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李欣）最近，热
心读者杨亦炉拨打本报85111333
热线电话，他告诉记者，自己家藏
书有一万多册，其中古籍就有3000
多册，不少还是比较有收藏价值的
善本。但是他在古籍的收藏和保
存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记者
能帮帮他。

40年古籍收藏之路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杨亦炉

家，他家位于一幢公寓的6楼，对于
年事已高的他来说，每次爬上6楼
都有些疲惫，但是杨亦炉告诉记
者，就因为这些藏书，他特地买了
这幢公寓的顶楼，因为有个阁楼可
以放置更多的书籍。

打开杨亦炉家的大门，扑面
而来的是一阵浓浓的书香。茶几
上、书柜里、书桌上，随处可见各
种书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古籍。

杨亦炉今年 70 岁，从小爱好
看书、藏书。小时候家里条件差，
晚上就点着煤油灯看书。上世纪
80年代起，他开始收集大量的书，
包括很多古籍。1980 年，他看到
有人在处理一批旧书，其中有一
册《原上草》，就偷偷藏了起来，从
此，他走上了收书、藏书之路。

几十年过去了，杨亦炉已经是

远近闻名的“书痴”，他几乎没有别
的爱好，惟爱走村串巷、搜罗古籍，
遇到心仪的古籍，不惜倾囊以购。
日积月累，家中至今收藏有保存完
好的明代、清代及民国古籍3000余
册。

保护书籍 极尽所能
杨亦炉家中最多的就是书柜，

对于手头的古籍，他都按经史子集
分门别类排好，编好目次，原函原
装。一套套线装古籍，层层整齐排
列，琳琅满目。

“这些古籍就像我的孩子一
样。”杨亦炉对古籍的珍爱让人动
容。他因工作调动，换过7次住所，

每次搬家，他自己随身的物品寥寥
无几，却会将全部书籍打包带走，
书箱沉重，但从不曾遗失一本。

退休后，他购买了这处带阁楼
的房子，南北通透，装修的时候，充
分考虑到藏书的需要，把书柜装在
阳光不会直射到的地方。更为难
得的是，为了避免做饭的时候油烟
影响到藏书，这么多年来，他很少
吃爆炒的菜，更多的时候都是用水
煮开了就吃，辛辣的调味料更是从
来不用。

杨亦炉给记者介绍起自己的
藏书，如数家珍，充满自豪。其中
大套的经部典籍就有多种，雕版印
刷的明朝张燮辑《河间全集》6卷、

道光版的《史记》26册、民国时期石
印本的《四大家百美画谱》，还有
《康熙临海县志》《念庵罗先生集》
《新新百美图》等等，涉及政治经
济、农田水利、科举朱卷、诗赋文
学、天文地理、中医教育、名门祭簿
等方方面面。

古籍保护 面临难题
最近，杨亦炉发现，自己在古

籍的保护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非常
棘手的问题。

“毕竟家里的环境不可能做到
恒温恒湿，所以有些古籍在保存上
存在一些问题，让我比较苦恼。”杨
亦炉对记者说。

打开古籍收藏书柜的大门，杨
亦炉拿出几本年代比较久远的书
告诉记者，自己已经尽量避免阳光
直射，平时翻阅的时候也非常小
心，但还是无可避免地对书产生影
响。更可怕的是，如果家中出现蠹
虫，对古籍而言，将造成无法挽回
的损失。

今年春季，临海雨水多，在长
时间潮湿的环境下，即使杨亦炉
每天关紧门窗，做足保养功夫，古
籍的受潮却也难以完全避免。

“希望能找到专业的古籍方
面的专家给我一些指导，另外，这
些古籍将来的去处也是我比较苦
恼的一个问题，多年心血，我希望
这些像我孩子一样的书籍今后能
有一个好的去处。”面对这些古
籍，杨亦炉道出自己心底的愿望。

