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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图书馆开展线上活动推广科学知识

夏日共享“云端”科普盛宴
■ 本报记者 仇宇浩

配合2022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第20届
天津市社会科学普及周，天津图书馆（天津市
少年儿童图书馆）及各区图书馆纷纷推出主
题鲜明的特色科普阅读活动，通过线上主题
图书推荐、视频讲座、AR互动体验等多种形
式，推广科学知识，助力全域科普。
天图联合市图书馆学会推出“走进科技，

你我同行”2022年度科技周主题活动，为读
者推荐《给孩子的身体书》《肚子里的微型森
林》等趣味科普书，读者扫码即可免费阅读。

天图还为读者精选了科普视频讲座“带
你看万千气象——太阳、地球和天气”，由中
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朱定真主讲，让
难懂的气象知识变得通俗易懂。

天图“阅享好书 共同成长”科普专题亲
子读书会，通过线上会议的方式，为亲子家庭
讲读优秀绘本《北京——中轴线上的城市》，
普及社科知识，弘扬传统文化，引导广大家庭
成员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天图“科普惠民 智享生活”数字阅读活
动，为读者精选《昆虫记》《科学技术发展简
史》《下一站火星》等科普书，读者可免费扫

码获取，广泛了解各种门类的科普知识，共享
科普阅读的快乐。“喜迎二十大 科普我先行”
AR互动体验系列活动之裸眼看恐龙活动，采
用裸眼4D技术，虚拟与现实互动，让小读者走
进恐龙时代。

配合全国科技活动周“走进科技，你我同
行”的活动主题，南开区图书馆、河东区图书
馆、滨海新区图书馆、东丽区图书馆、西青区图
书馆、泰达图书馆、中新友好图书馆等纷纷参
与国家图书馆的“掌上科普，科技与你同
行”——科技周专题阅读活动，为读者推荐的
阅读书目囊括前沿科技、自然科学、生物科普、

青少年科普四大主题，让读者徜徉书海，探索
科技的奥秘。
此外，泰达图书馆还推出“科技助推社会进

步与发展”——线上科普书推荐、“打开你的眼
界”——科技周必看书单、“遇见AI·共探未
来”——科技周主题书展、“E线科学眼”——科
普视频展播、“童心飞扬，走进科技”掌上科技体
验等线上科普活动，让读者足不出户即可享受
科普盛宴；同时开展电子书、有声绘本、视频等
阅读推广服务，并将在企业园区分馆举办科学
惠民活动，为园区职工开展智慧图书借阅培训，
让读者感受智慧阅读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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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春苓介绍，天博的藏品以传世文物
为主，有很多强项品类在国内外都很知名，
比如书画、玉器、砚台、玺印、瓷器等。天博
有百年历史，馆藏精品传承有序，很多都来
自收藏家的捐献，打下了天博收藏的基
础。知名的捐献大家就有王襄、周叔弢、徐
世章、张叔诚等人，还有许多各界的杰出人
物也为天博捐献了精品文物，总计13000
多件。

徐春苓告诉记者，天津的几位大藏家
的收藏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其中，王襄是
最早发现并研究甲骨文的人物之一。在他
的早期著作《簠室殷契序》中，记录了他在
1898年发现、鉴定、收购甲骨的经过。徐
春苓说：“王襄出身文物研究世家，从小就
对古文字感兴趣，成年后在从事公职之余
一直做研究，这也为他发现甲骨打下了学
术基础。后来他又凭借自己的能力不断搜
集，最终收藏了大约四五千片甲骨。”王襄
出版过两部专著，《簠室殷契类纂》和《簠室
殷契征文》。“前一部是按照字典的形式编
排，相当于我国的第一部甲骨文字典；后一
部是他将所藏甲骨中的精品拓片印刷出
版，这两部作品都是对甲骨文研究非常有
贡献的专著。”

抗战时期，有日本人想高价收购王襄
所藏甲骨；新中国成立后，有外国学者也希
望购买他收藏的甲骨，都被他拒绝。即便
生活困难，他始终没有把甲骨出卖的想
法。1965年，王襄嘱咐家人待自己百年后

将所藏文物捐给国家。最终，他将甲骨、手
稿、古籍、砚台等748件藏品捐献国家，同时
有上千片甲骨以很低的价格出让给国家。他
所藏的甲骨文字价值、历史价值和天文价值
都很高，最主要的特点是片大、字多，记录的
内容非常丰富。

周叔弢是著名实业家，热衷收藏古代文
物，尤精古籍、玺印和敦煌文书。徐春苓说：
“天博的古玺印收藏水平在全国位居前列，藏
品基本都来自周叔弢先生的捐赠，主要特点
是年代早、成系列，从春秋时期到元、明时期，
每个时代都有，而且藏品具有代表性。周先
生一共捐赠了900多方古玺印，规模大、质量
精，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徐春苓告诉记者，在古籍收藏方面，周叔

