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委托， 我公司将于 2018年 12月 12日 9时与 14时在中拍协网络拍卖平台（https://
paimai.caa123.org.cn/）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江苏交通控股公司辖区内高速公路及服务区沿线公路用地广告位 3
年经营权（具体清单详见南京嘉信拍卖微信公众号）；
二、预展时间及地点：自公告刊登之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或本公司进行展示；
三、报名时间及地点：自公告刊登之日起至 2018年 12月 10日 12时止。 地点：南京

市鼓楼区黄家圩 41-1号 A3-2室；
四、注意事项：

1、请符合条件的企业参加竞买（详见拍卖文件）。 2、请符合条件的竞买人在 2018年
12月 11日 18时前按照规定标准向拍卖人交纳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3、保证金截止
前在网络拍卖平台完成注册，申请参加拍卖会。逾期无法取得竞买资格。4、本次拍卖设有保
留价，不到保留价不成交。
五、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黄家圩 41-1号 A3-2室
咨询电话：025-85550116 13913368272 夏 13901597567朱

南京嘉信拍卖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江苏省高速公路户外广告位 3年经营权拍卖公告
广汽丰田 TNGA 家族首款 SUV 车型

C-HR自上市以来，凭借高颜值和高价值备
受青睐。 为了满足中国消费者的多样化需
求，9月 27日，广汽丰田公布 C-HR天窗车
型售价为 15.98-18.38万元。 作为丰田全球
战略 SUV，C-HR风靡全球 60多个国家和
地区，而国内市场更是全球首个提供天窗版
C-HR的地区。

C-HR所用天窗为外部滑动式，在不影
响车厢头部空间的情况下，进一步优化了车
内的采光和视野，提供更佳的用车体验。 天
窗具有防夹、未关警告、联动钥匙操作（按住
遥控钥匙上的车门打开开关 4 秒或更长时
间， 天窗会滑动打开， 如果按住关闭开关 4

秒或更长时间，则天窗滑动关闭）等功能，使
用更安心便利。另外天窗版 C-HR的车顶结
构经过专门调整和优化，以维持车身整体刚
性不变。

越级而生的 C-HR融合了感性设计和
众多尖端科技， 全新研发的 TNGA 2.0L

Dynamic Force Engine发动机、全球首创带齿
轮传动的 Direct Shift-CVT变速箱、 双叉臂
式独立后悬挂、全系标配 10SRS空气囊等众
多亮点，无不彰显着 C-HR的独有价值。 在
刚刚过去的 10月份，C-HR便取得了 4845

台的销售佳绩。 接下来天窗版本的推出，将
进一步提升 C-HR的价值感和竞争力，为消
费者提供更加多样化的选择。

全球市场首个专属版本 广汽丰田公布 C-HR天窗版车型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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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书写工具

