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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轲竟然是女的，诗仙李白变成了刺客，名医扁鹊是

用毒高手……一款名为《王者荣耀》的手机游戏近来大

热，角色都取自中国历史和传说中的人物，可游戏中从形

象到内容都与历史、传说完全不符，颠覆了传统记忆。（见
3月28日《光明日报》）

成年人对历史有一定的了解，不太会有历史“错乱”

的问题，但玩手游的大多是青少年，历史观正在形成的关

键时期，游戏没有底线的戏说，把年代、地点、人物、情节

肆意重组，违背史实、编造情节，混淆青少年对历史的正

确认知。在笔者看来，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研发

游戏的相关企业紧盯经济指标，忽略了社会效益，特别是

忽视了这些调侃性元素对于未成年人思想上的负面影响，

对此企业应引起足够重视。同时也需要监管部门加大引

导和监督力度。只有监督管理到位，辅之以企业的社会责

任感，才能让颠覆记忆的手游彻底绝迹。8 （桑胜高）

□本报评论员 丁新伟

3 月 27 日，记者从省工信委获悉，今年

我省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计划已敲定，

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优势产业

在境外设立生产基地，引导优势企业开展跨

国并购，参与中德智能制造合作、中美智能

制造对话等国家级合作框架。（据3月28日
本报报道）

明大势，成大事。无论从现实的维度还

是未来的经度来考量，2017年国际产能合作

计划的出台，将为河南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

新格局，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更好地发

挥内陆腹地战略支撑作用，建设经济强省，

注入强大的动力。

为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与包括“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产能

合作，国务院 2015 年 5 月出台《关于推进国

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不到

两年时间，从地方政府再到国企、民企，可谓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今网上检索国际

产能合作这个关键词，海量信息扑面而来。

国际产能合作成为一个竞相追逐的“风口”，

在于“一带一路”沿线 60 多个国家之间工业

化水平差距较大，涵盖了工业化进程的各个

阶段，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互补性较强，

国际产能合作机遇空前、潜力巨大，能充分

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强强联合”，加

快调结构促转型。和自身的实情比对，精耕

细作国际产能合作，对于河南发展的行稳致

远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

随着 GDP 总量在去年跃上 4 万亿的新

高度，加快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事关从

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质变的进程，开展高水

平的国际产能合作，显然是我省提质增效不

可或缺的一环。

目前，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跨国

产能合作的产业，既有以轻工、家电、纺织服装

为主的传统优势产业，以钢铁、电解铝、水泥、

平板玻璃为主的富余产能优势产业，又有以

电力设备、工程机械、通信设备、高铁和轨道交

通为主的装备制造优势产业。国际产能合作

的现实格局，为我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调结构促转型，提供了契机：无论是钢铁、煤

炭、有色金属等传统支柱产业的去产能、去库

存，还是纺织、食品、高端制造等颇具竞争力行

业的厚植优势，皆有了施展身手的舞台。

要揽瓷器活，须有金刚钻。“目前国际竞

争视角正发生着重大转变，成为全球价值链

竞争主体的是全球性跨国企业和全球城市，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来源于其在全球范围内

