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下田促春管

■ 本报记者 刘洋

本报通讯员 刘丹

“种子、化肥、农药储备了多少？ ”……
日前， 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兴化村种
粮大户李光禄家的麦田里， 农技专家正
在仔细观察小麦生长情况。

“今年我家种植小麦面积超过 800
亩，眼下正是小麦抽穗扬花期，也是病虫
害防治关键时期，农技专家上门指导，无
疑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呀！”李光禄开
心地告诉记者， 此前他已经在农技专家
指导下开展了第一轮小麦赤霉病防治。

为切实抓好小麦生产，连日来，义安
区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
地头，指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粮大户
科学开展赤霉病防治等田管工作。

在顺安镇沈桥村种粮大户王小龙的
麦田上，无人植保机正在喷洒药剂，田间
麦浪翻滚。

“在专家指导下，我们配备药剂科学
开展赤霉病和病虫害防治。 ” 望着眼前
600 多亩长势良好的小麦， 王小龙的脸
上绽放出灿烂笑容。

“我区田间作物的春季管理，小麦赤
霉病防治是重中之重。 ”义安区农业农村
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农业技术推广研究
员章剑向记者介绍，当前是小麦赤霉病防
控关键期，他们通过多渠道将防治技术信
息传递给广大农民， 通过农业技术交流
群、种植大户交流群等提醒大户抢抓防治
适期，选准对路药剂，开展科学防控。

该区还组织了多个专业化防治组织，
投入智能植保无人机、自走式喷杆喷雾机
等高效植保机械 110 余台以及无人机飞
手 47人，调入近 30吨病虫害防控药剂并
“点对点”配送到户，满足防治需求。

“从我们走访和调查结果来看，广大
农户把握好防治窗口期 ， 防治效果较
好。 ”章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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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是古籍大省，古籍藏量居全国前列。 近年来，全省多措并举推进古籍数字化，推动古籍整理利用———

让古籍上的文字“活”起来

■ 本报见习记者 罗晓宇

古籍是中华文化传承的载体，是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源泉。 近
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 《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
见》。 我省是古籍大省，古籍藏量居全国
前列， 应当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汇
聚各方力量 ，形成工作合力 ，赓续江淮
文脉 ，让古籍上的文字 “活 ”起来 ，发挥
更大价值。

与时代同行

保护古籍守住文化根脉

对浩如烟海的古籍进行保护、 推动
新时代古籍“活化”利用，是个艰巨、浩大
的工程。 仅古籍保护方面，据统计，目前
全国各公藏单位拥有古籍总量超过
5000 万册， 需要修复的古籍约 1500 万
册。以当前的修复人才及修复条件计算，
要完成全部修复工作仍需数百年。

做好保护传承利用，梳理文化根脉，
守护文化遗产，安徽一直在行动，与时代
同行，向深处发力。

我省古籍整理出版的一项文化硕
果，曾闪亮全国、备受点赞。我省 1984 年
以来编纂出版《安徽古籍丛书》，精选名
家著作、 珍贵版本， 迄今累计完成出版
114 种 231 册，总体超过 8700 万字。 这
个有组织、 成系统的地方古籍文献整理
成果，成为我国新时期出版时间最长、影
响力最为广泛的古籍系列图书之一。 其
中如《朱子全书》《钱澄之全集》等全国重
点古籍图书， 多次获得地方乃至全国的

优秀古籍图书奖。
2008 年成立的安徽省古籍保护中

心，负责组织全省古籍保护，开展古籍普
查登记，建立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全省
70 家古籍公藏单位的 85478 部 723349
册(件)古旧线装书，历时 14 年完成普查
登记。在省古籍保护中心带领下，我省积
极开展珍贵古籍的原生性抢救修复 ，
2016 年成立的“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
习中心安徽传习所”， 以项目促保护，不
断提升古籍修复专业技能，仅 2020 年就
完成省图书馆藏桐城派珍稀古籍修复与
研究项目，修复馆藏珍贵古籍 60 部 243
册 1.6 万多叶。

2021年， 省图书馆首批馆藏家谱专
题数字资源上线。 同年 4 月 21 日，国家
图书馆联合 10 家单位发布古籍数字资
源，省图书馆的“安徽家谱”数据库也在
其中，总发布量达 157 部 35 万页。 尘封
在藏书馆的古籍文字、故事，从历史深处
走来，在网上“活”起来、“云端”飘起来。

古籍文献集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于
一身，保护就需要减少使用，而古籍若沉
睡在库房，就无法发挥其价值。 数字化，
让这个难题迎刃而解，古籍化身千百，重
焕活力。

