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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8月26日讯（记者
姬生辉 苏洪印） 因消化系统
病情加重，小有福出现严重腹胀，
身体状况极不稳定。26日上午，经
专家会诊决定将对孩子实施开腹
手术，以查明病因并采取针对性
治疗方案，据了解手术将于27日
上午进行。

26日上午11点，记者从上海
小希望之家青少年关爱服务中心
志愿者阿敏处得知，26日上午，复
旦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与服务中心
联系称，小有福因消化系统病情
加重，出现了严重的腹胀，身体状
况非常不稳定。

“院方告知我们，孩子之前进
行的造瘘手术非常不成功，体内
的大便无法排外，导致肚子越胀
越大。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孩子很
有可能保不住。”阿敏告诉记者，
有福因消化系统病状复杂，医院
改变了原来较为稳妥的治疗方
案，决定对孩子立即实施开腹手
术，在查明病因的同时果断采取
措施。

“早上我们已经到过医院，代
表孩子家属签了字。”阿敏说，手
术本来安排在26日晚上进行，但
医生通过进一步治疗，孩子病情
稍有稳定，手术时间推迟至27日
上午进行。

孩子身体状况，时刻牵动着
社会好心人的心。“孩子才5斤重，
真担心实施开腹手术存在危险。”
闻听孩子需要手术，身在北京的
杨艳玲异常着急，短暂的相处已
经让她对小有福有了割舍不下的
情意，“默默祈祷，希望孩子迈过
这道坎儿。”带领孩子前往上海治
疗的嘉祥爱心人士孙霞在短短半
天中，接连在微信朋友圈推送了五
条内容，并特别配上了小有福的照
片。“孩子，你虽然被父母抛弃了，
依然要好好地活下去！祈祷！”在最
后一篇微信中，孙霞写道。

记者了解到，17日有福被好心
人李贵生捡到后，济宁市人民医院
医生诊断其出生仅有20天左右。由
于患有先天性肠梗阻、先天性无肛
门两种疾病，被丢弃前，有福已经
进行了肠梗阻手术。23日下午，孩
子的脸色蜡黄，并伴随间断性轻度
昏迷，身体情况非常不乐观，众人
带着孩子赶往儿科治疗最权威的
复旦大学附属医院治疗。

山大教授刘凤君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演讲：

骨骨刻刻文文比比甲甲骨骨文文要要早早近近千千年年
8月26日大会第五专题组“讲述石前史”的第一位发言

人是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教授，演讲主题
是《骨刻文的发现》。说起刘凤君与骨刻文的缘分还要从十
年前说起，2005年，潍坊市昌乐县文物爱好者肖广德拿着一
批带刻痕的骨头找到了他，经过四年的鉴定和研究，2009
年，刘凤君正式将这些带有刻痕的骨头定名为“骨刻文”。

本报记者 许亚薇 马云云

2 0 0 5年之前，骨刻文没
有引起学术界关注，即使有少
量带有刻痕的骨头被发现，也
因为数量少，并未被足够重
视。

直到2 0 0 5年，刘凤君见
到 了 让 他 有 些 吃 惊 的“ 骨
头”，开始了“骨刻文”的研
究。“这是史前的一块骨头，
上面刻划的应该是字，是一件
很重要的文物，是中国早期文
字。”第一次鉴定带有刻痕的
骨头时，刘凤君认定。

随后，刘凤君收集了大量
的骨刻文资料，进行系统的调
查研究。“这批刻字是山东龙
山 文 化 时 期 的 遗 物 ，距 今
4500-4000年，属东夷文字，
是 中 国 早 期 的 图 画 象 形 文
字。”刘凤君说。

2013年，当得知第22届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在济南
召开时，刘凤君向大会第五专
题组“史前叙事”提交了题为

《中国早期文字骨刻文发现与
研究》的论文。据了解，该专
题组召集人贝克教授在回信
中写道：“第22届国际历史科
学大会原本没有打算在‘史前
叙事’这一议题中讨论中国的
话题，但是现在要改变我的想
法。”

2014年5月6日,刘凤君教
授收到了来自贝克教授的邀
请函,邀请他参加第22届国际
历史科学大会。8月26日大会
第五专题组“讲述石前史”的
第一位发言人，就是刘凤君教
授，演讲主题是《骨刻文的发
现》。

一篇论文改变大会议题研讨内容

“有福”同帮

“有福”腹胀严重

今日开腹查病因

多字证明甲骨文传承骨刻文

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
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在龟
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其被使用
的年代在距今3100至3400年
之间。刘凤君在《骨刻文—中
国早期的文字》中，认定骨刻
文是中国早期一种文字，其产
生和流行使用的年代在距今
约4600-3300年之间，早于甲
骨文，同时又与甲骨文的使用
时间相衔接。

“骨刻文流行年代的下限
和甲骨文产生年代前后衔
接。”刘凤君表示，甲骨文始自
盘庚时期，大约距今3300年左

右，和骨刻文流行年代的下限
衔接密切，史前双墩和大汶口
文化陶符与骨刻文、甲骨文、
金文属直接的一脉传承关系。

此外，骨刻文和甲骨文都
以骨头为刻写载体；骨刻文中
晚期的凿灼占卜刻辞为甲骨
文所继承；骨刻文的成形布局
直接影响甲骨文，并发展称中
国文字主要的书写布局形式；
骨刻文的象形字对甲骨文有
直接的影响，其中，“龙”“凤”
和“鹿”等字在骨刻文和甲骨
文的演变过程，可清楚地看出
两者的传承关系。

