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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岁的王智逊是金陵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古籍修复专业的学生，在一
节专业课上，他正为几张民国的书页
进行修复。历史的长河中，一些古籍
经历了社会动荡、兵火摧残、岁月侵
蚀、虫蛀鼠啮等，大多已经破旧不堪，
岌岌可危，王智逊要做的就是把它们
修复如初。

修复过程繁琐而复杂，先要对古
籍“把脉问诊”，了解它的破坏程度，再
来准备纸张、糨糊等材料。补洞是在
书页反面进行，王智逊先用毛笔蘸上
稀释过的糨糊涂在破洞周围，然后拿
出准备好的宣纸蒙在上面，轻轻按平，
再用另一支毛笔蘸上清水，在糨糊的
痕迹上刷一遍，撕掉多余的宣纸。

补洞结束，王智逊还要把这些书

页进行脱裱、装订、线缝等工作，这样
才能做到“修旧如旧”。他说：“每一
步都要小心翼翼，每一步都要屏息凝
神，因为一个不在意，这些书页可能
就被大一点的呼吸吹跑了，之前所有
的工作全部付诸东流。”整个修复过
程就像医生做手术一样，王智逊也有
自己的“手术刀”，镊子、毛笔、排笔、
锥子、棕刷、喷水壶等修复工具共计
20多件。

“我是南京人，南京有着悠久的
历史和浩瀚的古籍资源，我从小就对
这方面感兴趣，而且这些古籍都是国
家灿烂文化的一部分，我们青年人有
义务把它传承下去。高考填报志愿
时发现我们学校这个专业非常好，就
义无反顾地报考了。”王智逊说。

现在，南京的高校中只有金陵科技
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和南京莫愁中专开
设该专业。2004年，在南京图书馆历
史文献部的支持下，金科院创办全国第
一个大专层次的古籍修复专业，并根据
社会需要，又承办了古籍修复本科专
业，开展高层次修复人才培养。

我国现有古籍约5000万册，其中
50%的古籍需要修复。金科院像王智
逊这样的古籍修复专业在校学生有
260人左右，他们需要学习目录学、版
本学、书法篆刻、书画装裱等课程，每
个人都是传统文化的“杂家”。“在课程
体系的建设上，我们采用模块化结构，
由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专业模块
课和拓展类课程‘四大模块’组成，同
时积极引入‘教学外置’模式，充分利

用南京的图书馆、博物馆的文化资源
和教育情景，实现教育和社会实践相
结合。”该校人文学院古典文献专业副
教授葛怀东说。该校与南京图书馆联
合打造古籍编目、版本鉴定、古籍数字
化等方面的特色专业基地，并聘请南
京图书馆、南京博物院的专家传授修
复与装裱技能。

古籍修复工作单调枯燥，且十分
辛苦，修复人员要“具补天之手、贯虱
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还要守
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据统计，现
在全国从事古籍修复的工作人员不
足百人，年龄大多在40—50岁之间，
而金科院“90后”王智逊们，早已矢志
不渝，甘坐冷板凳，为古籍“续命”。

刘 鹏

古籍修复：甘坐冷板凳 当好“小裁缝”

小微企业是我国乡村经济发展和
振兴的生力军、就业的主渠道、创新的
重要源泉。当前，随着商事制度改革
的实施，市场主体准入门槛显著降低，
小微企业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不
过，当前小微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还存
在一些问题。从企业自身发展来看，
小微企业仍然以传统行业为主，产品
附加值低，规模相对偏小，同质化竞争
严重，自主创新能力弱，核心竞争力不
强，生存能力弱，整体上“低小散弱”的
特征依然存在；从外部发展环境看，小
微企业面临着要素制约和环境制约的
双重瓶颈，依托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发
展模式已难以为继，融资难融资贵的
问题依然存在。优化环境是实现小微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保障。

首先政策扶持要及时。要在政
策、空间、平台、资金、政务等方面提
供更好的服务，拓宽小微企业成长通
道，营造小微企业良好发展环境。加
大政策宣传力度，使众多的小微企业
知晓政策，同时进一步放宽各类政策
的覆盖面，简化各项资金的申领手
续，确保更多企业享受到政策的优
惠。建立完善以政务服务和社会化
服务相结合的小微企业服务体系。
强化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口服
务小微企业功能，为小微企业提供高
效、便捷的社会化服务，及时解决小
微企业反映的问题。

