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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
讯员 夏惠慧 罗志辉）今天，湖南省文物局
与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国家文物局数
据中心） 在湖南艺术职业学院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同时，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文博人
才培养示范基地”挂牌成立，这是我省首个
文博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根据协议，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国
家文物局数据中心）将发挥数据资源优势，
利用互联网创新技术成果， 结合我省文物
工作需求， 深入挖掘和拓展文物蕴含的历
史、艺术、科学价值和时代精神，持续推动
我省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 加强文物数据
资源利用、挖掘文物数据价值、促进文物资

源信息开放共享，深入推动“文物+数字
化+互联网”多领域融合，培育新业态，构
筑新动能。同时，双方将在培训、研学、信息
化标准规范建设、咨询评估、预防性保护、
数字化保护利用、 行业博物馆建设等方面
开展合作。

当天， 湖南省文物局为湖南艺术职业
学院授予了“文博人才培养示范基地”牌匾。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还与湖南省博物馆、湖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宏瑞文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等8家单位签订了合作协议。 湖南
宏瑞文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学院投入了
首批价值30万元的设备，并为文物修复与保
护专业的学生设立了专项奖学金。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在中国文坛， 湘籍著名作家韩少功是一
个不可忽视的特别存在。更令人吃惊的是，60
岁后，他连续用长篇小说的体量，写出了《日
夜书》《修改过程》，审视、解剖自己所经历的
时代。40年的创作生涯，韩少功是如何保持充
沛的活力和持久的定力？ 6月2日， 韩少功现
身长沙乐之书店天心店，出席“人生的活力与
定力———韩少功长篇新作《修改过程》读者见
面会暨文学对话”活动，为我们解开了谜底。

“我对‘七七级’有着复杂的感情”
《修改过程》用书中人物肖鹏创作的一篇

网络连载小说， 牵扯出东麓山脚下恢复高考
入学的第一批大学学子，人称“七七级”。肖鹏
的小说引起同学不满，随后逐一引出陆一尘、
马湘南、林欣、赵小娟、楼开富、毛小武等人物
以及肖鹏自己的命运际遇。 图书的腰封上写
着“高考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一代人———无可
复制的理想主义者和他们的绝版青春”。韩少
功也是“七七级”，他15岁多下乡在汨罗当了6
年知青， 后又在汨罗县文化馆工作3年多，
1977年冬季参加高考。

“七七级”是幸运的，27万人从570万考生
中脱颖而出， 从此改变了命运。 他们意气风
发，求知若渴。20年前，韩少功就想写这群“七
七级”，但写了8万字就放弃了，直到2018年底
才完成这个心愿。 此时， 距他入大学已是41
年，距他开始文学创作也已41年。

韩少功对“七七级”有着复杂的感情，他
怀念那个时代，他在长沙的作品研讨会也放
在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17教室里举行，这
是他大学四年的教室，也是小说中故事发生
的现场。但他也表示怀疑，虽然过去了41年，

“七七级”的人生似乎已落定，到了可以总结
的时候，但他仍然无法用比较清楚的理论语
言去描述上世纪80年代和“七七级”，时代赋
予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让韩少功最终选择用
小说来表达。

但韩少功仍然不敢肯定作品中的人物就
能代表“七七级”这个群体，对他们的认识和理
解也有局限，因为“认识世界永无止境，哪怕就
是认识自己， 也是一个漫漫长途的修改过程。”
因为怀疑，他“写着写着，会在书中用上一些实
验性的手法，比如留下方格和空白”。他诚恳欢
迎读者对《修改过程》吐槽和拍砖。

“创作不变的是要有定力”
在6月2日的读者见面会上， 韩少功感叹

“七七级”见证了科技变革、社会发展和思想
激荡的时代巨变，成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
变局”精彩好戏的幸运观众。但在这个瞬息万
变、 五花八门的时代变局里， 有的人活力少
了，有的人定力少了，于是成就了各自真实的
人生和命运。

比韩少功晚半年考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
系的龚曙光直言，每个人都被时代“裹挟”，韩
少功的定力来源于他大学毕业时就已成名，
没有从最底层辛苦起步的无奈。 但韩少功能
把“著名作家”这顶“毡帽”用41年时间戴成一
顶“皇冠”，因为他始终关注社会底层，他的作
品里少有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和英雄， 多是农
民、公务员等小人物；他始终关注苦难，少有
声嘶力竭的呐喊， 但你从荒诞中能感受更深
的苦难；他不管怎么喜欢米兰·昆德拉，始终
以中国人的方式追求现代主义。

文坛也有浮躁之风， 需要定力抵挡名利
的诱惑。从上世纪80年代起，韩少功就坚决不
拜“门子”，看淡评奖。他还告诫学生，为人，面

对名利，骨头要硬一点，要有怀疑精神，否则
自己的情绪和思想都会被搞乱；为文，莫被各
种理论、流派牵着走，莫去管什么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创作不变的是要有定力，要有真情
实感。没有真情实感就是垃圾，搞怪、卖疯都
是走了邪路。

60岁“解甲归田”……
1985年，韩少功提出了“寻根”口号，并成

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从《爸爸爸》《马桥
词典》到《山南水北》到《日夜书》《修改过程》，
他从未停止对文学形式与意义的探索。 但他
极力反对“寻根文学”概念化，认为“寻根”不
是灵丹妙药。他说：“我是好作品主义者。”

