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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新闻名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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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那可）日前，黑龙江省图书馆
迎来“全民微阅读，资源大放送”的活动季，即
通过强化数字资源服务模式，带动全省公共数
字文化建设。目前黑龙江省图书馆纸本书籍
藏有量超过 350万册，而馆藏的数字资源总量
达到 124.5TB，如果按传统书籍“册”“本”的单
位估算，总量已达到“千万级”。省图创新渠道
和新模式盘活海量数字资源。

省图书馆副馆长孙建华介绍说，如何让
这些资源发挥出最大功效，这是省图书馆当
前的工作重点和难点。他说，哈尔滨市读者
想要用这些数字资源很容易，可以在省图利
用公共电子阅览室，也可以用省图书馆的
WIFI登录阅读，比办理借书卡要方便很多，甚

至人不必到馆，在省图开设的专门网站就能
分享到资源。然而，现在应用数字资源的群
体主要集中在专家学者以及需要写论文做课
题研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一般读者对数字
资源的应用程度还不高，这其中有受传统阅
读习惯的影响，也与读者阅读兴趣多集中在
小说、历史等方面不无关系。同时，数字书商
和图书馆也在博弈，图书馆在高价引进数字
资源的同时，要与书商签署各种协议，虽然图
书馆希望这些数字资源能够为更多的读者所
用，但数字书商为保证商业利益，尽可能要求
购买方设立严格的阅读权限，这也制约了数
字资源的利用。

2007年开始省图陆续在边境县、贫困县图

书馆和重点旅游景区、边防部队、农垦分局签
约建设流动分馆、流动站。省图书馆负责数字
项目的副馆长张大尧介绍说，2014年国家公共
文化发展中心策划启动了全国边疆万里数字
文化长廊建设项目。2014年省图完成了绥芬
河国际铁路口岸、谷盈社区、东宁海关、大肚
川镇等 7个示范点建设工作，并顺利通过国家
公共文化发展中心的现场验收。截止到目
前，我省地市级和县级的图书馆均已经建成
专用通道，可以与省图书馆实现数字化资源
共享。为将数字资源推进到乡村，达到“一公
里之内访问省图资源”的文化共享目标，基层
图书馆工作人员创造性地设置专用 WIFI，帮
助边远地区居民通过笔记本电脑、手机获取省

图数字资源。
省图还在整理制作自有数字资源方面下

了功夫，大型纪录片“黑龙江流域文化”拍摄了
包括俄罗斯远东部分在内的黑龙江全貌，这在
国内尚属首次。此外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知
名剧团来我省的表演等也计划制作成数字文
化产品。但目前由于财力所限，省图扩大建设

“试听剧场”“大型电子阅览室”“纸质图书收藏
室”等场所的计划还在酝酿中。

省图利用数字资源拓展阅读空间

□郝洪

近日，一组河北省衡水二中教学楼遍装
铁栏杆的照片，在网上引发极大关注，被网友
吐槽“跟监狱没什么两样”。为何要安装铁栅
栏，目前有两种说法，一是为了学生安全，避
免发生意外；还有一种普遍的推测是，防止学
生跳楼，此前曾有报道说，去年10月和今年3
月底，该校有2名学生跳楼身亡。

无论出于哪种原因，学校采取如此极端
方式来“保护”学生，都让人有些吃惊。一个
最该让阳光毫无遮拦洒满每一间屋子、每一
颗心的地方，却为何要自我封闭？

从媒体报道来看，这所建于1996年的中
学以励志型教学闻名全国，2014年高考一本
上线人数达3690人，为河北省第一。对于衡
水二中的教育模式，外界褒贬不一。有人将
之与衡水中学、安徽毛坦中学并列，冠之以

“高考加工厂”“高中生集中营”；也有人盛赞
其教育有方，毕竟是中国百强中学，河北省省
级示范性学校。

好的学校不仅是教书，更应关注学生的内
心。所谓好的教育模式，应该是以培育出身心
健康的学生为目标的，一如该校自己所立管理
思想和学风所示，是要用“以人为本、制度治
校”的理念，教会学生“慎思笃行、求知求真”。

笔者无意讨论衡水二中的教育模式，它能
够长久存在并获得多方认可，总有其存在的理
由。但仅仅就教学楼装上密封铁栅栏用于保护学生安全这件
事上，学校并没有做到“以人为本”，亦不能达到“求知求真”。

保护学生安全，学校增设安全措施固然重要，所谓“以
人为本”不是简单地装上铁栅栏了事。铁栅栏也许能够避
免跌落楼下这样一种意外伤害，却由此漠视了学校安全教育
中最大的责任——“求知求真”，教会学生识别危险和应对危
险的能力。有网友问得好，防跳楼装上了铁栅栏，如果要防
火灾，又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呢？倘如外界所猜测的那样，安
装铁栅栏本意是为了防止学生跳楼，这样的举措则更是照见
学校教育管理中人文关怀的缺失。学生的心理问题需用心
去沟通疏导，在这样集中住校、半军事化管理的学校里，沉重
的学业和激烈的竞争已压得孩子们透不过气来，加之远离父
母，他们的内心更渴望关爱和理解，而不是冰冷的铁栅栏。