集成和配置资源的能力。”专家之言在提醒，

让“合作计划”结出累累硕果，在国际产能合

作的“风口”飞扬，必须像宇通、洛拖、中信重

工等这些行业成功者那样，不断提升“走出

去”的能力和水平——国际产能合作的精

髓，是产业而非产品的输出。8

最新数据表明，我国网络文学用

户已达 3.33 亿，2016 年网络文学市场

产值破 5000 亿元。根据中南大学研

究团队的调查，无论是作者阵容、读者

族群、作品存量，还是整体的文学活力，中国的网络文学

已经隆起于世界文学之林，其文化品貌和影响力堪与好

莱坞大片、日本动漫、韩剧相提并论。历史、言情，还有玄

幻、科幻、游戏、末世，一应俱全，唐家三少、辰东、猫腻、梦

入神机、我吃西红柿等一批网络文学作家脱颖而出。网

络上甚至仿照“韩流”的说法，把我国网络文学、IP 影视

剧在国外受到热捧的现象，称为“华流”。

自豪归自豪，但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在这种爆发式

繁荣背后也存在巨大隐忧。一般认为，我国网络文学的

爆发式增长，归因于山野草根的自由写作、技术丛林的传

播机制和商业模式的经济杠杆。这些可以说是双刃剑。

草根自由写作固然是百花齐放，但是也容易良莠不齐、鱼

龙混杂，仅个别网文标题中的暧昧字眼和内文里的语不

惊人死不休，就给人一种曲意迎合、不作不死的感觉。

商业上的成功固然让很多顶级网络作家纷纷跻身

“作家富豪榜”，动辄年收入过千万乃至上亿元，但是有媒

体报道，网络写手的收入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高的一

个月可达几十万，低者一分钱都拿不到”。“一将功成万骨

枯”，毕竟不是网络文学持续繁荣的福音。况且，依托于

网络文学的“IP 热”吸引资本一哄而上，“抢 IP”、“炒 IP”、

“屯 IP”等行为导致的“IP 泡沫”，大有“捧杀”、透支网络

文学的架势。正如著名演员冯远征所说，如今影视圈的

“IP 热”，只追求高点击率和话题性，只看利润，而不在乎

作品的拍摄质量和艺术水准，一定不会持久。网络文学

热起来自然是好事，但怎么防止其“发高烧”，也至关重

要。1 （薛世君）

□冯军福

日前召开的清华大学 2017年全校

教职工大会传出消息，从 2017 级本科

新生开始，游泳将与毕业绑定。新生

入学后将进行游泳测试，不会游泳的

学生必修游泳课，通过者才能获得毕

业证。

严格来说，清华的这一条校规似乎

上升不到公共话题层面。但在本人看

来，校规中潜藏的自由与规则的博弈却

是学校管理中的共性话题。不会游泳

可能就拿不到毕业证，这条新校规让人

眼前一亮，却也让不少人吐槽。叫好者

认为，技多不压身，将游泳作为必修课

来考核，这一硬性规定必将有助学生重

视体育锻炼，增加自身生存技能；反对

者质疑，重视体育锻炼无可厚非，但应

该给学生以自主权，一刀切的做法未免

有些矫枉过正。况且，民间早有说法：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如果会游泳尚且

不能作为一种救生本领，那将其与毕业

证挂钩，意义又何在呢？

不可否认，对于那些不爱运动，更

不喜欢游泳的清华学生来说，被逼着

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因为一门游泳

课不及格而拿不到毕业证，这多少有

点强人所难。但笔者认为，大可不必

被“不会游泳就不能毕业”的字眼吓

到，从职权、动机及实施方法来看，这

一校规也并非一时拍脑袋决策。首

先，制定各自校规是高校办学独立性

的表现；其次，遇到溺水事件时，会游

泳显然能提高存活几率；再者，“新人

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规定也符合实

际操作，只要好好练，凭清华学生的聪

明才智，顺利通过考试并非多大难事。

长期以来，在学校管理中，自由与

规则的平衡一直是个两难问题。校规

管得太严、管得太宽，很容易被人诟病

为“扼杀学生天性”“不利个性发展”；但

如果不管不顾，缺乏规则约束，又容易

让学生变得自由散漫。自由与规则的

边界如果搞不清楚，学校管理也就无从

谈起。

现在一些学校不愿也不敢管学

生，美其名曰“崇尚自由”，可能让学生

在懒散的道路上走向堕落。就拿体育

课来说，经常遭遇“说起来重要、做起来

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而另外一

些学校则是乱管乱规，诸如“男女保持

44厘米以上距离”等奇葩校规，高校开

设爬树课、种田课、恋爱课等奇葩选修

课等，校规沦为“笑规”，公选课成了“奇

葩课”。

与之相比，“游泳成为必修课”的

校规反而在网上赢得赞誉一片，原因

就在于学校明白：放不是放任，管不是

管死。学校如果能够在思想、精神方

面赋予学生更多的自由空间，而在行

为规范方面给予学生更多精细化、人

性化的指导，那衡量自由和规则的标

尺也就更容易被找到。8

“你消费、我返钱、零成本购物”，听起来很美的购物模
式，却频频出现资金断链、老板跑路现象，现金秒变积分烂
在自己手中，无法兑换。记者近日调查“众和乐购”平台发
现，这种曾遭查处、以消费返利为名头的传销骗局重出江
湖。目前，上海青浦公安部门已介入调查。 新华社发

