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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重
在培养兴趣，难在积累，贵在坚持，只
要持之以恒，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
获。阅读提升我们的思考力，提升我们
的判断力，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

我们需要静心阅读、深度阅读来
不断丰富自身文化修养，我们能在书
中获得温暖的力量、找到人生前行的
方向，更能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生命
中的灵魂伴侣。“书中自有黄金屋、书
中自有颜如玉”，书读多了人的气质也
自然而然的改变，腹有诗书气自华，读
过的书籍自然会体现在你的思维中、
言谈举止中。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增
长智慧的重要方式，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精神发育、文明传承的重要途径。

翻开书页，审视千百年的坎坷和辉煌，
传承中华经典，我们能读懂屈原“长太
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深厚的爱
国之情、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
邻”的送别之情，阅读，让我们每个人
的生命从疲于奔命的状态中解脱出
来，有暇顾及诗和远方，有暇丰富自己
的精神世界。在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下，
保持会阅读的能力非常重要，让我们
的心宁静下来才能更好的阅读思考，
更好地拥抱未来。

阅读要从娃娃抓起，阅读能开阔
孩子的视野，丰富孩子的内心世界，有
助于孩子形成良好的品格和健全的人
格。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
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

刻，道德使人高尚，逻辑修辞使人善
辩。”让读书学习成为习惯，从小培养
孩子爱读书、读好书的习惯，将使孩子
受益终身。孩子在阅读过程中能感受
到书中向上的精神力量，读书让一颗
心在知识的海洋中渐渐丰盈、充实起
来，让孩子内心充满自信，提升文化内
涵，书香伴成长，孩子才能成长得更
好。

阅读，让人们时时处处接受文化
熏陶、领悟中华文化，增强对中华文化
的自豪感，不断坚定文化自信。

用阅读坚定百姓的文化自信
易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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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真是太好了袁现在手机微信扫一扫袁我
就能将这个电子图书带回家看遥 冶8月 6日
下午袁 海河镇跃华村农家书屋内人气满满袁
周末很多村民都聚集在这里阅读尧休闲袁该
村村民王平利在这里扫了一下书本二维码袁
就将电子书野装进冶手机带走了遥 据悉袁该村
农家书屋目前藏书 2000多册袁涉及农业尧经
济尧政治尧法律等类别遥 电子图书阅览设备
则储藏电子书 2万多册袁10 人可同时使用
设备阅览袁而且袁读者还可用手机下载软件
随读随存袁非常方便遥

近年来袁我县通过成立县全民阅读促进
会袁开辟数字图书馆尧网站和微信平台推荐

等多种途径引导全民阅读袁助推便民阅读蔚
然成风遥 开辟数字图书馆袁在人员密集场所
设置有 3000 种正版图书的电子图书借阅
机袁方便读者阅读遥

在县图书馆微信平台上专推书香射阳
建设袁在网站开设全民阅读专栏遥 在县城新
设立多个公共阅读新空间袁设计制作统一的
阅读标识尧管理制度遥建成多家农家书屋野一
卡通冶尧数字书屋尧全面实现图书总分馆尧农
家书屋三级联网尧通借通还和数字书屋建设
全覆盖尧全达标遥野基层数字图书馆渊射阳冤服
务平台汇集了 3000册中文电子图书尧1000
册红色连环画尧200种优质期刊尧2500集视
频资源袁资源适用对象包括普通大众以及老
人尧妇女尧儿童等曰资源内容覆盖农林牧渔尧
医药健康尧创业就业尧法律咨询尧少儿学习等
领域遥用户可以通过电脑端和手机端两种途
径检索和阅读该平台的各类资源遥 冶县图书
馆工作人员介绍袁野数字图书馆平台注册步

骤有两种院一是电脑端访问方式袁即输入耶射
阳县图书馆爷官网袁或者百度输入耶射阳县图
书馆爷进行搜索袁打开网站后鼠标双击首页
的耶基层数字图书馆爷栏目遥二是手机端访问
方式袁即扫一下专用二维码袁进入耶基层数字
图书馆爷或者耶射阳县图书馆爷公众号首页袁
选择页面底端耶书香品读爷的子菜单耶数字图
书馆爷进入进行注册/登陆选项遥 冶