在优化政策环境、强化要素保
障、创新帮扶机制等方面持续发力，
工信、科技、市场监管、金融等部门根

据各自职责及时走访企业，跟踪了解
政策的使用效果，及时收集企业的需
求，制定相应奖惩措施。鼓励金融机
构向小微企业贷款、鼓励各类担保机
构开展小微企业小额贷款担保业务，
对小微企业实行一定的税收减免、工
商登记年检优惠等政策，使小微企业
成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其次科技人才要共享。小微企
业发展仍面临技术创新实力弱、人才
引进难等发展瓶颈，招不进人，也留
不住人，产业发展急需专业技术人
才，人才办、人社等部门要主动关心
小微企业，引导小微企业注重科技创
新，加强小微企业从业人员培训力
度，提供创业辅导、管理咨询、人才培
养等服务，采用无偿或补助的方式增

强培训吸引力，积极鼓励科技型、创
新型小微企业发展，为它们与大专院
校、科研单位、大型企业集团牵线搭
桥，培育扶植典型，加大宣传力度，营
造社会力量创业的良好氛围。

最后资本投入要精准。积极研
究金融市场和财税政策，创新支持小
微企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平台，大力
拓展小微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不断完
善小微企业融资担保和保险机制。
有重点扶持一批区域性创业型和解
决就业型小微企业，大力发展一些特
色种植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休闲观
光等小微企业,鼓励发展吸纳就业能
力强、市场需求大的农家乐特色餐
饮、田园观光娱乐、家政服务等民生
性服务业。 仪 统

强化政策扶持 促进小微企业发展

今年以来，淮安市淮安区流均镇
全力实施“人才强镇”战略，扎实开展
农村实用人才技能培训，努力打造一
支扎根农村、服务农业的农村实用人
才队伍。

立足产业发展抓培训。该镇紧
紧围绕农业产业转型发展需要，重点
讲授农民群众迫切需要、易于接受的
稻虾养殖技术、标准化养殖场建设等
实用技术，增强了培训的吸引力。目
前已组织举办各类农村实用人才技
术培训班10期，共培训2630人，开
展入户入场技术指导、猪瘟疫病诊断
30场次。

创新方式方法抓培训。在培训
中，充分利用现场示范等工作方法，
建立起“技术指导员指导示范户、示
范户带动辐射户”的培训模式，邀请

区农委、农技中心的资深专家，抽调
镇农业室、多经室等单位技术能手，
组成专家培训服务团，深入开展培
训。通过这些培训模式，进一步提高
种植、养殖户的科学技术管理水平，
增加了农民种植养殖知识，更新农业
生产观念。

围绕扶贫对象抓培训。根据镇
情实际，流均镇今年加大对低收入农
户的培训，让他们学习生产技能，早
日脱贫致富。选派20名基层干部群
众到区人社局、区农技中心开展学
习，有针对性地接受种养技能、家政
服务等方面的培训，推广普及一批农
村实用技术，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群众
和基层技术人员的水平，进一步加快
成果转化，为全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陆 璇

淮安流均镇农村人才队伍建设成绩斐然

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
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这是共
产党人应有的政治本色。今年以来，
为了进一步推进党要管党，从严治
党，强化党员干部警示教育，坚持不
懈地抓好干部纪律作风，盱眙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高度重视，多措并举做好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教育建设。

首先，领导班子带头促廉政。对
照党章党规、先进楷模找差距，评不
足，主动把自己摆进去，查摆自身存
在的不足，深刻反思剖析根源，带头
树立清廉形象。摸索打造党风廉政

“月月述”教育模式。每月开展一次
党员廉政工作情况自述会，通过不断
学习和反思，自我解剖，“找差距、抓

落实”，随时打扫思想的灰尘，坚守精
神的高地。

其次，深入开展道德品行教育、岗
位廉洁教育和警示教育。引导全体党
员干部见贤思齐，勤廉从业，强化党员
干部的法纪观念和风险防范意识，确
保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
白。以加强业务技能教育加强业务培
训为突破口，让党风廉政与实际工作
相结合。业务素质是提高执行力的关
键，只有具备了精湛的业务技能，才能
有效杜绝执法过程中的漏洞，预防各
种不正之风，确保把每个案件都办成

“铁案”“精案”。切实维护好国家利益
和消费者利益，从源头上铲除滋生腐
败的土壤。 孟 辉 李 欣

盱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多措并举做好党风廉政建设

辩论依据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当天“接棒”情报
委员会的弹劾调查听证，就弹劾的宪法
依据听取法律专家意见。这一委员会继
而将举行更多听证，从而决定是否提议
弹劾特朗普、以什么“罪名”弹劾。

