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骨文信息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工 作 简 报 
（第 3 期） 

 2019 年 9 月 30 日 

—————————————————  

目  录  

省教育厅副厅长刁玉华来校调研指导工作  1 

河南省政协委员高等教育调研组莅临实验室调研指导工作  3 

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修振环来实验室调研指导工作  5 

实验室主任刘永革参加 2019 河南省计算机大会暨学术年会  6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院城市营销研究所一行来实验室参观  7 

教育厅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处处长一行来实验室调研  8 

河南省重点实验室验收专家组对实验室进行考察验收  10 

中国社科院宋镇豪、宫长为受邀到实验室指导工作  12 

安阳市六所高校统战部负责人到实验室考察参观  14 

实验室召开本学期第一次工作会议  15 

实验室顺利通过河南省省级重点实验室验收  16 



 

 
  

 

人事处组织 2019 年新入职教师到实验室参观  17 

实验室熊晶、焦清局、王楠参加第五届国际计算机前沿大会  18 

实验室主任刘永革参加中国古籍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20 

 

 

 

 

 

 

 

 

 

 

 

 

 

 

 

 

实验室网址：http://jgwsys.aynu.edu.c



 

 
 

1 

省教育厅副厅长刁玉华来实验室调研指导工作 

 

 

 

6 月 8 日下午，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刁玉华莅临甲骨文信

息处理重点实验室调研指导工作，校党委书记纪多辙、校长黑建敏，

副校长孙金伟、实验室主任刘永革等领导陪同调研。 

在甲骨文信息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刁玉华认真听取了实验室

主任、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刘永革教授关于实验室建设情况的

汇报，对我校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地域优

势、聚焦文化传承创新，推动甲骨文研究由绝学变显学取得的显著成

绩表示肯定，勉励我校加大研究力度、争取实现更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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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玉华对实验室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并希望实验室继续坚

持特色发展战略，抓住当前良好发展机遇，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能力，

努力为实现中原更加出彩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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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政协委员高等教育调研组莅临实验室调研指导工作 

 

 

 

7 月 3 日上午，以省政协委员、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党委书记王清

义为组长，省政协委员郑州轻工业大学校长赵卫东、河南牧业经济学

院党委书记穆瑞杰，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处长张水潮等为成员的河南

省政协委员高等教育调研组一行 9 人莅临我实验室调研指导工作。我

校党委书记纪多辙、校长黑建敏，副校长姚远峰、孙金伟，实验室主

任刘永革等陪同参加。 

调研组实地考察了甲骨文信息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刘永革代

表实验室对调研组的调研指导工作表示欢迎和感谢，并希望调研组对

实验室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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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革作工作汇报，介绍了实验室的基本情况、研究方向、主要

研究内容及预期研究目标和已取得的初步成果。调研组围绕如何突出

地域特色、实现特色发展，如何解决高层次人才引进面临的突出困难

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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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修振环来实验室调研指导工作 

 

 

 

7 月 4 日下午，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修振环及安阳市委常委、市

委秘书长李向前，安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范淑云一行来到实验室调

研参观。我校党委书记纪多辙、校长黑建敏、副校长姚远峰，党委宣

传部、院长办公室负责人陪同调研。实验室主任刘永革教授热情接待

修振环主任一行，在实验室长廊刘永革主任为调研组成员介绍了实验

室的发展历史、学术委员会成员，进入实验室后调研组分别参观了图

书资料室、研究工作室，最后刘主任在成果展示厅为调研组作了关于

实验室建设情况的报告。考察结束时修振环主任一行对我校立足地域

优势、聚焦文化传承创新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表示充分的肯定，勉励

学校继续加大研究力度、争取实现更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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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主任刘永革参加 2019 河南省计算机大会暨学术年会 

 

2019 年 7 月 6 日以“引领智能创新”为主题的 2019 河南省计算

机大会暨学术年会在河南城建学院隆重举行。 

河南省计算机学会名誉理事长苏锦祥教授、理事长周清雷教授、

河南城建学院党委书记张惠贞、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副校长甘勇、河南

城建学院副校长赵金安等出席本次大会。来自省内高校计算机专业骨

干教师，相关 IT 企业、出版社等 200 余名代表参加了本次大会。实

验室主任刘永革教授受邀参加了此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主办精神是为了推动政、企、学、研在人工智能、大

数据、区块链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加强人工智能产业和技术创新以

及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领域的融合，希望通过名牌活动提升整个省

内高校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培养质量及科研水平，进一步

扩大省内院校的受益群体。 

通过此次盛会的举办为参会的专业人员提供了交流最新成果的

平台，会议最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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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同衡规划设计院城市营销研究所一行来实验室参观 

7 月 12 日下午，清华同衡规划设计院城市营销研究所一行三人

来到实验室参观交流。实验室主任刘永革为研究所所长康进、主任研

究员张东林和视觉创意部经理卢风介绍实验室发展情况，并展示实验

室研究成果。 

其间，研究所成员与刘永革主任热情探讨甲骨文最新的研究技

术，还观看了汉字演变动画。三位成员表示，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纪

念活动开幕式举办在即，希望能将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与开幕式的主题

相结合，发现亮点，突出新意。刘永革主任认真讲解实验室的相关技

术发现，并与成员们交换意见。参观结束时，三位研究员表示非常满

意，他们预期将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在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纪念活动发