网络文学

“手游”应有正确“游戏规则”

国际产能合作核心是产业输出
和自身的实情比对，精耕细

作国际产能合作，对于河南发展

的行稳致远有着非同寻常的意

义和价值。

校规中的自由与规则

新世说·河南新闻奖名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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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三十载 初心永不改
——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研究薪火传承

□本报记者 李树华
本报通讯员 王晓伟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要
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
义的绝学、冷门学科……如甲骨文等
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
有人做、有传承。”

甲骨文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成系
统的文字。加强甲骨文研究、做好甲
骨文识别，对于保护、展示、传承中华
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字、文化和文明，对
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重大
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安阳
是甲骨文的发源地，地处安阳的安阳
师范学院继承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优
势，深化甲骨文研究，努力推动“绝学”
发展。从 1984年成立甲骨文与殷商
文化研究室，30多年来，安阳师范学
院始终将甲骨学研究作为学校特色常
抓不懈，一代又一代安师人“甘坐冷板
凳”，潜心甲骨研究，为将甲骨文研究
由“绝学”变为“显学”做出了普通人的

“大”贡献。

耄耋老人的甲骨情结

说起安阳师范学院的甲骨文研
究，该校文学院退休老教授郭清萍老
人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绕不开的人
物。

关于郭清萍老人，我们听到过很
多“生动形象”的描述：92岁高龄，“会
用电脑分析甲骨文”“五年出了五本甲
骨文研究专著”“会上网、会刷微博”

“每天打字写书5个小时”……在他身
上，充满了太多的“奇迹”和不可思议。

“退休后感觉没事干，我周围的人
说，咱们作为土生土长的安阳人，应该
了解一下自己这个城市的名片，了解
一下咱们的由来。后来大家一致认为
甲骨文就是最好的载体。”谈起自己和
甲骨文最初的“缘分”，郭老言语里带
着些许的“轻松”和幽默。就这样，他
开始了解、学习甲骨文。

“60 岁开始接触甲骨文，刚开

始总担心自己年纪大了学不会，后
来想明白了也放开了，自己不就是
一个甲骨文爱好者嘛，不要把自己
太当一回事儿。带着这样的轻松心
态，没想到竟越学越深入，越学越感
觉有意思。”

“到过安阳殷墟参观的游客，大多
都希望自己可以拥有一片代表殷商文
明、汉字之根的甲骨文作为收藏纪
念。然而，甲骨文毕竟是馆藏之物，且
数量有限，要想使其从博物馆中走出
来，为群众所熟悉，仿刻甲骨文不失为
一条重要途径。”

有了这个想法后，郭老开始通过
各种途径了解、学习仿刻相关知识。
后来，他从刻字工人那里了解到了摹
刻，于是便“无师自通”地开始学习摹
刻。“因此，我从甲骨文最基础的知识
学起，向研究人员、刻字工等请教。”谈
起自己学习摹刻技艺“入门”故事,郭
老很是感慨。

谁也没有想到郭老这一刻就是
20 多年。在摹刻甲骨文的 20 多年
里，郭老自创了一套刀法技巧，即翻刀
与提按相结合、一笔三刀、笔笔有支
点，在甲骨文仿刻界享有极高声誉。

“我是个甲骨文传播者，不是赚钱
牟利的商人，我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
力让更多的安阳人了解自己生活的这
块土地，让更多的‘平民百姓’了解甲
骨文，实现与甲骨文这一国之瑰宝的
近距离接触。”郭老师这样说的，也是
这样做的。20多年的时间里，郭老给
本科生讲过甲骨文课，义务培训了数
百名社会甲骨文爱好者，甚至让许多
不识字的大叔大妈都“自学成才”认识
了100多个甲骨文。他的甲骨文摹刻
作品多次荣获国内外科技成果及工艺
艺术奖项，部分作品流传到日本、韩
国、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和
地区，让无数人感受到了中华古文字
的巨大，广受赞誉。

