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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群众野多读书尧读好书尧好读书冶要要
要

本报讯渊记者 李文华冤野自从县里组
织耶农家书屋爷专题文艺演出到我们村巡
演袁我们深受教育袁如今我们社区利用农
闲读书的人多了袁这都是耶书香射阳爷建设
给农村带来的新气象遥 冶日前袁四明镇维新
村村民姜明告诉记者遥
近年来袁我县精心策划开展各类读书
活动袁大力倡导全民阅读袁加快推进书香
射阳建设袁努力在全县形成野多读书尧读好
书尧好读书冶的良好氛围袁全民阅读蔚然成
风遥 我县紧紧围绕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
化建设战略袁按照政府主导尧文化惠民尧城
乡均衡尧资源共享的原则袁坚持经济社会
发展与群众文化需求相适应的方针袁构建
以县图书馆为总馆袁13 个镇图书馆分馆尧1

加人数上万人次遥 书友们通过阅读会解读
历史袁弘扬国学袁品味文学袁享受读书的乐
趣遥 先后与县环保局尧县教育局等部门和
单位举办野生态射阳窑美丽家园冶读书征文
活动袁 与县妇联开展 野相伴共读窑书香润
德冶家庭亲子阅读活动袁与县总工会开展
各种主题的 野职工读书月冶尧野全民阅读手
拉手春风行动冶等活动袁并通过经典诵读尧
主题征文尧演讲比赛等袁进一步深化了读
书效果遥 与此同时持续推进野职工书屋冶建
设袁全县建成国家级野职工书屋冶3 家袁省级
野职工书屋冶5 家袁市级野职工书屋冶25 家袁
与县农商行合作共建建成 3 万册野电子书
屋冶遥 与县教育局在全县学校开展了野书香
校园冶创建工作袁通过组织评选书香教师尧
书香少年尧书香家庭袁举办经典诵读展示
等形式多样袁内容丰富的读书用书活动遥
我县通过举行党报党刊公共阅读知
识竞赛现场抽奖尧野书香中国冶 图片展览尧
图书展销尧读者现场有奖猜谜互动尧免费
发放移动图书馆阅读卡尧办理图书馆借书
证等活动袁让更多的人融入到全民阅读中

来袁进一步营造野文明书香润鹤乡冶的良好
文化氛围遥 野六一冶儿童节期间袁在县少年
宫举办了射阳县野凤凰新华杯冶庆野六一冶
小学生中华经典诗词诵读展示活动袁进一
步提高了青少年对经典诗词的理解能力袁
提升了未成年人的人文素养遥 县全民阅读
促进会每年组织开展送公益展览进机关尧
镇区尧学校尧部队尧社区巡展活动近 50 场
次袁 参观人数达 40000 多人次遥 该项目还
荣获省文化厅的优秀服务成果奖三等奖遥
先后邀请了南大教授潘知常尧苏州大学戏
曲学博士任孝温尧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
系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成汉平尧南京
师范大学教授殷飞尧 国家一级作家张晓
惠尧盐城师范学院教授陈义海等知名专家
教授坐客野书香射阳大讲堂冶作专题讲座袁
听众已达 30000 多人次遥 通过举办 野书香
飘鹤乡窑悦读乐农家冶 专题文艺巡回演出
等群众喜闻乐见袁野到嘴到肚冶的巡演方式
进行深入城乡基层宣传袁让全民阅读深入
人心遥