参加史学大会，“济南通”鲍德威与69岁济南老人签下“自行车条约”

““因因为为这这个个人人，，我我更更爱爱这这个个国国家家””
本报济南8月26日讯（记者

许亚薇 马云云）“也不
记得这是我第几次来中国了，
但每次来这个国家都会给我
或多或少的惊喜。这次因为一
次大会，我来到一座城市；因
为这座城市，我结识一个人；
因为这个人，我更加爱这个国
家。”在8月25日山大视点微信
上，“济南通”、美国著名历史
学家鲍德威写了一篇“山大日
记”，讲述了此次来中国，与一
位济南老人的故事。

23日，鲍德威从泉城大酒
店乘公交去山东大厦参加史
学大会开幕式，不小心误乘49
路公交，在泺文路附近下车，

打算步行前往山东大厦。一个
骑自行车的中国老人可能注
意到鲍德威迷路了，便停下和
他用中文攀谈起来。“我们聊
到了各自的家庭、孩子……我
没有问到他的工作，他也不知
道我是一个史学家，感觉只像
是两个相隔半个地球的老头
儿在午后闲谈，说的都是些生
活小事，温暖又开心。”聊天
中，鲍德威知道这位中国老人
今年 6 9岁，比他小了将近十
岁，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
谈话却特别投机，感觉只像是
两个多年未曾谋面的老友在
追忆往事”。

不知不觉间，两人走到山

东大厦。分别时，济南老人与
鲍德威说，“上年纪的人，挤公
交多不方便，况且，您在济南
要住一个星期，不如就用我的
自行车吧，想到哪儿骑着车就
去了。”

听到自己这位济南老弟
的话，鲍德威感到震惊，“我去
过很多国家的很多城市，像是
英国、法国、日本等等，所有的
国家都很难、甚至说不会发生
类似的事情，这种对长者的尊
敬、对宾客的热情只有中国有!
只有山东有!”

震惊之余，鲍德威还是觉
得不大合适，但看到自己济南
老弟的真诚的眼神，经过思想

斗争，鲍德威接受了他的好意
并与他“签订”了非正式但够
可靠的“自行车条约”，约定等
大会闭幕，按照他留下的联系
方式找他还车。“虽然只是口
头一说，但我觉得比历史上任
何著名条约更能打动我。”鲍
德威在日记中写道。

鲍德威对济南有着特殊
的情感，1 9 7 4年第一次到济
南，他说那时的济南人虽然也
同今天一样朴实热情，在那次
游历后鲍德威便对济南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写了一本书专
门研究济南———《中国的城市
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南
的政治与发展》。

历史学家格鲁津斯基获首届积家国际历史学奖，他说：

了了解解中中国国，，才才能能更更好好书书写写历历史史
本报济南8月26日讯（记者

许亚薇 马云云） 26日，
国际历史学会首届积家国际
历史学奖在山东会堂颁奖，大
奖授予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院名誉研究主任格鲁津斯基
教授。

该奖项由国际历史学科
委员会（CISH）创立，用以奖励
历史学领域中的优秀个人以
及对历史知识发展具有突出
贡献的团体或个人。奖项由
CISH的会员组织提名产生，首
届获奖的格鲁津斯基由巴西
和墨西哥史学会提名。

格鲁津斯基是全球史和
跨国史研究的开拓者，长期在
欧洲与拉丁美洲地区从事科
研教学工作，对于16-18世纪
拉美殖民地的文化变迁与交
融、西方化与全球化影响下的
土著文化反应等方面有深入
研究与独到见解。此外，格鲁津

斯基教授也有关于东方的研究，
他出版了一本书，叫《鹰与龙》。
书中曾写道，“如果不了解中国
这个伟大国家的过去，就无法书
写历史，哪怕是美洲的历史都下
笔为艰。”同时，格鲁津斯基说，

“今天，我们在考察欧洲文艺
复兴时若无视中国、伊斯兰国
家、印度等１６世纪地球上的主
要行动者，那怎样对新世界进
行思考？”

1968年，18岁的格鲁津斯基
还是一个学生，那时候就已经知
道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多年以
来一直想到中国，但是不想作为
一个旅游者的身份来中国，而是
希望能够有机会真正跟中国的
同仁们、学生进行对话、进行交
流。”格鲁津斯基表示。说到第一
次来到中国，而且还在这里获得
了事业中的最高奖项。格鲁津斯
基则表现出了一位历史学家特
有的超然，“实际上我对获奖并

不是很看重，倒是第一次来中国
还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让我很
高兴。”说到因历史不同而造成
对文化理解的不同，格鲁津斯基
提到了中国著名导演贾樟柯的
电影作品《世界》，“到现在也不

知道该如何去解读这个电影。”
格鲁津斯基表示，因为缺乏文化
方面的、历史方面的了解，可能
印象深刻也是因为画面，这种视
觉的效果，不能真正的去理解电
影。

鲍德威和济南老人的自行车。
据山大视点

格鲁津斯基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接受记者采访。 据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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