全省各古籍公藏单位通过对古籍的
影印出版与整理利用， 开展对古籍的再
生性保护。 目前全省已有古籍相关出版
物 28 部，内容包括馆藏目录、特藏文献
图录、古籍书志提要、影印出版、文献整
理，如省图书馆出版《安徽省图书馆藏章
伯钧珍藏善本书志》，多角度揭示馆藏古
籍内容价值。

高校走在古籍保护利用前列。 安徽
大学图书馆开展馆藏古籍善本数字化。安
徽中医药大学收藏3.3万册医学典籍，该
校图书馆设立古籍修复室、整理室、编目
室以及研讨室，对中医典籍进行收藏、整
理、 保护以及数字化推进。 值得一提的
是，在古籍保护中，安徽中医药大学图书

馆创新使用檀木书柜， 使用芸香草等材
质装封古籍书目， 采用恒温恒湿的收藏
技术全方位保护古籍，效果良好。

推动开放共享

做好古籍大众化传播

浩瀚古籍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核心思想理念、 中华传统美德及人文精
神， 必须加强全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保
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古籍的认识。

简单地装订、修复，在亲身体验古籍
修复的奇妙历程中，对这一“不能割裂的
民族记忆” 增强感性认识……我省古籍
保护的重点单位安徽省图书馆， 近年多
次组织高校研究生暑期夏令营， 让不同
专业的年轻人触及古籍保护技艺以及源
远流长的中国书籍文化。 省图书馆还针
对中小学生举办 “安图文化研学一日
营”， 让小营员在古籍修复老师指导下，
体验中华传统文化技艺雕版印刷。

推进古籍数字化， 推动古籍整理利
用，应当持续提高开放共享水平，提升古
籍利用效率，多渠道、多媒介、立体化做
好古籍大众化传播。

安徽大学图书馆目前馆藏线装书10
万余册，其中善本500余种、7000余册，善
本中最早刻本为元刻本《纂图互注南华真
经十卷》。安徽大学图书馆藏孤本、珍本全
文数据库与古籍题录数据库，组成“安徽
大学图书馆古籍数字化服务平台” 矩阵，
方便学校师生、 社会公众在线检索浏览。
古籍修复技艺进校园，“传承非遗文化 感
受古籍之美”“指尖上的古籍”传统文化体
验活动……安徽大学图书馆近年举办的
丰富多彩的活动受到师生欢迎，让古籍保
护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全省各古籍公藏单位还积极组织
特色古籍保护宣传活动，利用中华古籍
保护计划成果展览、 古籍修复与体验、
古籍文献专题讲座 、章书评鉴会 、古籍

雕版印刷读者体验等方式，多渠道普及
古籍保护观念。 省内多家公藏单位运用
线上平台，创新方式开展传统文化宣传
活动 ，安徽省图书馆 、安徽博物院等古
籍公藏单位开通微信、 抖音公众号，组
织开展知识竞猜、 视频讲座等活动，拓
展了受众范围，加紧让书写在古籍里的
文字“活”起来。

加强人才构建

解决古籍保护突出问题

纵观我省古籍保护历程， 一个挥之
不去的阴影就是缺乏专业古籍保护人
才。 “古籍文献研究人才不足制约了这项
工作更好开展。 馆员比一般读者更早接
触到古籍， 他们必须有一定的专业素养
和对古籍内容的研究能力， 不能只简单
地停留在对古籍的编目著录上。 ”安徽省
古籍保护中心主任林旭东介绍， 修复人
才也甚为缺乏，目前该中心有约 12 万册
的古籍需要修复， 却只有 5 名专业修复
人员，修复任务繁重，人手不敷使用。

资金短缺也是制约古籍保护工作推
进的又一障碍。 “推进古籍保护利用，资
金上的不足尤为突出。 图书馆经费虽然
已尽量向古籍保护、 古籍数字化方面倾
斜，但仍然捉襟见肘。 ”安徽大学图书馆
馆长储节旺向记者表示， 该馆在古籍数
字化方面采取外包或与第三方专业机构
合作的形式，受到很多限制。 “以后还是
要想办法引进高精尖的古籍数字化设
备，争取能自主研发、制作。 ”储节旺说。

专家建议， 针对目前我省古籍保护
面临的突出问题，人才构建是核心，要持
续不断通过专业性机构培养， 在高校设
置古籍保护相关专业， 加大古籍修复与
古籍数字化专业培训； 各地古籍保护部
门也需与高校、研究机构深度合作，储备
人才力量，挖掘优秀典籍文化内涵，推动
促进古籍保护工作成果服务于社会。

