹指
可破，风一拨弄，就簌簌跌落。 枇杷的酸甜，宛若女子怀抱琵琶，
风韵流泻；宛若新湿苇滩，踩一脚渗出水来。

枇杷树下，藤椅清茗，竹影清风，读归有光“庭有枇杷树，吾妻
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忧伤如潮水般漫过。 读苏轼
“客来茶罢空无有，卢橘杨梅尚带酸”，体味俗世的清欢。读杨万里
“大叶耸长耳，一梢堪满盘”，不禁踮脚聆听枇杷私语。 读张岱“林
下漏月光，疏疏如残雪”，枇杷正身披月光，如覆残雪，冷艳凄绝。

枇杷诗性且乡土， 入诗入画入药。 张大千画枇杷叶仿佛芭
蕉，洋溢喜气。 齐白石用浓墨在叶子周围打点，暮鼓咚咚在纸面
敲打，清风出尘。沈周笔下的枇杷叶干净纯粹，静女其姝。吴昌硕
画枇杷，题款上写：五月天热换葛衣，家家卢橘黄且肥，鸟疑金弹
不敢啄，忍饥空向林间飞。

有一年，我在苏州古镇徜徉，深巷处有恬静女子叫卖枇杷。
竹篮里的枇杷黄澄澄、红彤彤，如襁褓婴儿，粉嫩，静美。 纤手弄
枇杷，相得益彰，如妙手偶得的水墨小品。 夕光濡染，晚风清凉，
盘桓谛视，心生“枇杷晚翠，梧桐早凋”的惆怅。

“五月江南碧苍苍，蚕老枇杷黄。”水乡枇杷亮艳于庸常的平
民生活，姿态温婉清美，在清浅时光里，恣意安然，倚风自笑。 枇
杷苍黄，青苇萧萧，青秧飒飒，约二三布衣，老屋古院，品咂枇杷，
咀嚼乡愁，尘世渐远，岁月静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