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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读书周刊 人文书廊·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数千年来，
典籍文献世代相传，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载体。由我国著名民族语言学家、民
族古文字和文献学家张公瑾任名誉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黄建明、张铁山任主编
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珍稀典籍汇编》（以
下简称《汇编》）历经多年打磨终于出版。

《汇编》全套共 28 册，全书体系严整，
卷帙浩繁，收录了涵盖纳西东巴文、彝文、
藏文、八思巴文、傣文、察合台文、蒙古文、
满文、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水书、古壮
字、古布依文等 14 种少数民族文字的珍
稀典籍，以及包含历史、哲学、宗教、文学、

历法、经济、医药等各方面内容的 190 余
份古籍原件，是我国首次大规模、系统性
地整理多民族多文种文献典籍原件的集
大成作品，所收典籍均为精心挑选的明清
善本，基本反映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典籍
整体面貌，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
的特征。

在提出“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
来”之前，少数民族古文献研究领域自身
也面临着发展的瓶颈，即随着研究的不断
深入，当代很多少数民族古籍研究者面临
这样的困境——虽然从事民族古籍的研
究，但从未或很少见过相关古籍的“真面

目”，尤其是很多青年学者的研究基本停
留在前辈学者取得的成果阶段，并没有获
得实质性的突破。这套《汇编》使青年学
者获得古籍“原件”、回归古籍“本身”成为
可能。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负载着少数民族
的历史文化，记录着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和
交往，是研究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各民族
关系史的第一手资料。同时，通过民族古
籍也能正确认识相关民族的历史文化、深
刻认识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状貌，对加强
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有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

从形式上看，《汇编》打破了单一民族
或单一文种文献典籍的整理出版模式，首
次将多民族、多文种文献典籍中的精华汇
为一编，为相关领域、相近文种的比较研
究提供了便利；从内容上看，书中收入的
大量民间文献典籍原件均为首次刊布，将
有助于研究者推动相关领域的学术研
究。此外，该书将珍稀性、民间性和代表
性作为少数民族文献典籍的选择标准，并
采用全彩影印方式印刷，为学者提供了等
同于原件的民族古籍重要素材。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
文学系博士）

少数民族文字典籍精华助研究者回归古籍
闫进芳

他在山上，写诗、画画、盖房子。他，
是吕德安。

这个被称为“中国的弗罗斯特”（罗伯
特·弗罗斯特，20 世纪最受欢迎的美国诗
人之一）的当代诗人、画家，用他的身体力
行与精神世界，扎扎实实构建了可能是大
多数人仅存于想象中的理想生活。

按照常理，在当代突飞猛进的科技智
能社会，选择去山上盖房子，过所谓的隐居
生活，对于一个男人来讲，可能是不合时宜
的。世俗价值观似乎一直让男性要有不同
于女性的付出与担当，然而放在吕德安身
上，却成为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我想，
这份担当，是他自己赋予的。所有关于隐
居生活，那看似与这个机器隆隆作响的当
代社会不那么相符的生活方式，如此顺理
成章。他不刻意，也不勉为其难。起码对
于作为读者的我，当手捧《在山上写诗 画
画 盖房子》（中信出版集团/楚尘文化）这
本书时，好像着了魔似的跟着一同入了
山。这是吕德安的功力，是作为1960年出
生的他，经过近 60 年的人生求索，关于自
己，关于选择，向生活所交付的最好答卷。

作为一名“80 后”，作为一个阅读者，
我在这位长辈的书中，读到的不是晦涩难
懂、高高在上、故作深沉的人生道理，而是
作者把日常生活、心底所思所想，用简单

不造作的语言，行云流水般记录下来的一
份真挚。越是简洁的语言，越彰显深厚功
力。更何况这看似简洁的语言背后，带着
强烈的个人风格，还原的是诗一样的生活
与意境。

意境本来是虚无缥缈的，但在吕德安
笔下，在这本书中，却显得并不神秘。通
过在山上筑居，在琐碎的一件件小事与麻
烦里，它变成了你我都能感同身受的日

常。这是一个爱生活、懂情趣、有雅兴的
人，将自己的性格、爱好与所擅长的一切
完美结合的最好典范。吕德安幸运吗？
无疑，他是幸运的。吕德安幸福吗？无
疑，他也是幸福的。我在他的文字中没有
读到丝毫不得志艺术家那股酸溜溜的矫
情，也未曾读到诗人惯有的感伤与颓靡气
息，反而是一种如唐代王维“独坐幽篁里，
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般高枕无忧的豁达。这份开阔的胸襟，可
能源于他身体力行盖房子这件事本身，也
可能来自岁月的洗礼，涤荡着他也曾迷惑
不解、挣扎无门的心灵过往。只是他如此
干净清澈，在这种焦虑裹挟着都市人心的
快节奏生活中，标记了一个专属于吕德安
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姿态。它好像在有意
无意间，时刻提醒着这个时代的人们，用
自己觉得最舒服的方式，过好属于每一个
人每一天的日子。