出席听证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
院教授帕卡兰说，特朗普“鼓动”乌克
兰总统泽连斯基调查美国前副总统、
2020年总统选举民主党籍竞选人乔·
拜登及其儿子亨特的做法“严重滥用
职权”。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费尔德曼
认定，美国国父们认为，总统不能凌驾法
律之上。特朗普的行为体现国父们的担
忧，即“在职总统可能滥用职权”。

有专家持相反意见。美国乔治·华
盛顿大学教授特利反对弹劾特朗普，认
为弹劾调查缺乏足够证据支撑，将无疾
而终。

弹劾调查9月开始，缘由是一名情
报官员检举特朗普7月与泽连斯基通
电话时以军事援助为筹码，要求乌方调
查和收集拜登父子的“黑料”。民主党
方面指认这名共和党籍总统滥用职权、
寻求外国势力干预明年总统选举、损害
国家安全利益，继而在己方占优势的众
议院发起弹劾调查。先前调查由众议
院情报委员会主导，举行多场闭门和公
开听证。特朗普认定他遭民主党人“政
治迫害”，不满他的律师无法在听证会
问询证人。

一些民主党籍议员的助手披露，司
法委员会可能今后两周内就是否提议
弹劾特朗普表决。一旦通过，弹劾案可
能12月25日圣诞节前在众议院全体
会议接受表决。

撇清干系

特朗普4日冷对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报告，称他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与白宫官
员频繁电话联络“没什么大不了”。

情报委员会3日公布一份300页
弹劾调查报告，公开特朗普“身边人”的
部分电话通话记录，暗示不妥行为不只
局限于特朗普本人。报告说，这些通话
记录涉及朱利安尼、朱利安尼的合作伙
伴、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级别最高的共和
党人努内斯以及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
局之间的多次通话。

“有人说他（朱利安尼）给白宫打了电
话。这有什么关系吗？”特朗普在英国伦敦
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时告诉记者，

“那理应是件大事吗？我不这么认为。”
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泰勒上月在情

报委员会作证时说，美国政府经由“非常规
政策渠道”推动乌克兰调查拜登父子，这一
渠道由朱利安尼主导。依据那份300页报
告，朱利安尼4月24日3次和一个关联白宫
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电话号码通话，正是这
一机构一度冻结对乌军事援助；他当天还与
一个关联白宫的电话号码通话8次。

巧合的是，那天晚间，美国国务院
致电时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约万诺维
奇，要求她返回国内，缘由是白宫高层
有“担忧”。

特朗普坚称他对那些通话一无所
知，力挺朱利安尼是“非常好的律师”

“纽约历史上最棒的市长”。朱利安尼
自辩称，他与白宫多次通话不构成“特
定话题”，“要知道，我是总统的律师”。

按照程序，如果众议院批准弹劾，
参议院将“审理”弹劾案，决定是否“定
罪”并解职特朗普。只是，参议院由特
朗普所属共和党把持。

据新华社电 德国外交部4日决
定，驱逐两名俄罗斯外交官，以抗议俄
罗斯方面不配合德国检察机关调查一
名格鲁吉亚男子在首都柏林遇害。

格鲁吉亚男子托尔尼克8月23
日前往清真寺做礼拜途中在柏林一
座小公园遇袭身亡。托尔尼克据信
支持车臣分裂分子。多名德国联邦
检察官认定，有足够证据表明这桩案
件关联俄罗斯或车臣共和国。

德国总理默克尔4日说，德方做
法缘于没有收到俄方“积极帮助”；她
打算下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时
谈这件事。

俄罗斯外交部4日回应，德国驱逐

两名俄罗斯外交官员的决定“不友好”，
“毫无依据”。俄方将采取“对等举措”。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日
否认俄方卷入德方所述谋杀案，指认
德国媒体有意放大这桩案件。“这和
俄罗斯政府有什么关系？这些完全
是毫无依据的假设。”

路透社报道，德国外交部的决定
让俄罗斯与德国等西方国家关系再
度恶化。

俄罗斯前情报人员谢尔盖·斯克
里帕尔和女儿2018年3月在英国南
部城市索尔兹伯里“中毒”，触发英
国、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与俄罗斯
互相驱逐外交官。

