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2017 年 8 月 11 日 星期五

新闻·综合

编辑/兰绍华 版式/张 凌
总校/郭艳红 审稿/朱长青

梅膺祚《字汇》封面。

绥宁发现《字汇》
全 集 刻 印 本

梅膺祚《字汇》
“百衲本”
亥集图景。

画多寡排列部首和单字的方法，使
《字汇》一书更加便于检索。后来，
本报讯 8 月 10 日上午，绥宁 《康熙字典》的全书体例基本仿照
县瓦屋塘镇白家坊村 2 组村民曾文 《字汇》而成。新中国成立后所编
清，首次对外公开展示他家世代收 的汉字词典、字典虽然对部首分类
藏的明代梅膺祚编写的《字汇》刻印 进行了一些调整，但基本体例仍与
本。该书为 32 开本，书高 26 厘米， 《字汇》大同小异。
《字汇》成书于万
宽 17.5 厘米，线装。全书分为首、 历乙卯四十三年（1615 年），属华国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 堂 刻 本 ，全 名 叫《悬 金 字 汇》。 此
戌、亥、尾共 14 册，每册页码不等， 外，
《字汇》在明朝有槐荫堂刻本、
书中各集均刻有“宣城梅膺祚诞生 敦化堂刻本、鹿角山房刻本、金闾
音释”
字样。
书业堂刻本、怀德堂刻本、文兴堂
《字汇》是明代梅膺祚编纂的 刻本等多个刻本。
一部大型字典。梅膺祚，字诞生，
“据我所知，
《字汇》是研究我国
安徽宣城人，有“古代字典体例的 字典发展史价值很高的一本书。目
开创者”之誉。梅膺祚是明朝国子 前，
明刻本已很难见到，
仅北大图书
监太学生，一生沉游书海，著述多 馆藏有一套比较完整的，但也缺少
种，其中《字汇》一书最负盛名。该 首卷。
”
绥宁县文物局副局长黄源栋
书对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进行 介绍。
了重大改革，将原有的 504 个部首
“我家连续十三代是
‘道士’
，
到
归类合并为 214 部，并且首创按笔 我父辈，因特殊历史事件的影响才

另择他业，所以我家的《字汇》得以
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今年 48 岁
的曾文清说。他坦言，他家世代收
藏的华国堂刻本《字汇》流传至今，
原有的 14 册只剩 9 册。后来，他历
经数十年苦苦搜寻，才陆续把遗失
的首卷、子集、未集、亥集、尾卷等 5
册收集完整。这 5 册补充的册子被
称为“百衲本”，分别来自槐荫堂刻
本、敦化堂刻本等不同刻本。
黄源栋等有关专家指出，绥宁
县发现《字汇》古代刻印本实属罕
见，
说明绥宁虽然地处偏僻，
但从古
至今尚文底蕴深厚。他们同时指
出，曾文清所收藏的《字汇》究竟是
明代刻印本还是清代刻印本，还有
待专家进一步论证。
目前，绥宁县文物管理部门正
依照我国文物管理有关规定，将发
现《字汇》古代刻印本一事上报上级
有关部门。

袁光宇

孙芳华

袁学龙

(上接一版)
此外，临考前的晚自习，石寒有
时会请假回家复习，午休时他也会拿
起书本，
独自悄悄溜出教室背书。
为了这些，班主任魏珊珊找石寒
聊天，
“他每次都很认真听，虚心接收
批评，从不生闷气，但如果他觉得自
己有道理，事后会找我讨论，好几次
把我都说服了。
”
“高考生活非常紧张，逛逛美丽
的校园，看着透过树叶洒下来的阳
光，生活不是本就应该这么美好吗？”
一旁的石寒笑道。
当然，有主见的男孩也有孩子气
的时候。考前一直很放松的心态，被
考前一天的失眠突然打破。那晚，辗