韩少功长篇新作《修改过程》是站位高，接
地气的好作品，没有缝隙地把他对艺术、对生活
的感知表达了出来。韩少功创作的活力来源于
他始终保持对生活热忱，但他最具活力的是他
的思想。在文学、社会、人生的重大问题上，他都
要在思考过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对每一个重大
问题，他都试图作出自己的回答。

2000年，韩少功从海南飞回汨罗，像候鸟
一样过起了真正的乡下人生活，热心村务，当
起了新乡贤。很多名作家离生活很远了，但韩
少功意识到了生活的虚空， 主动地去接近乡
土、农民和自然，努力去补这个虚空，这就是
定力，也是他的活力。

60岁“解甲归田”，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
韩少功却又进城成了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
者”讲座教授和湖南大学特聘教授，一帮热爱
文学的青年围绕在他周围。面对大学生们“有
了视频、抖音，文学是否将面临消亡”的迷茫，
韩少功说， 我们永远需要文字来表达思想情
感。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尽可以多一点定力，
多一点自信。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易禹琳）著名
的物理学家霍金走了， 但他在中国的科普之
旅仍在继续。今天上午，霍金的女儿、英国著
名儿童小说作家露西·霍金带着她与父亲合
著的《乔治的宇宙》系列图书来到长沙，开启
了有趣的科普之旅。

据悉，此次由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促成了露
西·霍金的中国科普之旅。因其旗下的湖南科技
出版社与霍金已结缘26年，2006年得到霍金所
有作品的简体中文版版权授权，几乎出版了所
有霍金作品的简体中文版，甚至出版了霍金首
位妻子简·霍金的传记《飞向无限———和霍金
在一起的日子》。自5月31日-6月13日，露西·霍
金将在北京、长沙、上海三地举行少年科学探险
故事集《乔治的宇宙》读者见面会。该系列共6
册，其中《时间飞船》由露西独立创作。

今天下午，在长沙市博物馆，露西·霍金
作了生动的演讲，讲述宇宙的起源，带领观众
太空历险，遇到外星人，掉入黑洞，踏上月球
和火星。她还回答了国防科大附小学生“虫洞
是否真的存在”“如何救出掉进黑洞的人”等
科普问题。

活动现场，霍金的首位妻子简·霍金讲述
了她和霍金相识、 相爱、 相伴25年的动人故
事，并首次公布了霍金多张生活照片。她希望

有更多的人来了解运动神经元疾病和它带给
病人和家属的痛苦。

韩少功：

在时代巨变中保持活力与定力
湖南省文物局与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
员 陈彦妤）昨天，记者从长沙民政职院举
办的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项目
宣讲会上了解到，目前由来自行业企业、院
校机构等的专家学者， 共同制定的老年照
护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已经出台， 相关专业
学生有望今年9月接受培训并进行考核。

“1+X证书”即为教育部按照全国教育
大会部署和《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要求推行的“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制度试点工作，于今年启动了老年
服务与管理、建筑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
术、物流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5个职
业技能领域首批试点，老年照护、建筑信息
模型（BIM）、 Web前端开发、物流管理、汽
车运用与维修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率先进
入“考证”时代。此次会议解读了老年照护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相关政策、标准、培训教
材等，并对下一步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来
自上海、江苏、浙江等8个省市81所试点院

校和相关负责同志20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
议。

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评价
组组长王立军介绍， 养老护理员的职业资
格证目前已经取消， 而老年照护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更有利于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学
生更贴近养老服务机构的实际需要。 证书
标准是以岗位需要的技能为学习知识和技
能的集汇点，注重多个学科的交融与交叉，
分初级中级高级三级， 对应培养行业的一
线服务人员、中层技术骨干和主管干部，预
计第一批老年照护等级证书年底发放。

拥有全国首批养老服务类示范专业的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此次参与制定和论
证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并负责中级
教材的编写。该校校长李斌介绍，老年照护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实施，一方面有利于职
业院校的学生更好地适应岗位需求，另一方
面也将“倒逼”职业院校进行教育教学改革，
更好地实现学生技能方面的培养。

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年底出炉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
讯员 杨庆怀 羊漾 ）10万本正版电子书、
超30万小时有声书和视频等数字阅读资
源，只要打开微信小程序的“湖南图书馆数
字阅读平台”，便可免费享有海量的数字阅
读信息。 由湖南图书馆自主研发的平台受
到读者和国内图书馆行业的关注与好评。
截至目前， 仅湖南图书馆数字阅读平台的
阅读量就突破百万人次， 全国100余家图
书馆开通试用。

经过1年多的研发，今年4月21日，“湖
南图书馆数字阅读平台”上线。这是基于微
信小程序研发的图书馆综合数字阅读平

台，以电子图书在线阅读和听书为主，以期
刊、精读音频、讲座视频和图书馆自建资源
为辅，轻松实现“万千图书，一网读尽”，赢
得读者青睐。

据湖南图书馆馆长贺美华介绍，目
前，全国已有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
图书馆、长沙图书馆、深圳市光明区图书
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图书馆、宝鸡市渭
滨区图书馆、日照市东港区图书馆等100
余家图书馆开通试用了该平台。读者只需
要通过微信关注相应图书馆的“数字阅读
平台”， 便可免费获得该馆的数字阅读信
息。

省内外百余家图书馆
试用湖南图书馆“数字阅读平台”

霍金女儿携《乔治的宇宙》
来长开启科普之旅

6月 4日，
露西·霍金在
长沙市博物馆
进行演讲。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