40年珍藏书籍万余册，其中古籍3000多册，不少是珍贵的善本。为了保护古籍，

家中多年避免油烟，但是在书籍保护上，他还是犯了难——

醉心古籍勤收藏 保护传承盼支招

新 闻 xinwen
投稿邮箱:tzlhrb@126.com ■版式设计：娄宇红

2019年5月16日 星期四

2
■责任编辑：孙海康 联系电话：0576-89366750

崇和电影5月影讯
片 名 国家/类型 上映时间

临海崇和影城 电话：85381166
临海大洋影城 电话：85678811
临海江南影城 电话：85671100
台州新崇和影城 电话：88207788

《周恩来回延安》 国剧情/历史 5月15日
《海蒂和爷爷》 德/瑞士/南非剧情/家庭 5月16日
《柔情史》 国剧情/家庭 5月17日
《音乐家》 中国/哈萨克斯坦剧情/历史 5月17日
《企鹅公路》 日动画 5月17日
《最后的勇士》 俄喜剧/动作/奇幻 5月17日
《你好现任》 国爱情 5月17日
《致命梦魇》 国悬疑/惊悚/犯罪 5月17日
《双生》 国青春/悬疑/爱情 5月18日
《武陵山上的星光》 国剧情 5月18日
《空天战队之星兽大战》国动画/冒险 5月18日

《柔情史》：影片以全新的视角面对当
代城市生活，故事中刚和男友分手的小
雾，因一笔意外的稿费而在北京胡同里租
了一套房子，期待自己一个人的世界。不
料母亲因无法与家中老人相处，搬来与她
同住。母女两人极度缺乏安全感，却又在
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上极度不和，而后，
各自开始了一场恋爱，她们的不和获得了
暂时的平息。

《音乐家》：影片讲述了中国著名音乐
家冼星海于卫国战争期间的经历。战时
艰苦，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隐姓埋名，却
不忘寻找机会回到祖国。在阿拉木图，他
的音乐才华使他结识了当地音乐家拜卡
达莫夫。两人建立了深厚友谊，正是音乐
让不同的民族凝聚在一起，共同克服困
难。

新 片 推 荐

5月16日：阴到多云转阵雨或雷雨。 19～25℃天气天气天气天气
预报预报预报预报

市政府为民服务热线市政府为民服务热线：：

1234512345

空气质量等级：优，空气质量令人满意，基本无空气污染。

5月17日：阴有阵雨或雷雨。 21～27℃

◆有话实说◆

大雅临海
书香之城

近日，大田交警中队民警走进东塍镇老年大学，开展节前交通安全教
育。

针对部分农村老年人不识字的情况，民警为大家准备了一本本以图
画为主，文字为辅的特殊绘本。课堂上，民警寓教于乐，以诙谐幽默的语
言对绘本进行讲解，并针对近期老年人频繁发生的交通事故，提醒老年人
日常出行注意事项，增强大家的交通安全意识。

卢呈橙 蒋梦瑶摄

街头街头巷尾巷尾

本 公 司 接 受 委 托 ，定 于
2019年5月30日下午3时在临
海君泰大酒店十楼君雅厅公开
拍卖下列资产：

一、标的物概况：
1.临海市万邦国际17幢二

单 元 2602 室 套 房（ 面 积
168.29m2）、17-32室储藏室（面
积28.62m2）及2-564、2-566号
车位，起拍价330万元，保证金
60万元。

2.临海市万邦国际17幢二单
元2702室套房（面积157.78m2）、
17-22室储藏室（面积29.36m2）
及2-553、2-554号车位，起拍价
320万元，保证金60万元。

二、拍卖方式：本次拍卖采
用增价方式，最高应价达到或超
过保留价者成交。

三、报名手续、时间及地点：
有意竞买者须在2019年5月29

日前将保证金存入本公司帐户，
开户行：台州银行椒江解放路支
行，账号：500001896600010，
然后凭缴款凭证及有效证件到
椒江区中山东路338号六楼办
理竞买报名手续（或先传真至
0576-88836598预报名，须提供
竞买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及联系
电话等）。未中拍者三个工作日
内退还保证金（不计息）。

四、展示时间、地点：2019
年5月28日—5月29日，标的所
在地。

五、联系电话：88836599
13905769522

传 真：88836598
网址：www.tzsxsjpm.com
详情请关注新世纪拍卖微

信公众号。
台州市新世纪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6日

拍 卖 公 告

本报讯 （记者蒋超颖）为丰
富校园文化生活，充分展示中职学
子精湛的技艺和奋发向上的精神
风貌，近日，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举办以“青春向党 匠心筑梦”为主
题的技能展示活动。该校全体师
生及高一年级家长共聚操场，尽享
这场精彩绝伦的“大咖技能秀”。