还原历史笔画的甲骨学
“摆渡人”

韩江苏，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研

究领域又一个“传奇”人物。无论是在
安阳师范学院，还是在甲骨文研究界，
提及“韩江苏”，大家都会自然而然地
把她和另外一个重要名字紧密联系在
一起——“甲骨文图文资料库”。

谈到开发“甲骨文图文资料库”的
初衷，韩江苏说：“甲骨文发现百余年
来，考辨研究成果丰富，但由于缺乏全
面系统的整理，检索起来始终困难。
台湾成功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先后都
进行了尝试，但不是重文字，就是重图
像，都不完满。能不能把图、文、字结
合起来，开发一个既全面又便捷的信
息化资料库？”

“想到就抓紧做，努力不留遗憾。”
这是韩江苏对待科研工作的一贯态
度。最终，在韩江苏的努力和学校的
支持下，2001年，“甲骨文信息化课题
组”成立。经过两年多的梳理研究，构
建 图 文 库 的 理 论 框 架 逐 渐 形 成 。
2004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成
功获批。

成功永远不会一帆风顺，科研路
上也总是“布满荆棘”。

课题虽然立项，但是后续工作的
开展却并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顺利。
课题研究过程中，在解决经费、人力等
问题后，韩江苏遇到了一个难题：初始
阶段，主要任务是对权威资料进行扫
描、裁切、编号，构建甲骨文图片库；依
据相关研究成果建立释文库；建立甲
骨文原形文字库。前两项虽工程浩
大，但尚能克服。可如何才能构建甲
骨文原形文字库？经过一年多无数次
失败后，韩江苏最终找到一项“笨办
法”——把用抓图软件截取的图片放
大500倍，再进行黑白翻转处理，最后
用 photoshop绘图程序对照甲骨文
原形字，一笔一画地描写复原。用这
个办法处理甲骨文字，每个字需用时
30分钟左右，对研究人员的细致与耐
心要求极高。课题组全体成员加班加
点，历经三年拼搏，不但将前人整理出
的4000多个甲骨文字头扩展到5249
个，还整理复原了41832个甲骨文原
形文字，大大充实了甲骨文字资源。

“一点一横的小差别，很可能反映

出生活习俗、历史文化上的不同，包含
着丰富的考古价值，不能轻易丢失。”

“我们是在还原‘历史的笔画’。花了
国家那么多钱，费了那么多功夫，如果
不认真，做出个‘四不像’，那就愧对国
家和人民。”韩江苏骨子里时刻透着自
己的严谨、坚定与“骄傲”。

为了确保课题研究质量，其间，韩
江苏及其课题组先后两次推倒已绘制
文字另起炉灶，两次主动申请课题延
期结项……

终于，2011 年 11月，“甲骨文图
文资料库”迎来结项验收：屏幕上，一
行行甲骨文整齐地排列，组成一个可
视化查询界面。界面上，使用者可以
快捷地检索到4万多个甲骨文原形文
字的音形义，可以看到它的全部同字
异形体、释文及刻有该文字的原始甲
骨片。5位鉴定专家不约而同地将其
评定为“优秀”等级，并一致认为“值得
出版”。

目前，“韩江苏”们已经将《甲骨文
三编》《甲骨文集义》等数十种权威甲
骨文研究书册的精华甲骨材料和7万
多张甲骨拓片聚集入库，只要轻点鼠
标，输入现代汉字，相应不同写法的甲
骨文，便会展示在计算机的屏幕上。

“我们坚持对图文库做进一步校
勘和补充。至少要把原来文献中未收
录的甲骨拓片和新发现的拓片补充进
去。我觉得自己只是‘过渡’阶段的学
人，希望我们的工作能为后来的研究
者铺平道路，使他们可以‘踩’着我们
的肩膀往上攀登。”谈到自己在甲骨文
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韩江苏话语中
充满谦虚。

误入“桃花源”的华丽舞者

“正宗”的计算机专业毕业却钟情
甲骨文研究近20年；工科出身却屡获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偶然”
涉入甲骨文却成了这个领域“首屈一
指”的专家，他就是被郭清萍老人亲切
地称为“小老弟”的安阳师范学院计算
机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刘永革教授。