日子一点也不显得无聊。在作者笔
下，日常生活是深具感受力并有趣的：银
杏扇形的叶子落满一地，光影斑驳的小
阁楼楼梯，从大理买的一尊菩萨塑像摆
放在壁炉上，壁炉上是一幅托尔斯泰晚
年的照片，在窗前，凝视群山涌动、树叶
摇曳⋯⋯

读这本书，不是让你去学吕德安进山
生活。毕竟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王维，也
只有一个吕德安，你也是最独一无二的自
己。但起码，他为疲惫的都市人打开了一扇
窗。望进去，内心也会升起一股对于诗与远
方、美好生活的希冀。它不一定适合你，却
能够带领你在吕德安的文字里，得到片刻
休息。然后，继续你我的庸常人生。

（作者系文学硕士、资深互联网媒体
人）

吕德安吕德安：：在山上写诗在山上写诗、、画画画画、、盖房子盖房子
鲍磊

《神的故乡鹰在言语——海
子诗文选》新书分享会近日在码
字人书店举行。

由诗歌评论家燎原编著、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神的
故乡鹰在言语——海子诗文选》
分为短诗、长诗、文论三大板
块。短诗中收入了海子诗文中
最为闪耀的141首；文论中收入
了最有代表性的 8 篇文章，包括
著名的《我热爱的诗人——荷尔
德林》。燎原表示，本书力图通

过海子的代表作品，呈现一个更
为全面、立体、纯粹的海子。

作为海子同时代人，燎原从
选编这本诗集之初，便认识到海
子多年来不为大众所熟知的长
诗写作是构成其诗歌庞大体系
的重要部分，并追溯到对海子诗
歌写作产生重大影响的德国 19
世纪古典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
对海子的写作链条进行了梳理
与分析。

诗人张清华从文明的意义
上分析，海子是“农业时代的最
后一位诗人、工业时代最初的诗
人”，从时间的角度，对海子在文
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给予了肯定，
回溯上世纪 80 年代的诗歌传
统，指出海子与非非主义、整体
主义等诗歌流派之间的影响与
传承，并从雅斯贝斯的精神现象
学层面分析了酒神与艺术、海子
与诗歌等传统。

秋天深了，鹰在集合
胡晓宏

纸现场书与人

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晓
航日前携新书《双生梦》与读者
见面。《双生梦》由九志天达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推出，这部科幻小
说集收录了作者的获奖篇目《师
兄的透镜》。

作 为 书 中 分 量 最 重 的 篇
目，《双生梦》虚构了一个极具
想象力的未来世界：人类社会
毁灭于沙尘暴，依托先进科技，
痛定思痛的幸存者于天罩之下

建造了一座“离忧城”，这是一
座洁净的智能化城市，按照功
能划分为科技区、游戏区、公共
服务区等，它完全改变了旧时
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各种谋生
的工作与游戏结合起来，游戏
人生是人们最真实的人生，旧
世界中游戏人生的赵晓川也被
树立为新世界的精神偶像，但
这座洁净化的城市在发展中遇
到了现实难题，需要修改超级
计算机中城市的原始设计才能
得到充足的利润，而在此之前，
需要拿到密码，才可以和超级
计算机对话，主人公赵晓川于
是被委托去寻找握有密码的女
孩⋯⋯

这部小说不但反思了人类
与自然的共存关系，更深刻地展
现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
的对人类命运不可知的影响。

城市的“双生”，科技与现实的“梦”
安琦

壁炉上的托尔斯泰壁炉上的托尔斯泰 宋蓬勃宋蓬勃 摄摄

亦学亦工
以“校中厂”培养技术员

这是一个特殊的服装生产工厂，
4800 多平方米的偌大空间里，服装研
发中心、面料检测中心、服装制板中心、
服装加工中心等应有尽有，服装刻板
机、全自动铺布机、自动裁床、激光雕刻
机、模板缝纫机、开袋机、装袖机、覆衬
机、裤袢机、户外产品压胶机、超声波热
熔粘合机、立体整烫设备等现代制衣设
备一应俱全，整洁有序地排列开来。车
间里的服装样品色彩斑斓，造型多样，
款式时尚，显得琳琅满目。加上技术蓝
领们忙而不乱的身影，构成了一幅动静
结合的美丽画卷。

