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研学游中传承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

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 让收
藏在禁宫里的文物、 陈列在广
阔大地上的遗产、 书写在古籍
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张志清表示， 相对于鲜活
生动的文物， 让古籍里的文字

“活起来” 其实是比较有难度
的。 为了让古籍可以在青少年
群体中“活起来”，国家图书馆
和北京市教委合作开展研学
游， 老师带着很多学生到国家
图书馆进行互动。

“我们现在这个展览也不
光是简简单单地把一本书陈列
在那里， 还要不断给大家揭示
性互动，通过游戏、节目来达到

沉浸式的展览效果。总之，要通
过各种办法让大家喜欢， 这样
孩子就会不断到图书馆、 博物
馆，进而掌握知识。 ”

张志清说，2007 年前后办
古籍展览， 大多数来的人还问
什么叫宋刻本、什么叫原刻本，
现在这些已经不是问题了，很
多问题都非常深入， 有时甚至
都答不上来。“就这么潜移默化
10 年， 变化是非常巨大的，如
果不在其中是体会不到的。 我
觉得这是因为更多的人才、更
多的学生、 更多的孩子接触古
籍的机会在变多， 他们的知识
也在不断丰富”。

张志清认为， 旅游是了解

文化很好的方式。 目前国家图
书馆在牵头筹划， 通过和岳麓
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等
各地古老书院的结合， 做一些
新的书院，冠以古老的名字，然
后让中小学生利用假期来到这
些书院游玩、体验、学习。

据了解， 孔子博物馆今年
5 月 10 日才开始试运行。 副馆
长杨金泉表示， 孔子博物馆建
馆的定位就是为广大青少年提
供传统文化， 特别是儒家文化
的宣传、教育、展示的平台。 杨
金泉介绍说，从 5 月 10 日到 8
月 6 日， 参观人次将近 20 万
人， 其中约有一半以上是青少
年。 （据《北京晚报》）

日前，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如期举行，孔子博物馆晒出了许多珍贵古籍、拓片、档案等，有清代光绪年间出版的《桃花扇传奇》、有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清康熙
二十八年《幸鲁盛典四十卷》、代表优渥恩例的《历代衍圣公及其族人领受朝廷赏赉档册》等。

在研学游中传承文化

让古籍伴随青少年成长

把选择权交给孩子才是文化自信的表现
多年从事古籍收藏的业

内人士韦力认为，在孩子成长
过程中，关键是要他们看到传
统文化的内容，知道原来世界
上有这么多种美，中华文明是
世界文明体系的一种，并不是
和西方文明对立的， 现在的
孩子们知识体系比上几代人
好多了， 他们有自己的判断
能力和选择能力， 不用告诉
他们哪个好哪个不好， 要让
他们客观地看到这些， 把选
择权交给孩子才是文化自信
的体现， 而不是越俎代庖地

替他们进行选择。
此次晒书大会由国家图

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
办，孔子博物馆、山东省古籍
保护中心承办。 国家图书馆
副馆长、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副主任张志清表示， 晒书大
会， 一方面是取古人有晒书
传统之意，另外也是取“晒”
的分享之意， 希望通过这样
的活动， 带动全国各地的古
籍收藏单位、人文学者、保护
专家、非遗传承人晒国宝、晒
经典、晒技艺、晒传统。

张志清坦言， 把图书馆珍
贵的古籍拿出来晒是有一定的
风险的，“按行家来说， 一部古
籍被翻开就会损寿 60 年，因为
它要受到光照、有害气体、温湿
度各方面的影响。 ”

那为什么还要举办晒书大
会，让这些古籍走近民众呢？张

志清认为读古籍是国家文化安
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因为如
果现代人都读不懂古籍的话，
该怎么保证没有断层地传承五
千年中华文明。

中国的古籍， 文言文变成
了白话文，繁体字变成简化字，
竖排变成了横排， 没标点变成

了有标点， 这些变化让古籍对
大部分人来说有些晦涩难懂。

韦力也坦言，我们的文化
断层是现实存在的，从上世纪
50 年代到改革开放之前，基本
上断了两代人， 所以亟须补
上，一个民族还是应该有自己
的根。

读懂古籍有助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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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新阳光出租车有限
公司豫 RT0570 道路运输证丢失，
声明作废。