临海镇

“书香公仆”读书活动掀高潮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李春辉 陈洪飞冤6 月 10 日上午 11
时袁临海镇党委主要负责人利用空隙时间袁认真阅读叶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读本曳袁边读边做记号边做笔记遥 这
是该镇开展野书香公仆冶读书活动的一个缩影遥
年初以来袁该镇党委政府结合学习型组织建设袁精心
组织开展野书香机关窑书香公仆冶主题读书活动袁在全镇营
造崇尚读书的浓厚氛围遥 部署今年精读叶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读本曳尧叶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曳和叶学党章党规系列讲话做合格的
党员干部曳等书籍袁要求每天阅读 30 分钟遥 学习采取个人
自学和集中学习相结合袁基础在学袁关键在做袁增强针对
性尧实用性袁力戒形式主义袁增强党性袁讲规矩有纪律袁守
住为人尧做事的基准和底线遥 推进野文明创建尧书香临海冶
全民阅读活动遥 在镇各党支部开展读书竞赛袁将读书情况
每月一通报袁一季一评比袁每月一表彰遥
目前袁 该镇已发放 叶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
本曳等精读书本 438 本袁发放叶读书笔记本曳1000 多本袁有
1000 余名党员干部投入读书活动中遥

近年来袁我县
以打造独具特色
的文化生态为目
标袁积极传承发展
优秀传统文化袁深
入开展全民阅读袁
大力建设书香社
会遥
彭岭 摄

陈洋居委会农家书屋袁居民在阅读书籍

县图书馆

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陈延冤为丰富孩子们的阅读面袁发
挥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优势袁 引导少年儿童多读书读
好书袁日前袁射阳县图书馆联合老约翰绘本馆袁在县人民
路小学举办了野绘本阅读进校园窑浓郁书香伴成长冶阅读
推广活动遥 该校二年级的学生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遥
活动中袁绘本馆老师带领同学们一起走进叶蚂蚁和西
瓜曳美丽的绘本世界袁讲述了一群蚂蚁是如何用智慧与合
作将一块被野餐的游客忘在地上的西瓜袁分割尧搬运尧带
回蚂蚁窝袁 并最后用西瓜皮做了个滑滑梯的精彩绘本故
事遥 老师的讲读声情并茂袁引人入胜曰孩子们倾听专注尧身
临其境尧个个欢呼雀跃遥 他们被绘本中丰富的故事情节所
感染袁积极地参与其中袁整个活动在手工制作小西瓜环节
中结束遥
野我们举办绘本故事进校园活动袁旨在通过活动的开
展能将阅读的种子播撒进孩子们的心田袁 让他们了解绘
本尧接受绘本尧爱上绘本袁最终爱上阅读遥 冶县图书馆负责
人表示遥

学生们利用闲暇时间在县新华书店读书野充电冶
县图书馆服务优质袁读者络绎不绝

“新宠”
实用书籍成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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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农家书屋建在农民身边，农民利
用下雨天气和农闲时间，到农家书屋查
找资料、看书、学习，充实了农民们的闲
暇时间，丰富了农民们的文化生活，并
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农民们的生活观念。
目前，农家书屋正在成为我县农民们工
作、学习、劳作之余的“充电站”和精神
易 家园。
木
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当前全县不少
村居的农家书屋面临着配书不当、缺乏
有效管理等问题。因而，要想让农家书
屋真正成为农民的“精神家园”，笔者认
为要在管理员的配备、图书的选择和各
类活动的开展等方面下足功夫。
人是一切工作的核心，选准了管理
员，就办好了农家书屋，管理员的配备
要合适。聘任专职农家书屋管理员或综
合文化管理员，每月给予一定经济补
贴，请政府图书馆业务人员培训管理
员，适应农事的变化和农民的需求，及
时调整开放时间等，使服务更周到，让
农民群众阅读更方便。
“适
农家书屋要有“农味儿”，图书的选择要“合胃”
销对路”。建立数字化移动图书馆，让村民只要扫描二维
码，就可以反复阅读和观看海量的电子图书、报刊、有声
读物、网络课程视频等电子资源。
图书以实用为主，农业的、科技的、法律的、文学的、
历史的、少儿的、保健的等等都要有。书籍更新，农民“点
餐”，农民想看什么书，可以在农家书屋留言簿上留言，
由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服务单位安排落实。
图书不阅读不使用就形同虚设，因而活动开展要经
常。在农家书屋开展讲故事、写春联、放电影、国学诵读
等活动。寒暑假，在农家书屋办学习班，邀请返乡大学生
为留守儿童辅导功课，教他们做游戏。在农村青少年中，
开展“每天读一小时书”的活动，助力农村学生培养良好
的阅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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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书
书香缕缕