本报讯 8 月 3 日，隆回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桃花坪中队辅警黄军、黄山、
曾吉年在桃洪镇大井电话亭路段执勤
时，
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擒贼“大戏”，
一
名盗窃电动车电瓶的窃贼当场落网。
当日上午 11 时 30 分许，黄军在该
路段执勤时，看见一名男子推着一辆
灰色电动车到桃洪镇大井井边停下，
鬼鬼祟祟，神色慌张地用工具撬开电
动车前面挡板。
凭借经验，
黄军觉得此人可疑，
遂
向带队的中队长雷武展进行电话报
告。雷武展立即带领黄山、
曾吉年赶到
现场，
呈包抄之势防止可疑男子逃跑。
可疑男子正在“埋头苦干”
准备卸下电
动车的电瓶。眼看抓捕时机成熟，
黄军
一个箭步冲上去，
将可疑男子迅速控制
住。可疑男子想挣脱，
雷武展等人立即
上前合力将其制服，
随后移送桃花坪中
心派出所。
经查，嫌疑男子肖某宏是桃洪镇
洪塘社区人，
曾有多次盗窃前科，
系吸
毒人员。8 月 3 日，他在九龙广场盗窃
一辆灰色电动车后，推到大井边欲卸
电瓶时，却被机警的执勤辅警现场抓
获。目前，
肖某宏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隆回一名盗窃电动车电瓶的男子当场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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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止电动车被盗

大家劝他“理科将来就业选择更多”，
但石寒没有改变自己的选择。
“在我脑海里，理科可能就是整
天待在实验室，文科更适合我的性
他的未来：大学是新的 格。”石寒说，他小时想当一名记者，
如今他理想的专业是法律，希望能做
开始
一个捍卫真相、维护公义的人。
对于石寒的高考分数，魏珊珊认
平日里，石寒喜欢看动漫，他有
为：
“石寒的强项在于数学，但这次数 一个取自漫画主人公的微信名，高考
学分数普遍都很高，他的优势没有发 后不久，石寒去书店买了一套最新版
挥出来。
”
的《标准日本语》，
自学日语。
对于结果，石寒很坦然，他一本
对于未来的大学生活，这个 18
正经地告诉记者：
“ 找到和坚持自己 岁的男孩有着一份难得的通透和清
热爱的东西最重要。
”
醒，
“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未来
周双容记得，当年文理分科时， 路很长，我会在寻求知识的道路上不
家里和老师都不支持石寒选择文科， 断前进。
”

据我市各级公安机关
透露，
目前，
我市城乡电动
车盗窃案频发，有的是整
车被盗，有的是电瓶等重
要部件被盗。在限摩限电
的邵阳中心城区，电动自
行车整车或部件也是居民
最容易被盗的财物。如何
避免电动车被盗，公安民
警为您支招：

选好停放地点
外出停车时最好停放
在车棚里，不要将电动车
停放在人流较少或者偏僻
的地方。若没有车棚，则
尽量将电动车停放在银
行、
小区或商店门口，
因为
这些场所有保安、营业员
或摄像头，小偷作案的可
能性相对较小。

品牌锁具。此外，要加装
轮胎锁，因为小偷选择作
案的电动车，几乎全是没
有上轮胎锁的。

安装防盗报警器
这也是一种比较有效
的防盗手段。外出临时停
放电动车时，应尽量停放
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上
锁时，要尽可能将车与地
锁或其他固定物体锁在一
起，以防止电动车被窃贼
用车载方式进行盗窃。

电瓶加装防盗锁
电池是电动自行车最
值钱的部件，所以很多小
偷对电瓶“情有独钟”，因
此最好加上电瓶防盗锁，
增加小偷的盗窃难度。

锁具选择有讲究

选择防盗电动车

在锁具的选择上，尽
量挑选锁眼为环形或弧形
的锁具，并且要尽量购买

选择安全性能好的防
盗电动车，表面上增加了
开支，
其实也是隐性节约。

转难眠的石寒心想，如果以前失眠过
就好了，
就会有经验了。
不过好在第二天，失眠并没有影
响他的考场发挥。

8 月 10 日，
市城区 6 路 30 台新能源公交车正式启动
运营。本月 20 日之前，主城区 1 路、5 路、7 路、17 路、18
路、
25 路共 170 台新能源公交车也将全面启动运行。
伍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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