的变革，毛笔的艺术

功能早已取代了其

实用功能，导致使用

毛笔的人日趋减少。

其次，制笔工序繁杂

枯燥，收入也不高，年

轻人大多不愿意从

事这个行业，导致后

备人才缺乏。另外，湖

笔的制作生产规模

不大，制笔业不是经

济支柱产业，随着劳

动力成本的上升，也

让千年湖笔产业日

趋没落。”湖州市经信

委党委书记、主任丁

芳芳介绍，虽然湖笔

产业经济体量小，但

文化意义重大，因此，

政府应该责无旁贷

地挑起湖笔传承发展的使命。 近年

来，湖州市围绕打造“国内最具影

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的精品湖笔生

产基地”这一目标，先后出台了《湖

州市湖笔产业振兴工作方案》《关

于进一步扶持湖笔产业发展若干

意见》 等一系列产业扶持政策，为

湖笔产业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015 年，善琏镇被浙江省列

入“湖笔小镇”建设计划，以文化

旅游、 休闲产业为主的导向让湖

笔开始走向新起点。 已有百年历

史的湖笔工厂开始变得 “透明”，

旅游者可以参观湖笔制作的每道

工序， 爱好者可以私人订制喜欢

的湖笔。 “每两年一届的‘湖笔文

化节’已成为业内规模最高、影响

最大的文化盛事， 搭建了全国乃

至国际产业文化的平台。”丁芳芳

表示， 随着政府从资金到政策全

方位的支持， 湖笔这古老的传统

产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本报驻浙记者 蒋 萍
通讯员 刘海波

家校共育岂能变成“零和游戏”
姜澎

家长因为老师布置的作业多而在

家长微信群公开怼老师；老师因为家长

缠着问成绩 、问排名 ，不耐烦地请家长

退群，放言 “不满意就退学 ”；公办学校

的家长吐槽 ，学校是关门办学 ，家长根

本插不上手； 民办学校的老师则抱怨，

最怕家长来沟通 ，一来就是 “交了那么

多学费，我还不能提要求”……

日前举行的“国际化大都市新型家

校关系论坛”让业内更加关注这样一个

现状： 随着家长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

上海应该率先探索构建新型家校关系，

并形成可在全国推广的经验。 在环境变

化的当下 ，家校关系如果不变 ，结果将

是“5+2=0”———五天的学校教育往往被

两天“糟糕”的家庭教育全部抵消了。

高学历家长≠高质量家庭教育

“现在 ，如果单靠学校的力量已经

不可能做好教育了。 家校共育说了那么

多年 ， 现在已到了不得不关注的时候

了。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

席专家孙云晓说，决定一个孩子发展优

劣的关键因素不是学校， 而在于家庭，

这是中外教育专家的共识。

而诸多现实却是，不科学的家庭教育

让家校合作变成了“零和游戏”。 现在很多

父母不满意学校教育，甚至当面“教育”老

师：“你究竟懂不懂教育？ 我给你讲讲！ ”

有调查显示 ，家长学历越高 ，对子

女教育的投入就越高：研究生及以上学

历家长用于孩子的教育经费是研究生

以下学历家长的 7.3 倍， 而大学和大专

学历父母用于子女教育的花费是初中、

高中学历家长的 2.7 倍。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王佐书直

言，中国当下的基础教育被 “考分 ”“大

学”和“就业”这六个字紧紧“锁 ”住了 。

受困于升学这把“锁”，甚至有父母会在

孩子考了 100 分之后去找老师 ：“怎么

才能让孩子再提高一点？ ”

也正是这样的焦虑，家校共育很多

时候被理解成了“把家庭变成课堂的延

伸，把家长变成老师的助教”。 孙云晓认

为，这其实是家校关系的逆流 ，是对家

庭教育的误读，“只有家庭更像家庭、父

母更像父母，孩子才有可能更像孩子。 ”

让家庭担起 “生活的教
育”、学校担起“知识的教育”

有一点必须关注：家校共育绝不只

是家长帮助完成学校的教学任务；好的

家校合作应该是让家庭承担起“生活的

教育”，学校承担起“知识的教育”。

建构良好的家校关系，父母应从成

人的立场转向儿童的立场。 上海教育科

学研究院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郁

琴芳说，如果家长从成人立场去看待很

多教育问题， 那么就会有埋怨和不满。

而如果真能俯下身子，以儿童的立场看

待学校推行的一些改革措施和课程内

容，也许就会有新的发现。

应该说，育人工作是全人格参与的

过程———人格需要人格的教育，感情需

要感情的投入， 智慧需要智慧的启迪，

精神需要精神的投入。 所有家长都应该

反躬自问 ：今天你在家中 ，对孩子的感

情投入有多少？

探索和谐的家校关系， 还需父母重

视儿童的需求，承担起父母的主体责任。

现在隔代抚养相当普遍，但研究认为，以

父辈为主、祖辈适当参与辅助，才是最有

利于孩子发展的抚养模式。 如果只有隔

代抚养，不仅严重影响亲子关系，还会使

父母失去成长的机会。调查发现，父教缺

失至少在 60%以上， 父亲们也会失去成

为一个真正男人的机会， 并由此导致恶

性循环。 倘若连儿童的基本需求都满足

不了，还谈何家校合作，共同育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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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管服”改革激发自贸区活力
殷德生

上海自贸区作为 “放管服 ”改革最

先破题的地方，5 年来在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优化服务上迈出实质步伐 ，从负

面清单管理，到“证照分离”，再到“一网

通办”，上海自贸区一直都是 “放管服 ”

改革的前沿阵地，探索形成了“放管服”

改革的浦东样本，初步建立了现代化政

府治理体系。

———以简政放权实现市场准入更

精简。 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到负面清

单越来越短 ，再到 “证照分离 ”，上海自

贸区不断自我革命，实现企业准入的便

利化，激发市场主体动力和活力。 2013

年，自贸区第一份负面清单有 190 条外

商投资特别管理措施；2018 年， 自贸区

负面清单管理措施只有 45 条。 对市场

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企业能够自主

管理以及通过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可以

达到管理目的的审批事项，都将逐步取

消。5 年来的实践证明，负面清单管理模

式显著提升了投资便利度。 在上海自贸

区新设企业中，外资企业占比从最初的

5%上升到了 20%。上海自贸试验区新设

企业数是前 20 年同一区域企业数的

1.6 倍。

———以放管结合实现风险防范更

稳固。 准入门槛降低了，后续监管怎样

跟上？ 放得开，更要管得住。 放管结合，

只有管得住 、管得好 ，才能对市场放得

更开。 上海自贸区探索出了以“六个双”