“书香射阳”建设让鹤城氤氲浓浓书香
个社区和 1 个海防营分馆的公共图书馆
总分馆一体化服务体系袁不断适应群众对
文化信息资源的共享需求遥 对已经建立起
来的公共网络平台袁以构建书香射阳建设
为载体袁 以打造现代数字图书馆为追求袁
努力发挥总分馆资源优势和服务效能遥 读
者拥有一张借阅卡袁即可在全县范围内任
何一家分馆享受文献的借阅尧数字资源查
询等服务袁实现野一卡通冶通借通还遥
在推进野书香射阳冶建设的进程中袁通
过活动推动尧典型促动袁催生了一批各类
民间社会阅读组织袁成为全民阅读推广的
新生力量遥 重点扶持的阅读组织有原色读
书会尧书香射阳阅读会尧托馥咖啡阅读会尧
樊登读书会射阳分会尧新坍星火创业公社
晨曦书屋读书会尧海防营军营读书会等具
有示范引领尧活动正常的民间社会阅读组
织遥 县全民阅读促进会定期不定期地视察
指导尧帮助提升袁在典型的示范引领下袁这
些阅读组织正常组织开展 野关于鲁迅先
生冶尧野听红楼瓷语要要
要洋洋说瓷冶尧野读书
与人生冶 等各类主题读书沙龙等活动袁参

员圆

成麟祥

野我们村的书屋几乎天天爆满袁大伙儿有空就来
这儿读书看报尧学习耶充电爷袁特别是特色种养尧生活保
健等方面的书籍阅览率很高遥 冶盘湾镇宏大村农家书
屋里的管理员介绍道遥
5 月 19 日下午袁盘湾镇宏大村农家书屋里尧屋外
站满了人遥有的挑有关种植尧养殖等农业科技类图书袁
有的选有关保健尧美食等生活常识类图书袁如今这些
实用书籍成了农家书屋的野新宠冶遥

记者

杨向东

笔者提起农家书屋袁正在看书的养羊大户老张感
慨地说院野要想致富袁得先读书遥过去只知闷头拉车袁不
知抬头看路袁养羊走了不少弯路遥自打有了农家书屋袁
学到了新技术袁养羊可不用发愁作难了遥 冶如今袁他不
仅把自家的养殖搞得红红火火袁还带领周边村数十名
乡亲发了野羊财冶袁成为地方名副其实的野羊博士冶遥
通过野文化带动尧典型拉动尧乡村联动尧村民自动冶
等形式袁着力抓好农家书屋建设尧管理尧维护尧使用等
环节袁定期举办野全民阅读冶尧野我的书屋我的家冶等主
题阅读活动袁 积极引导农民走进农家书屋进行学习袁
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遥 野耶有难题找图
书爷已成了许多村民的习惯袁街头打牌喝酒的不见了袁
打架斗殴的没有了袁农家书屋成为农民致富奔小康的
好帮手袁农村和城市一样袁没有读书场所照样不行遥 冶
盘湾镇宏大村党支部书记沈建华说遥

农忙时扛起锄头下地干活袁农闲时捧起书本学习
文化知识袁说的就是合德镇耦耕堂村民的生活遥 在这
个人口只有一千多人的村庄袁村民们野文武双全冶袁用
自己的双手和智慧袁 绘出了一幅美丽乡村的动人画
卷遥 6 月 9 日下午袁记者走进该村袁感受了该村村民农
闲时节的读书生活遥
天气预报该日下午有暴雨袁该村村民们在上午就
结束了农活袁下午打算到村里的农家书屋看书遥 午后
大约 2 点多钟袁该村村民陆陆续续来到村里的农家书
屋袁从书架上找到自己喜爱的书袁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遥
56 岁的村民张思亮怀抱两岁的孙子一起看图画
书遥 野儿子尧儿媳都在外务工袁我和老伴在家带孙子袁
农忙时就在明勇家庭农场打工打工袁 一天能有 80 元
收入袁闲下来就带孙子来看书袁从小培养孩子学习的
好习惯遥 冶张思亮乐呵呵地说遥
在该村的农家书屋袁仅今年以来借书的就有 200