提升防范保护能力
谨防就业创业陷阱

■ 本报通讯员 皖公宣

本报记者 李晓群

小元（化名）是一名大学生，偶然发
现一个 QQ 群里有人在提供兼职工作机
会。于是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让其准备
银行卡来刷流水。随后，小元准备好银行
卡，按照对方要求，进行了刷流水“跑分”
操作。通过这一行为获利后，小元又组织
其同学也参与了“跑分”操作，共计 20 余
次，涉及人数 40 余人，“跑分”流水 500
余万元。 后涉及“跑分”操作的学生银行
卡大部分被依法冻结。

在合肥警方破获的这起案件中，原
本前途光明的年轻人， 却落入不法分子
的就业创业陷阱， 失足走上了违法犯罪
的道路，令人痛心。

“一些学生法律知识匮乏，对某些违
法犯罪行为的鉴别能力较弱，是他们容易
落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据办案民警介绍，
他们中有些人感觉似乎违法，但是又不太
确定。 还有些人认识到或是违法犯罪，但
因求职心切、侥幸心理及高工资、高提成
等利益诱惑而继续进行相关行为。

同时，部分高校毕业生没能形成正
确的就业观， 在就业中表现出盲从、自
负、期望值过高等问题。 正是由于缺乏
正确的职业规划 、 对风险识别能力差

等，他们往往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 这
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就业风
险发生概率。

“从高校毕业生自身角度来说，提升
就业风险防范技能和自我保护能力，是
防范就业创业陷阱的有效途径。”省公安
厅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应注意增强法
律意识，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维护
自己合法权益。加强就业风险防范，掌握
风险防范能力，形成正确的就业观，为自
己的人生负责。

从社会层面来说， 应建立健全与就
业相关的法律体系， 加强对新型就业关
系中劳动者权益的保障， 明确就业关系
界定、劳动风险分配等一系列法律问题。

在传统教育基础上，高校应加强对学
生的法治教育。 通过开设法治课程，并在
教学过程中加入实践性活动，如开展模拟
法庭、观摩旁听法院庭审活动等，让他们
亲身参与、感受法律，对法律存敬畏之心。
还应结合毕业生的专业特点和社会人才
需求，有针对性进行就业指导。

此外，应强化网络监督，切实加强对
网络招聘平台审核管理。 通过建立信用
评价体系、企业黑名单等机制，逐步完善
就业信息市场， 为高校毕业生提供规范
的就业信息了解途径，避免盲目择业，误
入犯罪泥潭。

物业这样收取停车费合理吗？
■ 本报记者 沈荟

家住合肥市包河区的孔女士向本报
反映：她居住在滨湖置地双玺小区，小区
地下车库停车费较贵，业主意见大。以前
停车费一个月 800 元， 后经业主多次反
映，现在下调到 600 元，但还是偏贵。 此
外， 负责收费的信联物业公司有没有得
到相关部门的收费许可？ 业主缴纳停车
费后，物业不开发票，这是否违规？

4 月 15 日， 记者走访了置地双玺小
区所在的万年埠街道。 该街道城市管理

部工作人员方玉霖告诉记者，置地双玺小
区地下车库不是公共停车场，无需办理相
关备案、许可手续；为方便小区访客车辆
停放，在车库负二层划设临停区域，具体
收费标准（两小时免费）已在车库北大门、
车库进口处明码标价，并进行了公示。

信联物业的工作人员梁郑告诉记
者， 置地双玺小区地下停车场共有两层，
停车场部分车位已经出售，有部分业主未
购买车位，选择租赁。 租赁的这部分车位
非小区公共停车位， 属于负二层人防车
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

五条，国家鼓励、支持企业事业组织、社会
团体和个人通过多种途径投资进行人民
防空工程建设；人民防空工程平时由投资
者使用管理，收益归投资者所有。

方玉霖明确表示， 小区临停收费实
行手机线上支付，如有需要，缴费车主可
根据缴费记录到物业服务中心索取发
票，若物业不能提供，可直接向税务部门
投诉举报。

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高明解释
说，一般情况下，小区里面常见的车位分
为三类：产权车位、公摊车位、人防车位。

产权车位主要是指开发商自建的地下车
库，且开发商单独取得车库产权，可以委
托物业公司租售车位。所以，产权车位如
果出售了就属于业主， 如果未售出产权
依旧属于开发商。 公摊车位是指车位面
积已列入公摊面积的车位。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占有业主共
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
车位，属于业主共有。人防车位是指在不
妨碍防空功能和满足业主需要的前提
下，战时可用于人防工程的地下室，平时
可做车库供业主使用的车位。 由开发商
投资建设且未纳入业主分摊面积的人防
车位，其使用、管理及收益权归属于开发
商。 另据 《合肥市物业服务收费实施办
法》规定，车辆停放服务费等均实行市场
调节价；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物业收费标
准，通过物业服务合同约定。