●南阳市诚运运输有限公司，
车号豫 RR6866 道路运输证丢失，
声明作废。

●南阳市十中教师姚闯，中小学
一 级 职 称 ， 职 称 证 （编 号
C13902110300158）丢失，声明作废。

● 唐 洪 文 （身 份 证 号 码
411323198705276918）的南阳龙都地
产 房 产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
241001510070；发票号码：01195432；
发票金额：232000元）丢失，声明作废。

●南阳市第二十九中学校在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
行的开户许可证丢失， 核准号：
Z5130000124601， 开户许可证编
号：4910—0037363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南都晨报》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公开发行的都市报，国内统一刊号：CN41-0104。 凡在本报刊登的遗失声明、公告等信息均具有法律效力。

△《南都晨报》全国统一刊号，刊发
遗失声明、公告等具有法律效力

△报社公众号、 微信平台同步播
发，影响大、效果好、收费低

△刊登广告方便、快捷，一个微信
（19837709171）即可

买卖房 晨报帮
●工业路兴达花园三室两

厅，空调、暖气、家具等设施齐全，
六楼，140平方米。 市二十一学校
学区房。 长期出租，价格面议。

●求租新十五小附近住
宅，3 室、2 室均可， 要求水电
设施齐全， 最好有基本家具，
租期 1 年。

●求购一套住房， 中心城
区独山大道以东最佳，2 室 1 厅
或 3 室 1 厅， 房款 50 万元左
右，可按揭。

●人民路南头有一单元房
出售，六楼顶层，121 平方米，经
典三室两厅，大市房产证，出路
好、价格优、可按揭。

●建业森林半岛三期 12
楼，140 平方米，三室二厅二卫，
精装修。 因孩子出国留学，急
售，可按揭。

咨询电话：19837709171

注销公告
南阳鸿伟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300MA463CF124）经研究决定解散，已成
立结算组， 请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 30 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司发布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开设美容养生十大专业，零基础，包教会，
学期短，小班制教学，准军事化管理，发放毕业
证书。 包高薪就业！ 咨询电话：13782172996

世纪康园职业学校招生

古籍是中华文明的“魂器”
韦力说， 书籍是人类思

想体系的结晶， 对于书的爱
是爱文化的集中体现， 当然
爱器物也可以，比如爱陶瓷、
爱玉器， 这些都可以有美的
享受， 但是这种享受最终还
是要用字句来体现。

在谈到古籍在中华传统
文化中的作用时，张志清举了
《哈利·波特》 里的一个例子，
伏地魔法力高强， 难以战胜，
哈利·波特最后通过破坏他的
“魂器”才最终战胜了他。张志
清觉得一本本古籍就是中华
文明的“魂器”，也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家园。“历史上，人的所
有精神内涵都进入了古籍，现
在‘非遗’很热，但其实都在书
里，一部《天工开物》就是明代
非遗的集大成之书。 ”

但是因为古籍是繁体字、
竖排版、 文言文还没有标点，
因此对于现代人来说理解困
难，更别说是对青少年群体。

如何让青少年能体会到
古籍的魅力呢？ 张志清认为，
应该先让孩子们读一些整理
后的古籍内容，其实现在中小
学课本中都有，比如《荀子》的
《劝学篇》， 让孩子们背诵后，
可以再看一下古籍中的原文，
以宋刻本的《劝学篇》 为例，

“里面的字体非常大、 非常漂
亮，都是雕刻版的。 ”

这次晒书大会，辽宁省图
书馆副馆长杜希林晒出了《聊
斋志异》（清代蒲松龄手稿
本）。张志清说，如果孩子们学
完了课本中的《聊斋志异》，再
看到这样的手稿本，会感到非
常亲切，甚至内心很激动。

张志清认为， 通过这样
的晒书大会， 让包括国家图
书馆在内的各个图书馆把自
己珍藏的古籍拿出来和大家
分享，让大家近距离接触、体
会古籍的魅力， 是各家图书
馆的责任。

转让声明
南阳市新阳光出租车有限公司豫 RT0088

原 车 主 杜 思 博 （ 身 份 证 号 码
412924197601124237） 经营权中途转让给新车
主王保山（身份证号 412828198006106012），特
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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