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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毕竟西湖六月中袁风光不与四时同遥 接天莲叶无穷
碧袁映日荷花别样红遥 冶9月 7日下午袁在四明镇建华村农
家书屋袁一场读书交流活动正在火热进行遥 一首首内蕴丰
富的古诗词袁台上的中小学生们不仅熟记于心袁更能声情
并茂地背诵出来袁 赢得了在场 100多位村民及家长的掌
声遥 野以耶小手牵大手爷的形式袁耶由点带面爷全面开展全民阅
读活动袁充分激发了村民到农家书屋读书的兴趣浴 冶村总支
书记顾昕高兴地说遥

农家书屋是全民阅读在农村的主阵地尧大平台袁把好
书送到家门口是对农民群众文化权利的有效保障袁也是推
动乡村振兴尧富民惠民的有效举措遥近年来袁我县大力推动
农村书屋建设袁 不断推动农家书屋由低标准向高标准转
变袁由基础型向提升型转变袁将农家书屋打造成乡村振兴
野文化粮仓冶遥

野今年已有 100多人在我这儿办好了借阅证袁书籍选

择面宽了袁大家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浴 冶走进盘湾镇宏大镇村
农家书屋袁该村党总支书记沈建华高兴地告诉记者遥 在过
去发展初期袁我县农家书屋以独立书屋为主袁面积小尧阅读
环境差袁图书种类单一遥为了让农家书屋效益发挥最大化袁
近年来我县通过推行 野一卡通冶袁 让所有农家书屋与镇分
馆尧县馆实行通借通还袁打通管理体制障碍袁盘活放大图书
资源遥全县 15个镇区因地制宜袁将农家书屋纳入村级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一体化建设袁推行农家书屋与村文化服务中
心尧校外辅导站尧居家养老中心尧党员远程教育中心共建共
享袁同时实现农家书屋数字化全覆盖遥目前袁全县近八成的
农家书屋面积在 80平方米以上袁 近六成的农家书屋拥有
6至 10台电脑的电子阅览室袁 近一半的农家书屋安装了
空调袁农家书屋成为野7+N个活动室冶中最成熟尧标准最高
的一个文化阵地遥

老张是海通镇射海村退休老党员袁也是村农家书屋管
理员遥 2013年袁他主动积极承担上千册图书的管理登记任
务袁将农家书屋打理得井井有条遥过去袁部分农家书屋常年
野铁将军冶把门袁缺少书屋运行的野益生菌冶遥近年来袁我县锚
准这一痛点袁全力抓好农家书屋管理员主力军建设袁让热
心文化事业尧 责任心强的同志优先担任农家书屋管理员袁
热爱书屋管理尧有一定工作能力的退休老师尧老干部担任
协管员袁并从在职机关干部尧在职教师尧在校大学生中袁为
每个书屋招募不少于 2名志愿者袁让越来越多像戴桂珍那

样热心尧负责的书屋管理员守护着乡村阅读的光明遥 与此
同时袁县政府每年将先进镇和三星级以上农家书屋的创建
列入综合考核袁 县财政每年安排农家书屋建设专项资金袁
用于农家书屋创星创先的扶持与奖励遥镇区每年配套相应
经费用于图书更新尧书橱尧电脑尧空调等购置袁通过优化管
理队伍尧夯实财政保障双管齐下袁保证三星级以上农家书
屋和数字农家书屋标准化建设袁推动全县农家书屋整体提
升遥

农家书屋不仅要建得好袁更需用得好遥今年以来袁我县
以农家书屋为载体袁多维度开展阅读示范推广活动袁坚持
野书屋伴着文明走冶袁深化野一月一屋一主题冶袁开展野我的书
屋窑我的梦冶读书交流尧野志愿悦读在书屋冶等一系列主题阅
读活动袁全面解读党委政府服务野三农冶方针政策袁关注农
民健康与精神文化生活袁真正让农家书屋野动起来尧活起
来尧火起来冶遥 全面对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志愿者袁县级
机关各部门志愿服务队到挂钩镇村尧社区开展阅读示范推
广袁通过故事讲述尧惠民讲座尧节目表演等喜闻乐见的形
式袁把党的声音传播到基层群众身边遥 先后成立多个读书
组织袁每年常态化服务 50多万农民及其农村青少年阅读袁
将农家书屋打造成为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袁提升农民生
产尧生活水平与技能的有效平台袁真正让农家书屋成为乡
村振兴的不竭动力源泉遥