弢倾尽了毕生心血，在国内外都很有名。“他
收藏了各类珍贵古籍4万多件，不仅自己不
惜财力，为了防止古籍流失海外，还多方呼吁
奔波，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作出了很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他开始陆续捐献，特别是
1952 年，他将所藏善本的精华共计 715 种
2672册珍贵文献，一举捐赠国家图书馆，其
中不乏宋本《寒山子诗集》、‘两陶集’、宋蜀刻
本唐人文集《王摩诘文集》、明代内府抄本《永
乐大典》等珍品。”
这些大收藏家无私为公的爱国情怀不仅

传为一时佳话，也凝聚成一种精神代代相
传。徐春苓说：“2018年天津博物馆迎来建
馆百年，我们举办了西洋玻璃珐琅器展，70
件套130件展品全部来自天津籍旅美实业家

王桐发的无偿捐赠。王先生喜欢收藏，也非
常爱逛博物馆。他说自己之所以捐出
这些藏品，就是被天津大收藏家的
精神所感染。”在徐春苓看来，这些
大藏家把自己的财富化作珍贵的
文化遗产，并无偿捐献给国家，这种
大公无私的境界和爱国精神令人
钦佩。“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想
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华作
为国家财产留在这片土地上，供
后人欣赏。”

1942年，周叔弢在自订善本
书目中留言于子孙，“此编固不足
与海内藏书家抗衡。然数十年精
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子孙私
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
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
志。”和周叔弢一样，王襄、徐世章、张
叔诚等收藏家虽遍赏天下奇物，纳珍
存精，但眼见旧中国山河破碎，更深刻
体悟“四海澄清，宇内无事”之珍贵。
也正因为此，他们才会将视若生命的
毕生珍藏慷慨捐献给充满希望的新中
国，终使“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
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讲述人：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主任徐春苓

“化私为公”精神代代传承

教材插图应体现真善美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前日，“人教版数学教材”冲上微博热搜。有网

友发现，该版教材插图中的人物形象表情怪异，对比

其他版本的教材插图存在明显审美差距。与此同

时，孩子们需要什么样的教材插图也成为热议焦点。

相比其他版本教材，该版教材插图中的学生形

象眼距过宽、眉毛过高、眼神黯淡，在表情和服饰上

也出现了许多令人不适之处，还出现大量人物形象

雷同的现象。一些网友直言这些插图“丑得不忍直

视”，反问“难道中国孩子都长这样吗”，也有网友现

身说法地表示，自己的孩子甚至对插图产生过恐惧

心理，不愿意多看教材一眼。平心而论，这组插图确

实令读者难有愉悦之感，如果作为普通出版物进入

市场，恐怕难逃滞销后果。

教材插图作为一种面向少年儿童的艺术作品，不

仅可以辅助孩子理解和记忆知识点，也具备一定的美

育功能，对他们审美能力的提高产生潜移默化的影

响。老版本的教材中，《让我们荡起双桨》《丰碑》《倔强

的小红军》等语文课文插图让小读者们铭记了多年。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材一直在变，卡通、漫画逐渐取代

了现实主义作品，成为当今教材插画的主流风格，其中

不乏广受好评之作。这些精品虽然来自不同时代，但

体现出很多共性，不但人物的形象、神态活灵活现，也

具备很高的艺术性和一定的故事性。更重要的是，创

作者在画笔中倾注的温度和关怀，让小读者看见了真

善美，通过学习感悟到了积极的人生态度。

值得肯定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迅速回应了此

事，表示已着手重新绘制有关册次数学教材封面和部

分插图，改进画法画风，提高艺术水平，发挥教材封面

和插图的育人作用。教育无小事，事事皆育人。这一

事件中，社会各界发挥了重要的监督作用，出版社和编

写组应长期关注学生、家长、教师等各方反馈，插图作

者也应怀有真心、童心以及敬畏之心。诚然，由于审美

差异，一本教材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但应符合当下的

主流审美，在此基础上，向孩子讲述生活中的真善美，

让优秀的教材插图春风化雨般滋润孩子心灵。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记者获悉，今明两天，天
津人艺在该院抖音直播间播出话剧《原野》《生死24
小时》。

今日19:30播出经典剧目《原野》。该剧是天津
人艺“曹禺三部曲”之一，故事展现出复杂的人物性
格，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表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明日19:30将播出抗疫题材话剧《生死24
小时》。这台剧目以我市成功妥善处置“歌诗达赛琳
娜号”国际邮轮事件改编而成，展现出人民至上的理
念、生死竞速的效率，凝聚了强大精神动力。