3D 打印作品展、花样点钞演
示、茶艺表演……在现场，各种形
式的才艺展示让人驻足流连。不
少参展的学生早早守在展位上，亮

出自己的独门绝活。“不错，不错，
职教的学生原来这么多才多艺！”
观看了精彩的展示，在场的参观者
们不禁拍手叫好。

精致的茶席、精品的茶叶、精
湛的茶艺，活动中，“茶艺秀”引起
了记者的注意。“茶艺是学校开设
的一门选修课，同时是旅游专业学
生的必修课。”正在展示茶艺的学
生高敏佳告诉记者。

据悉，当天的技能展划分为
技能展示、创新创业、文化艺术3

个展区，设置了展位近50个。该
校机械、机电、汽修、烹饪、旅游、
服装、计算机等十余个专业的学
生作品在现场展示或展演，展出
的作品均由学生亲手制作。

“今天，我们把全校高一年级
的各位家长都请到学校，参观同学
们的技能展示，希望通过这样的方
式向家长、社会展示我校学生的才
艺，让大家见证孩子们在校学习技
术、提升技能的过程，充分感受我
校职业文化的魅力。”市中等职业

技术学校校长孙汝福说。
近年来，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坚持以“提升中职学生核心素养、
促进中职学生全面发展”为宗旨，
实施“规范育匠心、特色树匠行、专
业铸匠人”三大工程，开设了理论
学习、校园实践、校企融合等“三大
课堂”，着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和专业技能。经过多年的积极实
践，学生在专业领域喜报连连，不
少学生在省、台州市乃至国家级专
业技能比赛中获奖。

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学子展技能 青春绽光彩

每年 5 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
“全国助残日”。在这个节日里，数
以亿计的人们参加各种助残活动，
为众多残障人士提供切实可行的
帮助和扶持。笔者认为，助残，首
先要给残疾人一份最起码的尊重。

日前，在市残联举办的第三届
残疾人运动会上，笔者接触了几位
肢体残疾的运动员。他们在赛场
上顽强拼搏的精神令人感动，他们
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让人肃然起
敬。虽然身体残疾导致他们在生
活上处处遇到麻烦和困难，需要社
会的帮助。但是对于他们而言，最
渴望的是得到社会的尊重。

尊重残疾人，笔者认为可以在
生活设施的设计上，多考虑他们的
需求，为他们提供更多便利。目前
临海持证残疾人有近3万名，如此
预测，残疾人总数则达7万多。而
目前，大部分的城市生活设施设计
基本都是以健全人的标准和习惯
来建设。试想，如果社会能够提供

恰当、充分的资源，优化残疾人生
活环境，比如盲道、坡道、电梯、助
听设备、手语盲文普及等，那样乘
坐轮椅的人、视力障碍的人、听力
言语损失的人，都可以“畅行无
阻”，都可以无障碍地沟通交流了。

尊重残疾人，除了硬件设施的
配套，还应该让他们感受到守望相
助的平等。如果有人一看到残疾
人，便只关注到他们的缺损、不足
和限制，而看不到残疾人的价值和
长处；如果有人只认为他们是低能
的、可怜的，是需要靠关怀救助生
存的，而看不到他们的独立自强，
那我们的社会就显得冷漠而无
情。事实上，很多残疾人遭受挫
折、苦难和打击后，反而更加激发
出他们自身的潜能，取得优异的成
绩。正如美国著名女作家海伦·凯
勒所说：“我从没有因为我自身的
残疾而感到过遗憾，因为我一直用
我健全的心灵站在生命的顶峰！”
彼此尊重是社会和谐的基石，生命
待残疾人不平，而我们却可以用一
份尊重，让他们获得内心的幸福，
这亦是我们文明城市建设路上的
应有之举。

助残，请先给予尊重
□陈胡萍

本报讯 本以为自己的１万
元钱打了水漂，没想到又重回口
袋，桃渚的李先生激动地给桃渚派
出所民警送上一面写着“真诚相
助，为民解忧”的锦旗，表达自己的
谢意。

4月底，桃渚船老大李先生通
过微信向福建霞浦人张老板定了

300张渔网，共计6万元，他先行支
付了1万元的定金，双方商定等渔
网到货了再付尾款。没成想，禁渔
期将至，李先生准备返航的渔船触
礁沉没，所幸没有伤及生命。经历
这事后，李先生决定不出海了，改
行做其他生意。于是，他联系福建
霞浦的张老板，希望能退回定金，
结果没谈拢，接着张老板玩起了