说它特殊，是因为它不是一般的
服装企业，而是置身于扬州市职业大
学纺织服装学院内的“校中厂”。8 年
前，扬州一家小有名气的外贸服装企
业——扬州山博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
司与该院深度合作，建立了名为“扬
州户外用品研发中心”的“校中厂”。
它既是山博公司的一个服装研发生产
分公司，又是学院的工厂化教学场

所。学院为山博公司提供服装设计、
研发甚至技术蓝领人才支撑，山博公
司为学院学生提供实习实训、提升专
业技能、毕业就业的机会。正常的工
作日里，山博公司每天都有 200 多名
技术蓝领在“校中厂”辛勤劳作；每
隔两到三周，学院的老师便会将教室
搬至车间，进行现场教学，让学生感
受生产企业的氛围，体验服装生产流
程中各个环节的技术。“校中厂”的大
门对任何一个学生都敞开着，只要感
兴趣，随时随地均可前来请教、了解
所需知识、学习所需技能。山博公司
的技术蓝领们不知不觉中成了学生们
的师傅。近年来，“校中厂”的产值已
达 2000 万元以上，约占山博公司年产
值的四分之一。

这种共建、共享、共赢式的校企
合作，把企业的生产车间直接引进校
园，实现了工厂与教学场所、车间与
课堂的融合，双方优势互补，互利共
赢，并驾齐驱，取得良好的成效，已
经成为学院办学特色之一。企业的技
术蓝领亦师亦工，学院学生亦工亦
徒，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学生花在

“校中厂”的时间占 3 年大学学习的三
分之一左右，知识与技能得到锻炼，
企业文化与创新创业精神得到熏陶，

顺利成长为技术员。
以“校中厂”为依托，学院还与海澜

之家、虎豹集团、柏泰集团、阿珂姆野营
用品公司等 8 家企业建立了校企联盟，
进一步拓展校企合作的空间。

在校企深度合作的基础上，学院
根据企业岗位的需求，对人才培养的
目标和规格进行精准定位。在课程设
置上，学院以企业生产实践为导向，
促进课程设置与企业生产无缝对接。
在教学方法上，以“师带徒”的形
式，点对点、手把手传授知识技能。
因此，对培养学徒工、技术员而言，
指导学生在“校中厂”和其他深度合
作的服装企业里实习实训、顶岗轮
岗，较好地进行“做中学”，学会整个
服装企业的生产环节和工艺工序，为
未来发展奠基。

拜师学“技”
借“企业车间”培养设计师

时光回到 6 月 19 日晚，学院在校
园内举办 2018 届毕业生优秀毕业作品
汇报演出。50 名优秀毕业生用自己的
设计创意奉上了一场艺术视觉的盛
宴，用优秀作品留下了美好的青春回

忆。既绚丽多姿又独具特色的一套又
一套服装诠释了 3 年大学专业学习的
收获，天马行空的创意、丰富细腻的
色彩搭配、变化多端的款式造型、构
思奇特的材料使用，让每一件作品都
展现了学生们的创意和活力，给人美
不胜收的享受，令观摩的服装企业老
总们啧啧称赞。

云想衣裳，美丽人生。每年 6 月
的初夏之夜，学院都举办优秀毕业作
品汇报演出，给 3 年大学生活画上一
个完美句号。这个展示学生们优秀毕
业作品的演出，同时也是学生们综合
素质的全面展示，既凝聚了学院全体
师生的心血和智慧，更是教师亦师亦
友地把学生培养成为设计师、工程师
的结晶。多个优秀毕业作品直接被服
装企业加工成产品，远销海内外。

如果说，学徒工、技术员是学院
对大学生的基本要求，那么，设计
师、工程师就是对他们学习层次的更
高要求。从第二学年起，学生要实现
在“学中做”。他们首先进入“校中
厂”的各个制板设计工作室，在专职

“师傅”的“传帮带”下不断画样设
计，反复打板出样，直到“师傅”认
可为止。其次，还要到校外合作服装
企业轮岗实习，在任课教师和企业

“师傅”的双重精心指导下进行毕业设
计和职业规划，充分感受企业岗位对
专业技术的要求，全面接受企业文化
的熏陶；除了解服装服饰的流行趋
势、产品设计的运作，还要熟练掌握
专业设备的操作和知识，了解生产设
备性能、生产工艺流程及工艺工序，
培养作为一名设计师、工程师应有的
专业综合能力和素养。

为更好地培养设计师、工程师等
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学院 4 年前对教
学方式大胆进行改革创新，探索创立
了以赛代考、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