天津人艺两台剧目线上播出

本报讯（记者 张帆）网友“小北北”的短视频作
品《去看看美丽的北辰吧》，用25秒展现了变化中的
新北辰。
“小北北”名叫王永慧，这则短视频里有耸立的

高楼、整齐的街道、清澈的运河以及如动脉一般的
高铁轨道，让人看后意犹未尽。
“视频虽然不长，但是我们希望
大家能够感受到北辰区从自然
景观到人们生活发生的变化。
我希望用这样的节奏，让观众有
一种带入感。”

你好，天津——说变化晒幸福

拍摄新北辰 展现家乡美

文 化 时 评

走进天津博物馆，范宽《雪景寒林图》、太保鼎、宋拓《西楼苏帖》等“镇馆之宝”令人目不暇接。很多人

并不知道，这些传世精品皆来自民间捐赠。收藏大家“化私为公”背后有着怎样的过往？近日，记者采访

了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主任徐春苓，听她讲述捐赠背后的动人故事。 ■ 本报记者 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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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天津博物馆文物均为民间捐赠）

杨先生发言说：
我还想强调一句，中国的旧

诗词，能够表现一个人的情感这

一点，我认为是西方的诗词所不

能达到的。我不知道在座的中文

系的老师们是不是也曾经想过，

是不是这个也在国内提倡，是否有更

多年轻人表达自己的感情，变成美丽

诗句的可能。

2017年5月，杨先生来到了南开，
叶先生和助手张静老师（现任南开中
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前往杨先
生下榻的南开“嘉园宾馆”拜访。其
时，杨先生还询问叶先生有何“院士”
称号？又因为中国只有理工科的院
士，而没有文科院士，感到甚是可惜！
叶先生回答道：“我是加拿大的皇家学
会的院士。”“皇家学会”是英国以及英
联邦国家和地区的，叶先生是全世界
唯一一位以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与教
学而荣获该会“院士”称号的学者。

2019年9月10日，这天是中国的
“教师节”，作为南开大学建校100周
年的庆祝活动之一，国内外数百名嘉
宾、学者来到南开，以举办“叶嘉莹教
授归国执教四十周年暨中华诗教国际
学术研讨会”的形式，为叶先生庆贺
95岁华诞，其中也有作家王蒙先生和
夫人，中央电视台白岩松先生主持了
开幕式，规模可谓盛大。

杨先生曾表示一定要亲自前来
“祝寿”并讲话致辞，但在那之前因出

席了远在外地的另外一个会议后，感到
身体疲劳和不适，况且年事已高，无奈只
好用英文给叶先生发来了一封“临时缺
席为歉”的邮件。

说到陈省身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是
一位世界著名的“数学大师”，国际数学
界最高荣誉“沃尔夫数学奖”得主，是美
国科学院院士，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
国家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他对整体微分
几何作出深远贡献，被公认为“20 世纪
伟大的几何学家”。

陈先生的夫人郑士宁女士出身于吴
江盛泽镇（今属江苏省苏州市）郑氏家
族，郑氏家族是当地著名的书香门第家
庭。她比陈先生小四岁，曾就读于燕京
大学生物系，相貌秀美，性格温柔，有淑
女之称。其父郑桐荪先生早年就读于上
海震旦大学，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公费留学美国，毕业于康奈尔大学数学
系；1911年（清宣统三年）回国，先后任教
于马尾海军学校、上海南洋公学等校；
1920年至1924年于清华学校任教，曾任
教务长；1928年开始在上海震旦女子文
理学院讲授中国诗词，直至1935年；抗
战胜利后，又任教清华大学直到1952年
退休。

21 关于“院士”称号

未名湖并非一开始就存在于
燕大规划之中。当人们提出应当
有“水”的问题以后，墨菲在1921年
12月新的方案中也只是在南北轴
线和东西轴线的交叉点以北增加
了一个方形的池塘。这个池塘和
淑春园残存的“小湖”并无实际关系。他
所以这样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
校址上旧园林的价值还没有被人认
识。这个小湖原本是燕大新址上最大
的水体，但当时已经淤积为一片稻田。
睿王后人德七辈听任附近农民耕种，从
而使湖的轮廓变得难以辨识。二是在
1922年至1924年间，学校尚未购进日后
建校所亟须的所有土地，校园的基址在
东北，相当局促，在那时将那些水域和小
山填没或削平以容纳面积巨大的新宿
舍和体育场，看来是势在必行。这样，如
果一定要有一个池塘，它的形态，也只能
是一个方池，并无多少回旋伸展的余地。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燕园“生死攸
关”的1924年，而且起决定作用的是燕
大一方。关于未名湖问题的转机，要从
一个重要的人物谈起。这个人就是燕
大教授洪煨莲（洪业）。洪业，字煨莲，福
州人，23岁时到美国留学，五年之中得
到三个学位。1923年还不到
30岁的洪业被聘为燕大历史
系教授，执教达23年之久，还
先后兼任过燕大文理科科长、
历史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研
究院文科主任，参与哈佛燕京