德国决定驱逐两名俄外交官

新华社电 亚丁消息：也门政府
军5日说，一艘装载有导弹零部件的
伊朗船只日前在也门被扣押。

也门政府军一名高级官员对新
华社记者说，美国海军和沙特阿拉伯
领导的多国联军日前在也门西部卡
马兰岛附近扣押了一艘伊朗船，“该
船挂有伊朗国旗，船员也是伊朗人”。

这名官员说，事发时，该船装载
有多种导弹零部件，正打算在卡马兰

岛将这些导弹零部件分装到多艘小
船上运给胡塞武装。

伊朗尚未对此事发表评论。
2014年 9月，也门胡塞武装夺

取首都萨那，后又占领也门南部地
区。2015年3月，沙特阿拉伯等国
针对胡塞武装发起代号为“果断风
暴”的军事行动。美国和沙特一直指
责伊朗支持胡塞武装，但伊朗对此予
以否认。

一艘伊朗船只在也门被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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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4

日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调查举

行首场听证会，邀请4名法学教授

就弹劾总统的宪法基础作证。有

法律专家认定，特朗普与乌克兰的

往来符合美国宪法有关可遭弹劾

“轻罪或重罪”的定义。

美国联邦检察官日前与乌克
兰石油天然气公司首席执行官科
博列夫面谈，以调查总统特朗普
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及其合作伙伴
的商业交易。

美联社4日援引科博列夫律
师布鲁尔的话报道，科博列夫自
愿与美国司法部代表见面。一名
未获授权谈论相关调查的消息人
士说，科博列夫与美国检察官在
英国首都伦敦见面。

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
人士说，美国纽约联邦检察官正
在调查朱利安尼的商业交易。
先前，他的合作伙伴、佛罗里达
州商人帕纳斯和弗鲁曼被捕。
两人受到共谋、虚假陈述、伪造
营业记录、违反联邦竞选财务法
向支持特朗普 2020 年竞选连任
的团体捐款 32.5 万美元等多项
指控。

依据起诉书，帕纳斯和弗鲁
曼据信是协助朱利安尼推动乌克
兰调查美国前副总统、明年总统
选举民主党籍竞选人乔·拜登及
其儿子亨特的关键中间人。两人
今年1月不仅安排朱利安尼与时
任乌克兰最高检察官卢岑科在纽
约见面，还多次为朱利安尼与乌
政府其他官员会面牵线搭桥。

（综合新华社电）

调查总统律师
美检察官约谈乌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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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司
法委员会首场针对特朗普弹劾调
查的公开听证会现场。

新华社/法新

新华社电 中国经过长期摸索发
展出一套适合自身的治理模式，这一
模式有效地回应了中国人民的需
求。世界知名的麦肯锡咨询公司荣
誉高级合伙人彼得·沃克日前在纽约
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沃克自15年前开始频繁前往中
国，平均每年往返五六次。在与中
国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和普通民众
的交流中，他深入了解了中国的历
史与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
式。他感受到“（中国）人民生活幸
福，充满自豪感和活力”，遇到的中
国政府官员“由衷地希望从长远角
度为人民做实事”。

在阅读了西方媒体关于中国充
满刻板成见的报道后，他在今年撰
写并出版了《强大、不同、平等：战胜
中美间的误解与差异》一书。

沃克说，中国政府领导人民过
上好生活，成就非凡，是否更有利于
人民是其决策的出发点。他认为，
中国政府高层官员经验丰富而且非
常勤奋，通过达成共识作出决策的

模式是中国繁荣富强的原因。
沃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

为美方目前对中国存在误解。中国
政府一直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为先，曾多次在国际场合强调这一
点。在社会治理领域，中国的一切
改革和行动的目的都是让中国人民
过得更好。这是美方一直没有理解
和正确认知的。

沃克认为，美国对中国存在误
读，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了解。他
说，约有2600万中国人到过美国，但
只有不到100万美国人到过中国，因
此美国人对中国了解甚少，甚至一些
美国精英对中国及其治理模式也一
无所知。无知自然会导致误解。

沃克说，美国应尝试理解中国。
中国追求和谐和双赢的价值理念，

“中国人真正的想法是和睦相处，互
助共赢”。美国和中国是工程、科技
和数学人才重要来源地，两国对推动
人类科技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美
国应找到与中国合作的路径，创造机
会实现双赢，使两国人民受益。

美国商界人士：

中国治理模式有效回应人民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