冰冷的铁栅栏，冷漠的教育，这样教育下的学生会不会
只是一个“学习机器”？

请本稿件著作权人在本报出版后十日内与本社联系协商
支付稿酬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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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哈尔滨市道外区二十道街附近的松花江面上千余只鸥鸟嬉水、觅食。这些
鸟儿时而在空中飞翔，时而落在水面上休息，或者钻入水中捕鱼，呈现出一派祥和的景
象，吸引了许多市民前来观看。

本报记者 苏强摄

十一载耕耘

在高寒区工作和生活，吃菜是个
大问题。漠河地区由于气温低，无霜
期短，种菜养殖都很困难。“种瓜不爬
蔓，种豆不结角，养猪不长个，养鸡
直掉毛”就是这里种养殖窘境的生
动写照。2004 年，刚满 18 岁的相国
军从山东来到漠河北极村当兵，凭
借自己在家务农的经验当上了连
队的“大棚生产员”。“听说以前连
队吃菜要到 80 公里外的县城买，官
兵的餐桌上常年是白菜、萝卜、土
豆老三样。有的战士甚至因为长
时间吃不上肉，营养不良，浑身乏
力。所以这儿的大棚生产员是个
重要工作，我要努力让战友们四季
都能吃上新鲜蔬菜。”腼腆的相国军
低头回忆到。

从此，相国军的大部分时间都花
在了大棚里。十一年来，每年年初他
都会认真的制定一年的生产计划，在
种植往年传统蔬菜品种的同时，还要
尝试引进些新品种，甚至是南方菜。
在北极种菜，常年的低温是需要克服
的最大问题，相国军受东北烧火墙取
暖的启发，在大棚里建立了“地火

垄”，通过使用“地火垄”加热和棉被
包裹的方法提高棚温，成功延长了作
物的生长期。香椿芽这种典型的南
方植物，经过相国军反复查找资料研
究和实践后也端上了战友们的餐桌。

为提高蔬菜种植技术，每年休假
他都绕道去山东寿光蔬菜种植基地
拜师学艺，研究出了“立体种植法”

“瓜类掐须法”“地热育苗法”等技术，
探索出一条高寒地区种植蔬菜的路
子。近年来，他成功引进了“南菜北
种”“洋菜中种”技术，改良了 7个西红
柿品种、5个西瓜品种，就连新疆的哈
密瓜、山东的白梨瓜也被“嫁接”到北
极村。每年，相国军的菜地和大棚都
能为团里产果菜 8000多公斤，极大丰
富了官兵的餐桌。

痛失爱子

去年 12月 9日，正在连队大棚侍
弄菜苗的相国军接到妻子李秀芳从
山东莘县老家打来的电话，说才刚刚
出生 108天的儿子肺炎加重，让他赶
快回去。得知情况的部队领导催促
相国军赶快回家，可相国军却放不下
棚里那些刚刚露头的菜苗，因为它们
直接关系到战友明年开春的伙食。

不幸的是，当晚 8点，就传来了儿
子夭折的消息。听到这个噩耗，相国
军一时间懵了，他和妻子分居多年，
快 30岁才有了宝宝。儿子才刚刚三
个月大，还没来得及好好抱抱他，没
想到一场肺炎就把孩子带走了……
相国军独自来到黑龙江畔，面向家的
方向，这个脸上总是带着憨厚笑容的
坚强军人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当兵 11年，相国军的父亲、姥姥、
大姨相继离世，他都没能守在亲人身
边送最后一程。得知相国军的幼子
夭折，连队领导想让相国军回家处理
孩子的后事，却被相国军含泪摇头拒
绝了。

有爱相伴

3月初，孩子的丧期过后，团里为
相国军的妻子李秀芳购买了来探亲
的车票。经过长途颠簸的李秀芳下
车后却没看见相国军的身影，就向
来接他的两名战士询问起来。“嫂
子，你听我解释，班长他正在大棚研
究新品种呢，抽不开身啊！”两名战
士忐忑地带着李秀芳来到了大棚，
找到了正满面愁容蹲在一片新苗前
的相国军，李秀芳从包里拿出来两

本书递给相国军：“这是我在老家山
东寿光蔬菜生产基地给你拿的书，
好好看看吧……”

有备而来的李秀芳不但带来了
农业书籍，更带来不少种子和先进的
栽培技术。来到部队一个多月，李秀
芳每天都陪着相国军扎在因施肥有
刺鼻气味的大棚里。四连连长董文
华得知后找到相国军，劝他带着李
秀芳出去转转，好好休息休息。李
秀芳却对董文华说：“连长，我了解
国军，孩子没了，他比谁都难受。现
在棚里的苗就像我俩的孩子，我们
要是再照顾不好，心里就会更过意
不去了。我没事儿，能在这儿陪着
他，就挺好。”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让
董文华红了眼眶。