野这两年袁每逢工作日或者周末袁我就带
宝宝在这里跟其他小孩一起玩袁又能让他们
读读儿童书遥 冶合德镇淮海村张奶奶带着小
孙女过来读书袁 自己则跟李大妈一起聊天遥
一旁的小孙女一边玩着袁一边念着朗朗上口
的乡风文明野三字经院野合德镇袁渊源长曰英雄
地袁鱼米仓曰听党话袁感党恩噎噎遥 冶

近年来袁随着网上阅读和电子阅读逐渐
成为人民阅读的野新宠冶袁我县全面实施数字
化阅读阵地建设袁在县行政服务中心等人流
密集处设置电子图书借阅机袁市民可以免费

下载电子书袁极大地减少了群众购书买书的
经济开支袁提升了全县人均阅读量遥同时袁在
县图书馆内开通中文在线 野云屏数字借阅
机冶和野江苏省少儿数字图书馆大屏阅读机冶
等电子阅读设备袁 弥补部分纸质书籍的短
缺袁并依托超星学习网云上资源袁大力普及
野移动图书馆冶手机 APP使用袁以技术革新
让群众阅读随时随地尧随心所欲袁为实现全
民阅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遥

野电子图书馆袁具有存储能力大尧速度
快尧保存时间长尧成本低尧便于交流等特点袁
是随着电版物的出现袁 网络通信技术的发
展袁 而逐渐出现的遥 光盘这一海量存储器尧
能够存储比传统图书高几千倍的信息袁比微
缩胶卷要多得多袁而且包括图象尧视频尧声音
等等遥 电子图书馆袁里面收藏的不是一本本
的印刷在纸上的图书袁 而是以电子形式储
存尧检索文献信息袁从而为公众提供服务的
图书馆遥 冶县图书馆负责人声情并茂地说遥

电子阅读引领读书新风尚
本报记者 李文华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姚世炯 李涵 冯小雨冤8月 11
日傍晚 7时许袁笔者来到洋马镇新灶村 7组徐小龙党员
读报室袁只见村干部徐小龙家灯火通明袁堂屋的大桌旁
围坐七八个青年人袁他们正在认真读书看报袁沉浸在知
识的海洋里遥 这是洋马镇青年农民忙野充电冶的一个镜
头遥

为了让全镇的党员干部参与到全民阅读袁 今年初袁
该镇在 8 个村居的 59 个村民小组设立 59 个党员读报
室袁为培训新型青年农民搭建了平台遥 镇里由宣传办总
牵头袁 政府花费 10万元统一订阅 叶农民日报曳叶新华日
报曳叶盐阜大众报曳叶盐城晚报曳叶江苏科技报曳叶农村党
员曳等报刊杂志袁明确邮政局按时投递遥各类时政尧科技尧
文化报刊吸引农村党员干部和村民的眼球袁全镇党员和
青年农民读书看报蔚然成风遥 每天晚上袁59个党员读报
室和镇政府全民阅读中心灯光通明袁党员干部尧青年农
民带头读书看报袁村居文化宣传员还到每个村民小组读
报室领读时事政策尧法律尧法规尧种养科技袁为村居干部尧
青年农民野充电冶遥

洋马镇村居读报室

成青年农民“充电”站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张咏晨 记者 李文华冤8 月 5
日一大早袁四明镇塘东村专职宣传员打开党报党刊公共
阅读栏橱窗袁 从里面取出昨天的报刊杂志进行存档袁重
新换上当日的 叶新华日报曳尧叶盐阜大众报曳尧叶射阳日
报曳尧叶求是曳等刊物遥 橱窗面积虽说不大袁但设计的很讲
究袁干净整洁有序袁特别是几个党报党刊公共阅读栏格
外引人注目遥