布仪式上向来宾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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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厅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处处长一行来实验室调研 

7 月 29 日下午，教育厅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处处长曹克舜一

行莅临实验室调研。安阳师范学院副校长孙金伟、安阳师范学院研究

生处多位老师陪同调研组参观。实验室高峰老师接待了曹处长一行，

高峰首先带领曹处长一行进入资料室参观，调研组成员翻阅了实验室

工作简报和相关资料，对实验室的研究项目及成果颇感兴趣，成员们

与高老师热情地探讨甲骨文信息处理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 

 

 

 

走出资料室，调研组成员参观了甲骨文数据中心，高峰老师介绍

了数据中心的基本情况。其中，调研组专程参观了学生工作室，包括

研究生工作室和本科生工作室，成员们对工作室的环境表示肯定，也

鼓励学生认真做好研究。最后，调研组成员进入成果展示厅，高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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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就实验室整体情况给调研人员做了详细介绍。并通过大屏展示实验

室研究成果及目前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调研组成员在听取高峰老师

的汇报之后对实验室取得的成果表示充分的肯定，也对实验室未来的

发展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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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重点实验室验收专家组对实验室进行考察验收 

2019年 8 月 14日，河南省重点实验室验收专家组一行 6人莅临

实验室对实验室进行建设期满考察验收。 

专家组首先来到勤业楼 106会议室。副校长孙金伟、实验室主任

刘永革及实验室部分成员出席会议。专家组听取了刘永革主任的工作

汇报。汇报主要从“实验室研究发展方向”、“学科建设和队伍培养”、

“实验条件和工作基础”、“学术交流和开放课题”、“学术委员会

工作开展”、“依托单位支撑情况”、“实验室建设发展”、“未来

努力方向和发展建议”等八个方面展开。 

 

汇报结束后，专家组到实验室进行实地考察，他们首先来到四楼

的图书资料室，翻阅了实验室印制的工作简报，专家们对工作简报表

示充分的肯定，他们表示：简报系统而全面地记录了实验室的日常工

作，并且制作精良，可以说是实验室的一张名片。随后专家组成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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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参观了甲骨文识别与字形分析研究室、数据加工室、学生工作室和

成果展示厅，其中在成果展示厅，实验室办公室主任高峰老师为专家

组成员展示了实验室最新的研究成果---甲骨文献数据平台“殷契文

渊”网站的建设情况。随后验收专家组来到五楼实验室，分别考察了

数据中心、专家工作室和实验室办公室等地。 

 

实地考察结束后，验收专家组一行回到勤业楼 106 会议室，对实

验室建设情况进行质询和讨论。就专家组提出的问题，实验室主任刘

永革作了详细的说明。讨论结束后，专家组成员在肯定实验室建设成

果的同时也对实验室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例如：希望实

验室能建立完善的制度，做到“制度上墙”；希望实验室能做好甲骨

文化的宣传和包装，等。 

通过此次验收，实验室进一步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并借此契

机完善实验室的相关建设，为实验室更好的发展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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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宋镇豪、宫长为受邀到实验室指导工作 

9 月 6 日上午，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宋镇豪和

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宫长为莅临实验室指导工作。实验

室主任刘永革和实验室成员热情接待了宋先生与宫先生。 

宋镇豪和宫长为首先在实验室与刘永革主任及中国文字博物馆

党委副书记李宽生、副馆长魏文萃进行会谈，共同讨论纪念甲骨文发

现 12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具体工作事宜。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将

于下个月在安阳举办，会议开幕式设在中国文字博物馆，宋镇豪殷切

地期盼中国文字博物馆能做好开幕式前的准备。 

上午 11 时许，宋镇豪和宫长为在实验室与安阳市文物局局长李

晓阳会面并落实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学术研讨会筹备工作的进

展情况。 

 

 

https://baike.so.com/doc/3455813-36363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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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6 日下午，宋镇豪和宫长为为实验室即将发布的甲骨文大数

据平台“殷契文渊”做了测试和指导。两位先生耐心认真地观看数据

库当中的每一项内容并给出意见和建议。其中，宋镇豪指出关于辑佚

释文上传、增加一种释文、散篇里出现多片甲骨时图片的序号问题等。

宋镇豪强调，在“殷契文渊”中出现的尚不能确定的字，“宁可空，

不可错”。这充分显示了宋镇豪先生严谨治学的态度，也使实验室全

体人员从中受教。 

两位先生在仔细观看“殷契文渊”大数据平台的内容之后对实验

室成员所做的工作表示肯定，也对“殷契文渊”大数据平台的建设工

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实验室主任刘永革对宋镇豪和宫长为表示感谢，

并要求实验室成员认真按照宋先生和宫先生的建议对数据库进行整

改，提高效率，争取早日完成平台的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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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六所高校统战部负责人到实验室考察参观 