11年来，凭着坚韧不拔的钻研精
神和吃苦耐劳的干劲，相国军在漠河
这片高寒禁区上不断创造出了一个
又一个种植奇迹。不但为部队节省
了几十万元的伙食开支，更为部队
官兵的健康合理饮食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他先后荣立三等功 1 次、二
等功 1 次，多次被评为团和分区的

“优秀士兵”，但相国军更看重的是
要成为官兵们心中当之无愧的“北
极菜王”。

本报讯（吴凡 记者马智博）近期，哈尔滨市
部分城乡结合部货车超载、机动车乱停乱放、港
田摩的无牌上道等交通违法行为较为突出，严
重影响区域交通秩序。对此，22日哈尔滨市交
警部门启动城乡结合部交通违法行为整治行
动，对各类违法车辆进行上限处罚。

22日，交警顾乡大队、直属大队组织近 20
名警力在机场老道薛家路段集中开展交通秩
序整治。14 时 20 分许，一台满载沙子和石料
的黑 MK2132 号货车因涉嫌超载被截停。民
警检查机动车行驶证发现，该车核定载质量
不到 1.6吨，而驾驶人自述拉了 3吨以上，超载
近 100%，交警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 1000
元，驾驶证记 6 分的处罚。10 分钟后，民警在
临检一台拉煤的黑 AF6485（黄牌）号货车时，
发现车厢内高高隆起的煤块虽然进行了遮

挡，但由于装载较高，四周仍有煤块不时掉
落。驾驶人下车后表示自己的车核载近 5吨，
肯定不超载。民警表示将称重后再进行相应
处置。同时指出其装载时应避免货物散落地
面，污染城市环境。此后，另一台涉嫌超载的
黑A11332(黄牌)货车被取缔时，民警发现该车
风挡玻璃处立着的租车信息显示该车可以拉
8吨货，驾驶人随后也承认自己核定载质量为
6吨，但实际上拉了 8吨多，当民警对其租车信
息提出异议时，该人先是表示是别的车上的，
之后在民警结合其他信息一再追问下，该人
才默认确实在租车信息上做了假，并按要求收
起了租车牌。

在整治货车违法的同时，执勤民警也对沿
街尤其是薛家市场周边的静态交通秩序进行了
清理。

哈尔滨集中整治城乡结合部交通

近日，艾瑞
斯 惊 奇 艺 术 馆
进 驻 哈 尔 滨 江
畔路，市民在家
门 口 即 可 体 验
到 欧 洲 最 前 沿
的 惊 奇 艺 术 。
占 地 2600 余 平
方米的艺术馆共
分为 12 大展示
区域，囊括了立
体画艺、空间艺
术、装置艺术等
极具视觉冲击力
的艺术作品。

本 报 记 者
刘心杨摄

22 日，谢尚
威先进事迹报告
会在哈尔滨市花
园小学举行。徒
手勇接坠楼少年
的“最美叔叔”谢
尚威为学生们讲
述自己的救人故
事及普通英雄的
成长经历。图为
谢尚威与师生交
流尊重生命、关
爱他人的感受。

本 报 记 者
陈贺摄

好的学校不仅是教书，更应关注

学生的内心。冰冷的铁栅栏，冷漠的

教育，这样教育下的学生会不会只是

一个“学习机器”？

春江水暖景色新春江水暖景色新dian ji xian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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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封冻的黑龙江开始融化，黑河口岸2014~2015冬季关期浮箱固冰通道开始拆
除。据了解，该口岸客货运输自去年12月1日至今年4月18日共完成旅客运输18.9万
人次，货物运输达14.7万吨。目前，江上已开通气垫船运输。

张迅 本报记者 邱成 苏强摄

黑龙江 浮桥拆除气垫船来 松花江 鸥鸟翔集扮美水岸

“儿啊！爸爸对不起你！”清明节这天，

北极漠河某边防团四连附近的黑龙江畔，

一位身材结实、脸色黝黑的汉子如雕像般

久久伫立在江边，任泪水打湿戎装……他

就是该团四连的四级军士长相国军，从

2004年入伍至今11年，他没能亲自送别离

世的第四位亲人是宝贝儿子。为了能让战

士们四季都吃上新鲜的果蔬，他对家里亏

欠了太多。他在祖国最北端的漠河北极村

创造了高寒地区种植蔬菜品种和数量上的

奇迹，被官兵亲切地称为“北极菜王”。

男儿有泪无悔 换战友餐桌丰盈

相国军“北极菜王”耕耘十一载

□文/摄 姚志刚 邹德勇 本报记者 程瑶

在大棚忙碌的相国军在大棚忙碌的相国军。。

“最美叔叔”谢尚威与小学生面对面

惊奇艺术馆带给冰城“惊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