近年来袁四明镇所有村居都成立了报刊图书室和阅
读栏袁可供村民阅读的刊物近十万册袁并配备了专职管
理人员袁还对农家书屋管理员定期集中培训袁使其掌握
图书的保管尧造册尧借阅尧登记等技能袁制定了叶管理制
度曳叶借阅制度曳叶管理员岗位职责曳等一系列制度袁以不
断提高服务管理水平袁让农家书屋真正成为广大农民学
文化尧学科技的野文化粮仓冶遥 使村居图书室担起野科技
兴农冶的重任,发挥好传递科技信息,并将其转化为生产
力和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野桥梁冶野纽带冶作用遥 目前袁全镇
上下农民读书看报之风正悄然兴起遥

8月 5日是塘东村图书馆开放的日子袁陆续前来看
书的人特别多遥党报党刊公共阅读栏前和村图书馆里来
了不少读者袁 有的在聚精会神地浏览自己感兴趣的内
容袁有的将自己所要的内容拍摄存在手机里袁有的农民
还随身带着纸和笔袁仔细记录着相关知识袁有的在指指
点点边看边议论遥野村民们一有空就来了袁在这儿学到了
不少科技致富知识遥 书都是县里投资的袁村里再花点钱
建书屋袁值得浴 冶村文化宣传员高兴地说院野到这里看书袁
既不要掏钱袁还能看到想看的书袁不懂的问题袁还能互相
讨论袁交流经验袁要想致富袁就来农家书屋袁这里是知识
的海洋尧赚钱的耶加油站爷遥 冶

金屋银屋袁不如书屋曰金山银山袁不如书山遥 村民们
你一言袁我一语袁对农家书屋的建设非常满意遥村党支部
邢书记说袁在野农家书屋冶的推动下袁村里不少农民学到
了修配尧养殖尧种植尧加工等方面的知识袁找到了致富的
野金钥匙冶袁成为了致富的带头人遥

四明镇村级图书馆

农民致富“加油站”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陈建康 记者 李文华冤8 月 7
日袁海通镇团塘村三组的养鸡专业户费玉清来到村农家
书屋袁从书架上查找智能养鸡方面的书籍袁并认真翻阅
起来袁给自己野充电冶袁确保今年养鸡再获大丰收遥

近年来袁海通镇十分重视农家书屋建设袁明确要求
各村居建设一个占地面积不少于 30 平方米的农家书
屋袁藏书在 5000册以上袁落实专人负责遥 各村居按照镇
党委政府的部署要求袁分别建起了农家书屋遥除了政治尧
经济尧文化等方面的书籍外袁侧重购买了种植尧养殖尧加
工等农业科技生产方面的技术书籍袁 满足乡村科技能
手尧种养大户等读者群体的需求遥 该镇积极探索农村书
屋发展的长效运营机制袁 充分利用农家书屋的优势袁拓
展服务功能袁发挥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尧每月 20
日的党员活动日尧 科技讲座和农家书屋的互补作用袁将
党员活动尧科技培训和村民读书活动融为一体袁使农家
书屋真正成为乡村文化活动中心遥还利用元旦尧春节尧五
一尧国庆等重大节日举办读书知识竞赛尧读书演讲比赛
等活动袁 激发了广大村民以及科技示范户们的读书热
情袁爱读书尧读好书成为海通人的新时尚遥沟浜村六组青
年农民俞新建高中毕业后外出打工袁 由于没有一技之
长袁劳动强度大尧工资待遇低袁他渴望改变一下自己的处
境遥 自从村里办起农家书屋后袁他早晚泡在农家书屋里
研读养鸡技术书籍袁后来和母亲一起创办养鸡场袁经过
十多年的拼搏袁目前拥有鸡棚 4个袁圈存鸡达万只袁一家
人通过科学养鸡走上了致富路袁成为周边群众学习的榜
样遥