9 月 6 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委统战部部长徐家平，副市长祝

振玲，市委统战部、民宗局、教育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安阳工学院、

安阳学院、河南护理职业学院、安阳职业技术学院、安阳幼儿高等专

科学校等高校党委书记、统战部长以及我校党委书记纪多辙、党委副

书记朱登潮等同志莅临实验室考察参观。实验室主任刘永革热情接待

了考察团一行。 

考察团跟随刘永革主任来到实验室图书资料室、数据加工室、学

生工作室进行参观，他们亲切地与工作人员交流谈话，随后，考察团

成员进入实验室成果展示厅，刘永革主任向各位成员介绍了实验室的

发展情况，并展示了实验室的最新研究成果。成员们在听取刘永革主

任的介绍之后纷纷表示赞许并祝愿实验室未来发展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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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召开本学期第一次工作会议 

2019 年 9 月 9 日，实验室召开新学期第一次工作会议，会议由

实验室主任刘永革主持。办公室主任高峰等 24 名实验室成员参加。 

会上，刘永革首先强调了宋镇豪先生为实验室做出的贡献，他希

望实验室成员都能向宋先生学习，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其次，刘

永革重申了“殷契文渊”发布的紧迫性，他希望在本月 20 日前内部

人员完成测试。会议第三项，刘永革进一步明确了各组的职责和分工，

针对宋镇豪先生到实验室指导工作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刘永革强调

务必要及时整改。会议结束时，刘永革鼓励大家安心工作，他指出，

实验室会为大家提供人力和物力方面的保障，希望大家能够心无旁

骛，团结一致，尽早完成“殷契文渊”的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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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顺利通过河南省省级重点实验室验收 

2019 年河南省科技厅对 2016 年度建设的 29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

建设情况开展验收工作。其中，8 月 14 日验收组到我校甲骨文信息

处理重点实验室验收。根据专家组验收意见，经厅长办公会研究审定，

实验室符合验收要求，顺利通过验收。 

甲骨文信息处理实验室源于 2000 年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信息

处理小组”，2004年被批准建设为校级“甲骨文信息处理实验室”，

2009年被河南省教育厅确定为河南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2016

年获批为河南省重点实验室。此次顺利通过验收，是对过去三年实验

室建设的肯定。实验室全体成员将会继续努力，争取将实验室建设得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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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处组织 2019 年新入职教师到实验室参观 

 9 月 19 日下午，全体 2019 年入职新教师在学校人事处的组织和

带领下来到实验室参观学习。实验室办公室主任高峰接待了新进教

师。 

新进教师分为三组先后到实验室图书资料室、数据加工室、甲骨

文识别与字形分析研究室和学生工作室参观。他们颇有兴致地与实验

室的老师们交流讨论。高峰向他们展示数据加工室仪器的使用，并在

成果展示厅为他们介绍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情况。新进教师认真听取

了高峰主任的讲解，对实验室的研究成果表示赞许，也从实验室的发

展中学到了开拓思路、创新进取的研究精神。老师们表示这次参观和

学习收获很大、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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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熊晶、焦清局、王楠参加第五届国际计算机前沿大会 

9月 20日—9月 23日，第五届国际计算机前沿大会(ICPCSEE2019)

在桂林理工大学屏风校区召开。实验室成员熊晶博士、焦清局博士、

王楠老师参加了大会。 

 

 

 

此次会议以数据科学为主题，通过特邀报告、主题演讲、论坛、

口头报告等形式进行了学术交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学院执行院长李向阳教授，广西师范大学李先贤教授，中山大学沈

鸿教授，清华大学徐恪教授，悉尼科技大学 Xiangjian He 教授，济

南超算中心主任张云泉研究员，复旦大学斯雪明教授和中南大学刘安

丰教授分别作了大会特邀报告。此外，本次国际计算机前沿大会还特

邀清华大学郑海涛、前沿技术讲习班张珊珊等 33 位专家在遥感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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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前沿论坛、区块链技术前沿论坛、计算视觉前沿论坛等 7 个分论坛

进行学术交流。 

通过此次会议，为中国计算机信息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搭建了一

个交流讨论的平台，广大与会代表在此平台上进行深入的交流探讨。

实验室成员也收获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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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主任刘永革参加中国古籍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9 年 9 月 21日以“中国古籍数字化”为主题的第七届中国古

籍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所长尹小林、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传

统文化数字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高工、中华书局编审刘尚慈、搜韵

网创始人陈逸云等出席本次大会。实验室主任刘永革、博士李邦等实

验室成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围绕人工智能时代中文古籍数字化的现状与

未来进行交流探讨，通过各方面的专家进行交流以推进古籍数字化的

发展，进一步实现对古籍的保存和使用。使得广大国民能从中受益。 

通过此次盛会的举办为参会人员提供了交流成果的平台，并在研

究和实现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成果，对甲骨文文献数字化的实现

也提供了一些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