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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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瓣

李文华

小村读书热
本报记者

一粒米袁一个品牌遥
一位记者袁一份记录遥
厚厚的一大本袁 长长的
昨
十八年遥
这是全景式的扫描袁 这
昨
是全覆盖的报道袁 是这全程
喜
式的跟踪袁 这是全方位的解
读遥
读
我的案头袁 这部张学法
张
新著叶粒粒皆辛苦曳袁让我心
学
动袁催我沉思袁吸引我一同见
法
证了射阳大米品牌的成长之
张
路袁 我在第一时间看到他用
锋 新
野第一速度冶 留下的新闻镜
著
头袁跟着他在野第一现场冶体
祖
验创牌的多彩画面袁 聆听着
粒
他在不同时期为粮食生产发
粒
出的野第一声音冶遥 不禁仿唐
皆
李绅句袁 写下如下韵语院野笔
底有温度袁脚下沾泥土遥 余解
辛
书中意袁字字亦辛苦遥 冶
苦
十八年袁 一个孩子成人
诅
了曰 十八年袁 一个品牌成熟
了遥 从起初的野养在深闺人未
识冶袁到如今的野天下谁人不
识君冶遥射阳大米的品牌价值已经超过了 180 亿元遥而县
报记者张学法袁也完成了他一位在场者的忠实记录遥
透过书中的字里行间袁我在想该说点什么要要
要
我要说袁 射阳大米是射阳这块大地上的标志性产
品遥 什么标志钥 地理标志遥 最新的研究表明袁稻作的起源
地在中国遥养育着今天地球上 70 亿人的三大农作物袁玉
米是美洲的贡献袁小麦是西亚的贡献袁而水稻袁则是中国
的贡献遥 射阳种植水稻袁起源于野废灶兴垦冶之际袁兴起
于上世纪八尧九十年代袁成名于新世纪之后遥 其品质之
优又是缘于这里独具的气候环境袁 独有的水土资源袁独
特的生态模式遥 我在 2008 年曾经帮助撰写过 野射阳大
米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陈述报告袁其风格特征我用 10 个
字概括袁即野饱满尧晶莹尧香绵尧润滑尧营养冶遥 饱满状其
粒尧晶莹誉其体尧香绵润滑表达其口感袁营养丰富反映其
本质遥 这一带有独特性乃至惟一性的地理特征袁正是射
阳大米叫响南北的成功之道遥
我要说袁射阳大米是射阳政府和人民共同打造的高
质量产品遥 从张学法提供的新闻作品中袁我们可以全面
地了解到为创建这一著名品牌袁从县委政府正确的决策
部署尧相关部门的通力协作袁大米协会的持之以恒尧专业
人员的悉心指导尧加工企业的诚信坚守尧营销人员的策
划宣传尧广大农民的辛勤劳作袁无一不秉持打造同一个
品牌尧高举同一面旗帜尧共享同一方发展坚定理念遥 十
八年的努力袁十八年的心血袁共同培育出一个地区的绿
色品牌尧共同擦亮了野射阳大米冶的金色名片遥
我要说袁射阳大米是张学法献给故土故乡的一瓣心
香遥我几乎是看着张学法从农村青年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县报记者袁他的大米情结袁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袁纯粹来
自他自小便播种在心底的农民情愫尧农业情志尧农村情
怀遥 在这部作品集中袁我们看到的不光是他关于大米品
牌成长持续的报道袁而且还有他关于粮食问题研究的文
章袁那才是思想的光源袁灵魂的发声遥 因为他尽管不再
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袁但他一直没有忘记老家那大片水
稻灿烂打开的情景袁那是一本大书袁一本记载着中国根
本的大书遥 他一边不时地从这本大书的阅读中汲取力
量袁一边也在不停地书写着新的内容遥
野一粒米/最白色的翅膀/启发我们/公元 2958 年的
水稻/会长成/音乐的形状/鹧鸪声声/扬花灌浆遥 冶诗人
孙昕晨的封底题诗告诉我们袁野一粒米袁 和我们并肩前
进遥 冶
射阳大米袁自然永远和射阳一起成长浴