海通镇农家书屋

启动“智富”助农增收

本报讯渊通讯员 陈延冤为了更好地宣传和利用江苏
省少儿数字图书馆平台数字资源袁 让广大少儿读者度过
一个愉快的暑假袁日前袁县图书馆举办了暑期少儿阅读推
广活动要要要野亲爱的爸爸妈妈冶主题亲子阅读活动袁拉开
了暑期少儿数字资源线下系列阅读推广活动的帷幕遥

来自江苏省少儿数字图书馆的李老师首先向小读者
和家长们介绍了江苏省少儿数字图书馆平台丰富的数字
资源和使用方法遥为消除大家的陌生感袁锻炼小读者自信
心袁老师让他们走上讲台进行自我介绍后开始了绘本叶亲
爱的爸爸妈妈曳的讲解袁通过通俗易懂的文字描述尧形象
生动的直观动画播放袁 互动过程中孩子们模仿各种动物
发音读信件袁了解这些动物的属性和生活习性袁孩子们听
得如痴如醉遥最后在手工折信纸环节中袁老师让小读者把
自己想对爸爸妈妈说的话写在信上放入信封中交给身旁
的爸爸妈妈袁并让小朋友大声表达出对爸爸妈妈的爱袁把
整个活动推向了高潮遥

此次活动既让孩子们体验到阅读带来的乐趣袁 又引
导他们学会利用图书馆丰富的数字资源袁 强化了动手能
力袁受到了家长的热烈欢迎遥通过活动拉近了小读者与父
母的距离袁学会感谢父母的培养和教育之恩遥

县图书馆举办亲子阅读活动

野噎噎父母呼袁应勿缓袁
父母命袁行勿懒遥 父母教袁须
敬听袁父母责袁须顺承噎噎冶

野夫君子之行袁静以修
身袁俭以养德遥 非淡泊无以
明志袁非宁静无以致远遥 夫
学须静也袁才须学也袁非学
无以广才袁 非志无以成学
噎噎冶

日前袁合德镇条心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的青
少年教育专业志愿者老师
为该社区孩子们开展野经典
诵读冶活动袁通过教育孩子
们诵读叶弟子规曳尧叶诫子书曳
等经典家风家训古文袁弘扬
传统美德袁倡导文明家风遥

在活动现场袁记者见到
孩子们端坐课桌前袁面前摆
着叶弟子规曳和叶诫子书曳两
篇古文经典袁在志愿者老师

的领读下袁整齐划一地齐声朗读遥
记者了解到袁年初以来袁该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持续推进野书香社区冶建设袁不断提
升社区家风家训宣传氛围遥 在今年暑假开始
时袁就开始谋划经典诵读小课堂袁依托野假日
四点半课堂冶袁开展经典诵读活动遥 通过为期
30天的野日有所读袁串读经典冶活动袁以课堂集
体朗读尧家庭和小区诵读等形式袁实现野教育
一个孩子袁带动一个家庭袁影响一个社区冶目
标遥

野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袁进一步提高了青
少年们的读书积极性袁 营造出更加浓郁的文
化氛围袁掀起社区读书热潮遥 冶该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负责人倡议袁野让我们捧起书来袁
享受读书的快乐袁追求知识的真谛袁愿书籍成
为我们永远的朋友袁让阅读点亮人生浴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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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你好袁请不要大声说话袁给你一张文明提
示卡遥 冶日前袁临海文化分馆里的小小图书管理
员刘芳芳轻声地对小朋友说遥

为了方便暑假学生阅读袁该分馆招募了 6
位小小图书馆管理员袁就读于临海小学四年级
的刘芳芳成为其中一员遥小小图书管理员的职
责是整理少儿书刊袁对影响阅读环境的小朋友
进行提醒袁予以纠正袁并送上文明提示卡遥

一开始袁刘芳芳拿着文明提示卡胆怯地寻
找着目标袁发出第一张卡时袁说话声音轻不说袁
还不敢正视比她大的小朋友袁 发完马上 野逃
走冶遥 两三次后袁小姑娘的胆子大了点袁不仅把
话说完了袁还看看对方的反应遥