政府监管机制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

体系。 “双告知、双反馈、双跟踪”许可办

理机制和“双随机、双评估 、双公示 ”监

管协同机制在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台

实现全链条贯通，对市场主体行为实现

全生命周期跟踪 ，进一步补齐了 “照后

证前”监管短板。

———以精准服务实现政务服务更

便捷 。 上海自贸区着力推进 “一网通

办”，基本实现群众和企业办事线上“一

次登录、全网通办”，像“网购”一样方便

快捷。 线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窗口人员对企业需求只能说“行”，不能

说“不行”。 这不仅进一步降低企业办事

门槛，而且倒逼政府服务寻找市场需求

和改革线索。 目前，浦东新区 327 项涉

企审批事项全部实现“一网通办”和“最

多跑一次 ”，其中 “不见面审批 ”已达到

53％，实际办理时间仅 3.3 个工作日。

“放管服 ”改革的要义就在于转变

政府管理模式 ，提升营商环境 ，激发市

场活力和高质量发展动力。 每一次改革

都抓住了政府服务的短板，让企业和市

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自贸区改革红利。

比如，受益于“证照分离 ”改革 ，上海消

费者能够全球同步购买到国外最新化

妆品；受益于行政审批提速 ，企业设立

登记手续至多 2 天完成；上海自贸区以

1/50 的面积创造了上海 1/4 的生产总

值，绝招就是“放管服”改革。

以敬民之心， 行简政之道。 “放管

服”改革是一场刀刃向内的政府自身革

命，是推动政府职能深刻转变 、极大激

发市场活力的战略举措。 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没有终点，政府部门改革也无

止境。 我们相信，在“放管服”改革上下

更大功夫，自贸试验区将成为新时代改

革开放的新高地，给世界更多的惊喜。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
长、中国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快 评

120道工序才能成就一支湖笔
坚持严谨的传统制作技艺，守住独有的“锋颖”

提起毛笔， 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

湖笔，它与徽墨、宣纸、端砚并称为“文房

四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更是中

华民族传统手工技艺之一。 在 “文房四

宝”中，素有“笔墨纸砚”之序，笔排在首

位，不是因为价值居首，而是制笔的用料

和工艺过于严苛。 一支湖笔从“毛”变成

“笔”，需要走完整整 120 道工序，即便在

工业化如此发达的今天， 湖笔仍延续着

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古法制作工艺。

日前，记者来到“中国毛笔之都”“湖

笔之乡”湖州南浔区善琏镇，走近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湖笔制作技艺”的代表

性传承人邱昌明， 听他讲述湖笔的前世

今生，近距离观赏湖笔的制作技艺。

将军“制笔”成就“一部书
画史，半部在湖州”

善琏镇的最南端，是当地规模最大、

历史最久、名气最响的善琏湖笔厂，厂门

口的正上方悬挂着我国著名书法家沙孟

海亲题的“善琏湖笔厂”五个大字，苍劲

有力，仿佛诉说着这里的荣光。 刚进厂，

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快步迎了上来，他

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湖笔”唯

一的国家级传承人邱昌明。 60 多岁的邱

昌明早已退休，和女儿生活在杭州，但稍

有闲暇，他便会偷偷“溜进”厂里。 “16 岁

进厂，我的大半生在这里度过，我的魂也

在这里。”邱昌明边说边热情地把记者带

到“传承馆”。 只见一支如扫帚大的湖笔

立于中央， 四周的橱窗内陈列着大大小

小、形形色色的湖笔，以及各种各样的制

笔材料。最引人注目的是名家书画，有国

画大师李苦禅、黄胄，书法大家舒同、沙

孟海等 20 多人的墨宝。

“是谁写下华夏时代春秋？是谁画出

神州万里锦绣？蒙恬将军的智慧，湖州儿

女的巧手，制作出支支神奇的妙笔……”

邱昌明娓娓道来 ，一首 《湖笔颂 》，留下

2000 多年的传说。 相传秦大将蒙恬“用

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外衣）”