“失踪”，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船触礁沉没已损失了一大笔

钱，付了的1万元渔网定金又要不

回来，更让李先生郁闷的是，这张
老板是他通过微信认识的，只知道
名字，没打过照面。“不会是诈骗的
吧？”苦于联系不上张老板，5月13
日下午，着急的李先生来到桃渚派
出所报案。

李先生向民警讲述事情经过
时，提到张老板告诉自己，定金付
了后，渔网就生产出来了，只能等
渔网转卖给其他人后，才能把定
金还给自己。民警一查，张老板
的信息是真实的，经过调查，他和

桃渚其他渔民都有生意往来，此次
属于经济纠纷。民警告知李先生
无法立案后，却一直帮忙联系张老
板。

2小时后，民警终于联系上张老
板，对方却表示只能发1万元的渔网
给李先生，或者等渔网都卖出去了
再退定金。群众利益无小事，民警
耐心地从中调解，最终说服张老板
退还李先生1万元的定金。于是就
有了开头的一幕。

（王菊萍）

定金要打水漂 民警帮忙追回

图为杨亦炉正在翻阅自己收藏的古籍。 李 欣摄

本报讯 （记者金晓欣）当艺
术毅然走出剧场，走入人群，会引
起怎样的连锁反应？当古老的府
城文化与新鲜的国外公共艺术相
遇，又会碰撞出什么火花？声势浩
大的首届台州府城公共艺术节就
是一次创意十足的探索尝试。艺
术节开幕在即，广大市民对此次活
动也充满了好奇。演出节目到底
有哪些吸睛亮点呢？记者立马帮
您亲往现场，抢先“剧透”。

经过精心策划，此次台州府城
公共艺术节共分开幕式、剧场演
出、公共空间演出与学术活动4大
块内容，其中公共空间演出是最具
魅力的核心部分。届时在国内外

团队的联手演绎下将有14个节目
精彩呈现，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
视觉盛宴正蓄势待发！

法国喧嚷剧团的演出剧目《巨
熊出没大型木偶巡游》在上周的两
天预演中已经掀起了艺术节的小
小高潮。3只来自法国的3米高“巨
熊”逃出野生动物园，它们曾去乌
镇水乡造势，乘船漂到上海思南公
馆吸粉，近日又闯入了紫阳古街，
咆哮来袭。它们将沿着古街一路
巡游，不时进行定点表演。轻快的
音乐鼓点一响起，地面上3名杂技
演员高难度动作翻飞，“巨熊”们随
之舞动，引起了人群的躁动欢呼。
当“熊出没”“欧洲新技艺”遇上“熊

出没小镇”，必然又将是一场独特
而梦幻的奇妙之旅。

《寻找牡丹亭高跷提线戏曲》
是中国古老的提线戏曲与新兴的
现代高跷大胆融合诞生的产物，它
被称为“提线木偶真人版”。讲述
的是天生丽质又多愁善感的杜丽
娘在春日的南柯一梦里，与书圣柳
梦梅相遇，幽会于牡丹亭中。被封
建礼教和命运之绳禁锢着的她如
同世间的提线木偶，但仍然一心寻
找牡丹亭、寻找梦中人……在一拉
一提间，凄美浪漫的传统爱情故事
正寄身崭新的艺术躯壳徐徐拉开
帷幕。

台州府城公共文化艺术节既

是中西方新老艺术的摩擦碰撞，也
是舞动身心，文旅强融合的狂欢。

“西班牙广场舞”弗拉门戈舞蹈就
是点燃互动激情的引爆线。作为
西班牙两大国粹之一的弗拉门戈
舞蹈，融合了欧洲的华丽、美洲的
奔放，是世界艺术舞台上独树一帜
的流派。两位来自巴塞罗那的弗
拉门戈舞者，将透过音乐与传统的
弗拉门戈舞蹈语言，向观众呈现他
们对生活的独特见解，带动更多的
人一起参与其中，以此探索人类肢
体动作与社会之间的奇妙联系。

节目演出亮点纷呈，静观剧透不
如奔赴现场。首届台州府城公共艺
术节即将启幕，一切值得期待！

首届台州府城公共艺术节
亮点抢先来“剧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