“一载体、两循环、三竞赛”的教学方
式。即学院师生以职业技术技能竞赛
为载体，发挥校内教师和校外师傅传
帮带两个循环的作用，踊跃参与校内

以赛代考竞赛、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大赛
事。4 年来，这项改革取得了丰硕成
果：一部教材列入国家“十二五”规
划教材，三部教材列入中国纺织教育
学会“十三五”规划教材；专业校内
实训基地被遴选为“江苏省服装设计
实训基地”“中央财政配套省级实训基
地建设点”；学生在江苏省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中创造了 6 金 7 银的辉煌，在国
家级别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得 2 金 3
银的佳绩；2018 年，李卉老师指导 7
名学生为江苏笛莎公司设计了 30 套儿
童服装，成为该公司畅销产品；每位
教师基本都参加了企业的横向合作，
为企业提供培训服务和技术指导，获
得了多项专利；2017 年，服装服饰设
计专业被评为“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
高水平骨干专业”。尤为值得一提的
是，该学院以解决企业生产技术和经
营管理痛点为切入口、倡导“真题真
做”的毕业设计，不仅为合作企业解
决了经营管理中的难题，同时也收获
了累累设计成果，近几年学院毕业设
计获得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优
秀年度设计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2 项、
团队奖 4 项；纺织服装学院连续 3 年参
加江苏省优秀毕业设计优秀团体遴
选，均获得优秀团队称号。

“匠”星闪耀
输送大国服装“匠才”

扬州市职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在
近 30 年的办学过程中，逐渐成为大国
服装“匠”星升起的摇篮。

朱家峰，2001 届服装与服饰设计
专业毕业生。果敢干练的他，工作后
不久便创办自己的企业——扬州山博
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企业一直运
营良好。2010 年，为了回报母校的培
育之恩，他与纺服学院合作创办了以

“扬州户外用品研发中心”为形式的
“校中厂”。山博公司需要招录技术蓝

领时，朱家峰总是优先想到母校。几
年前，纺服学院的两名毕业生刘文、
陈晓楠，均在“校中厂”参加大赛培
训时，因为朴实、诚恳、吃苦耐劳被
朱家峰相中，毕业后直接聘入山博公
司。如今，刘文成为主管研发设计、
生产经营的副总经理。陈晓楠成为公
司技术主管，申请了好几项发明专
利。朱家峰出差时，全权委托他处理
企业日常工作。

来自南通的优秀毕业生夏元元，
一毕业就在家乡自主创办了南通来金
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在素有中国纺
织之乡美誉的南通叠石桥家纺城经营
得风生水起。夏元元表示，在扬州纺
服学院 3 年学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技
能，受到了良好的企业文化和创新创
业精神的熏陶。这对毕业后自己能顺
利创业十分重要。

潘高云，2016 届服装与服饰设计
专业优秀毕业生。她被遴选参加服装
设计省赛和国赛并双双获得金奖。毕
业时多家单位争抢，她选择了一家偏
重设计的服装企业——扬州塞尚服饰
有限公司，到企业后受到重用，目前
已成为该公司的主设计师。

肖苗苗，2017 届服装与服饰设计
专业优秀毕业生，2017 年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金奖获得者。她学习刻
苦，善于思考，3 年期间完成了从学
徒工、技术员到设计师、工程师的转
变。毕业时，直接进入江苏笛莎公主
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产品开发部工
作，很快成长为公司独当一面的技术
骨干，也是纺服学院培养的佼佼者。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致力
于产教融合、改革创新、为社会输送
更多服装匠才的扬州职大纺织服装学
院，与时代同频共振，前程花团锦
簇，更加灿烂光明。近年来，学院与
日俱增的招生影响力、供不应求的市
场需求、高质量的就业能力，便是其
成功创新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精
准供给服装“匠才”的生动写照。

（房士坤 徐继红 戴孝林）

精准供给大国服装“匠才”
——扬州市职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创新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纪略

种好梧桐树，自引凤凰来。
10月31日，扬州市职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举办2019届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海澜之家、Hennes&Mau-

ritzAB中国、江苏虎豹、江苏利步瑞服装、北京恒荣祥服饰、上海婵之云服饰、江苏笛莎公主、南京圣迪
奥时装、哥弟集团等 40 多家知名服装品牌企业闻声而来招聘贤才，现场提供了服装设计师、面料开发
员、服装版师、服装跟单、服装陈列、服装工艺、业务助理、财务助理、储备店长、电商客服等300多个
就业岗位，与150余名2019届毕业生充分洽谈，双向平等自愿选择。截至发稿时，已有约百名毕业生与上
述企业达成就业意向，招聘会取得预期成果。像 Hennes&MauritzAB 中国江苏地区人事总监顾艳还专门配
合招聘会面向学院毕业生举办了服装行业就业专题讲座，求贤若渴之心清晰可见。

这是纺服学院连年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创新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水到渠成的一个缩影。这
些年来，该学院毕业生均供不应求，成为服装行业的“香饽饽”，因为他们走上岗位后在学校培养的素养
和技能自然而然地厚积薄发，顺利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服装“匠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