公安部推出疫情防控期间六项便民利企措施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记者 任沁

沁）记者21日获悉，公安部推出疫情防控
期间六项便民利企措施， 保证疫情防控
物资、民生物资、产业链供应链生产物资
和春耕生产物资等重点物资运输车辆便
利通行，服务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维护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推行重点物资运输车辆交管业务“特
事特办”。 严格落实全国保障物流畅通促
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电视电话会议要求，
对重点物资运输车辆，实行交管业务特事
特办，开通专门窗口，积极提供集中办理、
上门办理等服务。 开设重点物资运输“绿
色通道”， 严格执行全国统一的通行证制
度， 协助相关部门对持证货车快速检疫、
快速放行，最大限度保障通行便利。

推行疫情防控车辆人员牌证 “急事
急办”。 对支援疫情地区的救护、防疫和
运送防疫物资等车辆和人员，实行“应急
窗口”急事急办、专人专办，全力保障疫
情防控车辆和人员第一时间投入疫情防
控工作。设立专线服务电话，接受疫情防
控加急业务咨询求助、预约。

推行机动车检验等业务 “延期办”。
即日起，对机动车逾期未检验、驾驶证逾

期未换证未审验的， 统一延长 3 个月办
理期限，7 月底截止。 延期办理期间，对
机动车逾期未检验、 驾驶证逾期未换证
未审验的，不予处罚。 同时，对互联网服
务平台预选号牌号码有效期和学习驾驶
证明有效期，一并予以延长 3 个月。

推行驾驶证期满换证业务 “容缺
办”。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可结合本地疫情
防控实际， 实行驾驶证期满换证容缺办
理。 对申请人暂时无法提供身体条件证
明的，先予办理驾驶证换证，允许申请人
在疫情结束后补交身体条件证明。 对实
行驾驶证期满换证容缺办理的地方，将
开通互联网服务平台容缺办理功能，方
便群众网上办理换证。

推行交管窗口业务“便捷办”。 在严格
落实窗口单位疫情防控要求基础上，优化
服务流程，推行提前预约、引导分流、延时
服务、周六日服务等措施。 积极推行在交
管业务办事大厅应用自助服务终端。

推行 34 种交管业务“网上办”。全面
应用互联网服务平台和“交管 12123”手
机 App，推行补换驾驶证等 34 种业务网
上办理。 增设业务受理、 语音电话等坐
席，保证网上业务及时受理、及时办结。

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专项整治行动展开
本报讯（记者 李明杰）日前，省民政

厅印发《关于开展社会团体分支（代表）
机构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决定于今年
4 月至 7 月，对全省近 1.6 万家社会团体
开展专项整治，提升社会团体服务能力。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部分社
会团体乱设立分支（代表）机构、乱使用
名称、乱收费、乱开展活动等行为。 全省

社会团体要严格对照专项整治任务要求
进行全面自查，配合开展整治工作。

各级民政部门要压实社会团体主体
责任，加强部门联动，制定有针对性的措
施，确保整治到位、取得成效；加大查处
力度，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建立长效机
制，建立健全分支(代表)机构管理制度，
完善内部监督和社会监督。

“我为防疫出把力”

荩 “您好，请扫一下安康码和行程码！ ”……4月 21日，在合肥市包
河区包公街道军区社区的省广电设备器材公司宿舍北区防疫卡点，
70 多岁的黄国蓉老人（右）成了社区防疫“守门人”。

自 3 月参加疫情防控以来，黄国蓉在社区值守快一个月了。 实
际上这不是她第一次参与疫情防控了。 2020 年春节起，她便在合肥
火车站等地多次参加防疫志愿服务。 2020 年 9 月，黄国蓉被评为“合
肥好人”。

本报记者 李博 本报通讯员 罗安宁 摄

荨 4 月 21 日， 在合肥市经开区莲花路上的一家湘菜
馆，老板程远和妻子在打包饭菜。 11 时 ３０ 分，他和妻子
准时拉着小推车，把这些盒饭送到不远处的天都居委会
核酸检测点，分发给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疫情来了，店里生意不如往日好，我也着急，就想
着能出把力。 ”程远朴实地说。 从 4月 16 日起，程远一家
人每天为抗疫人员免费提供饭菜， 一天少则十几份，多
则近百份。 本报记者 温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