“当时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忆犹

新。2000年的时候，历史与文博学院
的韩江苏老师找到我，希望我能利用
自己的计算机专业知识，和她一起开
展甲骨文图文资料库相关课题的研
究。”谈起自己和甲骨文的“结缘”，刘
永革言语中充满感慨和感激。可以
说，在此之前，他的科研与甲骨文没有
任何交集。然而，他被韩江苏献身科
研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也感动于韩江
苏对自己的信任，“作为身处殷商故地
的一名学者，能用现代化技术为甲骨
文研究出力，是责任，也是荣耀。”就这
样，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进来，一做就
是 17年，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会在甲骨文研究这条“冷门”
学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甲骨文研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
识别与释读。在迄今已发现的 4500
多个甲骨文单字中，能够明确破译出
来的只有 1500字左右，余下的 3000
多字，或音不可卒读，或义不可明喻，
或形不可构造，考释难度非常大，传统
考释方法效果非常不明显，甲骨文研
究也进入了瓶颈期，如何才能解决这
些难题？

作为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甲
骨文数字化平台研究小组的负责人,
如何“为甲骨文研究插上数字化翅
膀”、让甲骨文字“动起来”从一开始
就 成 了 刘 永 革 研 究 的 主 要 课 题 。
2001年，他成为学校“甲骨文信息化
课题组”的成员，2008 年他申报的
《基于甲骨文语料库的计算机辅助考
释技术研究》项目获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16 年来，刘永革一直在
让甲骨文“绝学”数字化引擎的道路
上默默耕耘。

经过辛苦努力，结合数字信息技
术，刘永革及其团队创造性地把甲骨
文字和难检字编码捆绑在一起，编制
了甲骨文输入法、甲骨文图文资料库
等甲骨文软件，使甲骨文“绝学”走出
了研究室，也使得甲骨文爱好者和普
通群众了解汉字、体验甲骨文字魅力
成为现实。

目前该平台已经录入70000多条
甲骨片资料，是目前国内外最大最全

的甲骨文电子信息库。在电脑上可
以输入甲骨文字，查找相应释义，还
能查看该字多种写法的所有甲骨图
片，这在以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
情，如今在刘永革课题组人员的努力
下已经变为现实。“甲骨文数字化平
台为甲骨文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多方
位研究手段，我们将进一步完善这个
可以提高甲骨学研究效率、普及甲骨
学知识的平台，朝着‘一片甲骨惊天
下’变成‘数字甲骨惊天下’的方向不
断努力。”刘永革说。

近年来，随着云计算和大数据技
术的蓬勃发展，刘永革又开始努力尝
试在甲骨文研究方法上大胆创新，将
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应用到甲骨学研
究中，2016 年 9 月，他承担的“大数
据、云平台支持下的甲骨文字考释研
究”课题成功获批中宣部委托全国哲
社规划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
目。2016年 12月，他担任负责人的
甲骨文信息处理实验室获批河南省重
点实验室。

“党和国家对甲骨文研究的重视、
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为我们下一
步的研究提供了无限可能，现在我们
只有撸起袖子加油干才能不负科技工
作者的责任和使命。希望通过我们的
努力，能够实现甲骨文研究从传统的

‘文献查阅—经验积累—突发冥想的
研究范式’到‘大数据分析—多源异构
信息融合—机器学习和知识推理’的
新的甲骨文研究范式的转变。”刘永革
信心满满。

“除了郭清萍、韩江苏、刘永革，
越来越多的安师人开始关注甲骨文
研究、从事甲骨文研究。作为甲骨
文故乡安阳的一所高等院校，未来，
安阳师范学院将进一步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决策，
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充分运用得天
独厚的优势，立足本土文化，进一
步 整 合 资 源 ，加 大 甲 骨 文 研 究 力
度 ，使 甲 骨 文 研 究 成 为 学 校 的 品
牌 ，让 甲 骨 学 冷 门 不 冷 ，代 有 传
承。”谈到学校下一步的打算，安阳
师范学院院长黑建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