发明了毛笔。 后蒙恬曾居湖州善琏改良

毛笔，采兔羊之毫，“纳颖于管”，后人称

之为“湖笔”。改制湖笔成功后，蒙恬便将

技艺传给善琏百姓；其后，当地几乎家家

出笔工，户户会制笔。 2000 多年的历史

中，汉、晋、隋、唐、宋、元时期及当代笔工

各领风骚，湖笔已深深融入了这块土地。

邱昌明介绍， 早在明孝宗弘治年间

的《湖州府志》便有记载：“湖州出笔，工

遍海内， 制笔者皆湖州人， 其地名善琏

村。 ”由此可见这里几乎家家出笔工，精

湛的湖笔制作工艺及悠久的历史， 孕育

了丰富的湖州历史文化，成就“一部书画

史，半部在湖州”之说。 “2300 多年的湖

州建城史中，曾哺育或吸引了王羲之、颜

真卿、苏轼、米芾、赵孟頫、吴昌硕、沈尹

默、费新我等一批书画大家，谱写了璀璨

的书画文化。 ”邱昌明说，郭沫若先生生

前十分喜爱湖笔，曾写下“湖上生花笔，姑

苏发一枝”的赞美之词。 启功、李苦禅、沙

孟海等大批书画名家都喜爱湖笔，为善琏

写下诗篇，留下墨宝。

制笔技艺精细，千万毛中拣一毫

“湖笔又称 ‘湖颖’， 最大特点在

‘颖’， 即笔头尖端有一段整齐而透明的

锋颖，业内称之为‘黑子’。 ‘黑子’的深

浅，就是锋颖的长短，这是用上等山羊毛

经过浸、拔、并、梳、连、合等近百道工序

精心制成的。 ”邱昌明介绍，白居易曾以

“千万毛中拣一毫”和“毫虽轻，功甚重”

来形容制笔技艺的精细和复杂， 所以有

“毛颖之技甲天下”之说。

一支湖笔从原料进口到出厂， 一般

需经过择料、水盆、结头、装套、蒲墩、镶

嵌、择笔、刻字等 12 道大工序，从中又可

细分为 120多道小工序。善琏有句形容事

情难做的俗语：“毛笔一把毛， 神仙摸不

着。 ”而湖笔笔工做的就是“神仙摸不着”

的理毛工作。想把自由生长的狼毛、兔毛、

羊毛做成蓄墨、聚锋的湖笔，难度可想而

知。“一个合格的湖笔工人，掌握技艺需要

数十年的经验。 一道水盆工序，做了四五

年还只能算是新手，一般要做一二十年才

能上得了一个层次。”邱昌明介绍，一名师

傅做一辈子， 也只可能是其中一道工序

的好手，不可能每道工序都精通。

“制作笔头是湖笔最重要的工序，几

乎完全要靠手工在水盆中操作， 因此这

道工序被称为‘水盆’。 ‘水盆’工首先要

把羊毛放在水盆中湿水， 然后用牛骨梳

一遍遍地梳理，去掉羊毛中的羊绒，把根

根羊毛理顺， 再一根根挑出没有毛锋的

杂毛， 而有毛锋的羊毛才能做出湖笔的

锋颖。 ”邱昌明介绍，只有笔杆刻字现在

可以用机器加工， 其它工序全部纯手工

完成。 “湖笔为何会千百年长盛不衰？ 是

因为在制作工艺中我们始终严格按照古

法制作标准。 ”古人将该标准总结为“三

义四德”。“三义”指精、纯、美，“精”指拣、

浸、拨、梳、结、配、择、装 72 道工序都必

须一丝不苟；“纯” 指选料严格细腻，以

“千万毛中选一毫” 的态度进行；“美”指

形、色及配合的毛杆、刻书、装潢等高度

统一。 “四德”为“尖、齐、圆、健”，笔锋尖

如锥状不开叉，笔毛垂直整齐，散开后顶

端平齐无参差， 笔头浑圆匀称， 不凹不

凸，使书写收放自如，富有弹性，收笔后

笔头恢复锥状如初。

邱昌明虽然退休在家， 依然发挥着

“余热”，带了 9 个徒弟。 “虽然受到文化

转型、书写工具改变等因素影响，湖笔产

业出现了工匠流失、传承乏人的状况，导

致湖笔传统制作技艺的保留和发展面临

一定困难， 但是我会努力把湖笔传统制

作技艺传承下去。 ”邱昌明说，湖笔传统

制作技艺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是湖州

文化的典型代表， 希望更多的湖州人能

重视这个“传家宝”，自觉保护、传承湖笔

传统制作技艺。“守住湖笔严谨的传统制

作技艺，就守住了湖笔独有的‘锋颖’，守

住了 ‘锋颖’ 就守住了湖笔的 ‘根’和

‘魂’，湖笔才能经久不衰，永远流传。 ”

（本报湖州 11 月 21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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