学社的创建，为国家培养了许多史学人才。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洪业

经常思考“如何将中国几千年的学问融入
大学教育的框架之中”的问题。是他最早
把目光投向了燕大新校址，当时已是一片
废墟的古园林。陈毓贤《洪业传》记载：洪
业结合自己开设的历史学的方法论这一课
程，经常带着学生在往日园林基址上漫步、
追寻，或在档案室查阅相关资料。他还曾
经请学校图书馆的职员到市场上去收购
废纸，然后他带了学生去挑拣。他要求
学生对那些日历、药方、符咒、信件等什
么内容都有的废纸一张张地看，一旦发
现有历史价值的东西，就据此写一篇文
章。正是通过这样的努力，洪业发掘出
了废园之中不少被遗忘的历史和那些被
官样文章所忽略的蛛丝马迹，并将它们复
原为一桩桩真实完整的历史叙事。这些
发现和思考，主要体现在洪业《勺园图录
考》与《和珅及淑春园史料札记》两部书

中。唐克扬《从废园到燕园》认
为洪业先生的《勺园图录考》“使
我们发现了另一个埋藏在历史
地表下的燕园”。舒衡哲《鸣鹤
园》一书对洪业先生的发现和研
究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50 未名湖未被规划 68 迷惑敌人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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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溶 王燕飞著

迎接黎明

刘鹏 著

国民党连长看到老程醒过来
了，迫不及待地问：“喂马的，甄排长
被打死，你又被打伤，这西院到底
发生了什么事？”老程有气无力地
说：“报告长官，我正在马厩里给马
添料，听到西厢房内有人喊叫，正
想去看个究竟，却见有两个人把被甄排
长关进去的人弄出来了,其中一个人看
到我，就对另一个人说，当家的，这个马
夫看见我们了，不能让他活着，把他插了
（杀了）吧。我一听他们要害我，转身就
跑，结果让那个当家的一棒子打在头上，
我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

听完老程的叙述，那连长在心中
想：“难道杀死卡口值岗士兵、劫走稷世
恒和他同伙的，确是土匪干的？不能
啊。他们既然派人告诉我，稷世恒和他
的同伙被共产党游击队救走后，护送到
杨各庄就分手了，只有他们两个人赶着
马车奔向莲花镇这个卡口，目的就是为
了送给我一个人情，让我抓住稷世恒和
他的同伙去领奖赏，以换取今后对他们
的关照，怎么又会出尔反尔呢？”连长想
了一会儿，怎么也想不出答案。这时，站
在一旁的排副冒了一句：“连长，那几个
人准是骑马跑了，咱们快去追吧！”经排
副这一提醒，连长才想起问老程马厩里
原有的马匹数目，老程说马厩里拴有15
匹马。连长数了一下，发现只剩下11
匹，就让排副找来几个酒没喝多的士兵，
带上与自己同来的人一起去追。国民
党士兵在连长的带领下，一口气沿大路

追到山坡下的树林旁，借着月光看了看往
前延伸的大路，没有发现新踩的马蹄印，就
进入树林，沿着林中的小路继续往下追。

稷世恒和唐明安骑马在树林中跑到
一个岔路口，听见身后传来人喊马叫的声
音，知道敌人追上来了。稷世恒告诉唐明
安，把两匹空马放掉，让敌人沿岔路往右边
去追，然后把自己的马缰绳往左一抖，坐骑
就沿着左边的道路跑了下去，唐明安放走
两匹空马，也在后面催马紧跟。国民党连
长领着士兵们追到岔路口，发现岔路的左
右路口都有刚被马蹄踏过的痕迹，他立刻
下令让排副领几个人沿右边道路往下追，
自己领几个人顺左边道路往前撵，并命令
说如果发现被追赶的人立刻开枪。稷进恒
和唐明安骑马在树林中跑着跑着，发现眼
前的树木稀疏起来，他们意识到这是快要
跑到树林边缘，接近平川了。如果在月光
下骑着马在平川上跑，虽然有未收割的庄
稼做掩护，但也不如在树林中安全系数
高。稷世恒勒住马，想了想，就从马背上跳
下来，在马的屁股上拍了一掌，让马顺着前
方的路继续往下跑，唐明安也照着操作。
看着两匹马很快地消失了踪影，稷世恒指
着前面的山坡，告诉唐明安走上去，于是，
两个人同时迈开了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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