郭馨蔚

余人次袁其中有关种植尧养殖尧幼教等类型的书籍最受
村民们欢迎遥现在袁书屋每天都是野生意兴隆冶袁到书屋
借书尧看书袁成了村民闲暇时的首选遥该村在家的村民
一到农闲袁会不约而同地到农家书屋看书学习袁汲取
知识营养遥 该村还多次邀请县乡农技员来开展培训袁
播放科教录像带袁向村民讲授科学种养等农村实用技
术袁把科学种田的知识野金种子冶播撒进农民心田遥
野一有时间就想来这里袁农家书屋成了我们的金
屋子袁想了解什么这里都能找到答案袁养殖尧种植袁还
有肥料使用都有袁对我们帮助很大遥冶该村村民张如高
说遥
据了解袁该村农家书屋开设的宗旨就是野为村民
服务冶袁让村民有书读袁喜欢读书袁并从中学到知识尧掌
握技术尧增长智慧遥 在这里袁村民随时可以看书遥 学生
放假也可以来农家书屋袁不用花一分钱袁便可在书海
徜徉一天遥

阅读有怪癖
春水
阅读的怪癖我一直都有遥
每每拿到一本书袁不是先读序言袁按照顺序一页一页
地读下去袁而是先读作者的后记袁先看看作者自己如何看
待这本书袁写作过程中遇到过怎样的问题遥 差不多相当于
一场晚会或者一部电影的幕后花絮袁 在后记当中可以窥
见一些细节袁也许与这本书无关袁但是足以表明作者的态
度袁对待读者的态度袁对待自己的态度遥 有的书偏偏没有
后记袁那就从最后一页袁最后一段读起袁否则袁总感觉这本
书没有从头读一样遥 你说怪不怪钥
一本书袁尤其是小说和纪实作品袁每每临近结尾总是
充满不舍袁这种感觉很纠结院既好奇结局希望尽快得到答
案袁又留恋一本书的阅读过程袁不忍告别遥 于是袁往往会小
心地留下最后几页袁 像对待珍宝一样选择特定的时间去
仔细阅读袁慢慢享受阅读的过程袁最后与这本书里的人物
告别袁让心回归到沉静袁幸福感满满地期待下一本好书遥
这样的习惯是不是有点孩子气钥 像是得到了喜欢的糖果袁
不忍吃完袁到最后只是用舌尖舔遥
读书的环境也很挑剔袁大多数人喜欢安静袁我偏喜欢
热闹袁喜欢陌生的热闹遥 比如公园里袁那里虽然热闹袁但是
各忙各的袁互不干扰袁是陌生人的环境袁有生活气息遥 而且
这样的环境还可以检验一本书袁读一本书袁看它能否读进
去袁 如果在热闹的环境里仍旧能忘我地读着袁 那么这本
书袁没错的遥 其实袁读书需要一个人内心的安静袁假如内心
充满不安和浮躁袁再好的书恐怕也是过眼烟云遥 以喧闹做
背景袁专心致志地读自己的书袁乐哉悠哉浴
读好书袁遇到精彩的段落和句子袁喜欢抄写一遍遥 这
还不够袁每读完一本书袁还要在扉页写上简短的读后感袁
等到重读一遍的时候袁比较感受有何不同遥 是这样的袁有
的书袁尤其是好书袁是一辈子的朋友袁需要反复读袁每个年
龄段的收获各不相同遥 记录下来袁做好读书笔记袁既是学
习袁也是练笔袁有时候还有提升思想的作用遥 只不过袁在自
己的书上可以写写画画袁如果是借来的书袁还是要略微控
制一下的遥
读书人自有读书人的怪脾气袁 单就读书来说也有不
同的阅读习惯遥无可厚非遥也许袁关于读书袁你也有自己的
怪癖吧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