几个回合之后袁在这些小图书管理员的管
理下袁该馆内的阅读环境逐渐变好袁她们手中
的卡也全部发完遥图书馆工作人员又给了她们
一些卡袁这回小姑娘们商量转变思路袁要奖励
给文明阅读的小朋友遥

据该分馆的负责人介绍袁招募小小图书管
理员袁旨在让小朋友成为图书馆的主人袁培养
责任感和自我管理意识袁为学生们的暑期阅读
服务遥

小小图书管理员
本报通讯员 李春辉 陈洪飞

一天朋友约我去茶座袁 刚一落座袁
他便长叹一口气道院野这段日子很疲
惫遥 冶是疲惫袁不是累浴看着朋友一脸的
憔悴袁我端起茶杯听他说袁从工作受阻袁
到婚姻变故袁又和一直帮他的岳父产生
了不大不小的矛盾袁众多的事情夹在一
起袁使他觉得生活真的是一团解不开的
麻遥

野你最近是不是看书少了钥冶我和朋
友最初是因为在微信里分享书单而熟
悉起来的袁 先是喜欢彼此推荐的书袁后
来又发现生活中也很有话题袁便越走越
近遥 可是现在袁朋友说院野这么多的事情
缠身袁我哪有时间去看书遥 冶我告诉他袁
越忙袁越乱袁越要看书遥

似乎每个人都会有朋友这样的经
历袁会因为忙乱而烦躁袁会因为烦躁而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窒息感遥 曾经袁我也
有过遥 幸运的是袁有朋友推荐我看了一
本书袁张德芬的叶遇见未知的自己曳袁到

现在我只记得书中的一句话野天底下只
有三件事院老天的事袁你的事袁他人的
事冶袁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袁其他的
都是老天的事和别人的事袁不是我们可
以控制得了的遥
那时候我才发现袁书不完全是满足

于我对于文学上的欲望袁还可以修复我
们的心灵袁安抚我们的情绪遥

再后来袁我看的书越来越多袁类型
也越来越多遥 迷茫无助的时候袁我看关
于修禅方面的书曰 云淡风轻的时候袁我
会看闲适的小品曰 文字干涩的时候袁我
会看名家的文字噎噎当书柜上的书越
来越多的时候袁 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充
实袁很多的困扰都可以从书中找到解决
办法袁 每一本书都像是一位生活导师袁
用各种方式在讲述着不一样的故事和
知识袁而且它总是那样循循善诱遥

阅读袁是我认为应该坚持一辈子的
事袁 因为它可以丰盈我们生命的厚度袁

它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袁层次丰
满遥

在家里袁我会看纸质的书袁轻轻一
翻袁 阵阵书香能让人瞬间安静下来袁那
样熨贴的质感通过手指袁 抵达心灵深
处遥 我喜欢纸质的书籍袁但也不反对用
手机或其它的电子产品看袁什么工具看
书其实并不重要袁重要的是袁我们在阅
读遥 已抵知天命之年的我袁看书是一种
心情袁如同和老友对话遥

我更希望袁通过自己的行为袁让孩
子和身边的人同样爱上阅读遥我相信一
个被书香萦绕着的人袁 他是宁静的袁自
信的袁勇敢的袁睿智的袁浑身散发着不一
样的光芒遥更相信袁如果我们都爱阅读袁
那我们的生命也将和谐而美好遥

丰盈生命的厚度
春水

暑假期间袁 我县图
书馆尧 新华书店读者数
量不断增加袁 丰富多样
的图书种类袁 凉爽安静
的阅读环境袁 让市民畅
游在书籍的海洋里遥

图淤新华书店里袁
前来挑选图书的人络绎
不绝曰

图于市民在超市里
选购书籍遥

彭岭 摄

近年来袁 长荡镇党委政府十分重视全民阅读工作袁
不但 14个村渊居冤全部建立图书阅览室袁而且还经常组
织群众开展读书以及读书分享活动遥 图为该镇三合村村
民农闲时在图书阅览室读书时情景遥

崔启丽 张建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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