农家书屋：乡村振兴的“文化粮仓”
本报记者 李文华

本报讯渊通讯员 陆万里 成麟祥冤近年来袁盘湾镇
高度重视全民阅读袁扎实推进袁营造出浓郁的阅读氛围遥

该镇完善全民阅读平台遥 提档升级镇图书馆袁 建立
野一卡通冶借阅及免费开放机制曰大力增配图书资源袁逐年
增加文化站年订购图书曰建好尧用好村级图书室和农家书
屋遥

该镇开展阅读活动遥 持续开展野中华魂冶主题教育尧
野全民阅读冶主题读书活动袁有效推进镇公共文化阵地经
常性阅读服务袁定期组织读书讲座尧培训遥

该镇打造特色品牌活动遥 为各村居分别建设阅读中
心户袁不定期开展读书交流活动袁开展野图书进农家冶野流
动的图书室冶和野读写未来冶等活动遥

盘湾镇

全民阅读书香浓郁

本报讯 渊通讯员 王克成冤野噎噎北国风光袁 千里冰
封袁万里雪飘袁望长城内外噎噎数风流人物袁还看今朝遥 冶
为庆祝建党 98周年袁扎实做好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
题教育推进工作袁日前袁县交通运输局举行全系统野重诵
红色经典冶活动遥

在活动中袁 该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开展了重诵红色
经典活动袁该局质监站尧海事处尧公路站尧航道站尧运政处尧
兴桥交管所等有关同志诵读了 叶红色经典故事十则曳袁引
导大家进一步传承红色精神袁坚定理想信念袁展现新时代
党员新风采遥

野通过重温红色经典袁感受峥嵘岁月袁在潜移默化中
接受革命精神的教育和洗礼袁我们要始终站稳政治立场尧
勇于履职担当袁做党的忠诚的交通卫士遥 冶该局负责人深
有感触地说遥

交通运输局

开展“重诵红色经典”活动

本报讯渊通讯员 陈延冤日前袁县图书馆举行野书香射
阳冶大讲堂公益讲座基层行活动袁邀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国际关系学院成汉平教授走进 31609部队 42分队袁为全
体官兵做了一场 叶从香港乱象看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深刻
含义曳主题讲座遥

成汉平教授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香港发生的 野反送
中冶所呈现的特点开始袁剖析它所带来的影响和冲击袁结
合百年未遇之变局的理论分析其深层次的问题遥 通过事
实揭示了这是一场在境外势力的支持下尧配合下有组织尧
有计划尧有预谋尧有目的的反中乱港行动袁是在中美贸易
战不断扩大以及中美关系呈现复杂的态势下的一个必然
结果遥

在讲座现场袁广大官兵通过聆听成教授详尽的讲解尧
一针见血的点评尧丰富多彩的案例袁深刻理解了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与百年未遇大变局之
间的关系袁强化了危机意识尧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遥

“书香射阳”大讲堂
公益讲座进军营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
读能够增长知识、拓展视野、提高本
领，阅读能够促进社会进步、改变生
活、提振精神。综观一些比较贫困落
后镇区，之所以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整体受
教育程度不高、人均阅读率低，缺少
科技致富的技能。

近年来，大力推动全民阅读被
提上了县委、县政府的重要议事日
程，在不断强调文化自信的今天，全
民阅读正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推动全民阅读，难点和重点在
乡村。“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是丰富
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途径，由
于地域环境、经济发展、文化背景、
重视程度等方面的原因，各地推动
全民阅读的工作进度也不尽相同、
整体发展呈不均衡状态。尤其是农
村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底子薄，
再加上农民阅读意识差等因素，推
动全民阅读更是重点和难点。如果
仅仅依靠上级的支援和扶持，村民
自身还未认知到多读书、读好书的
重要性，全民阅读工作也很难取得
实质性的进展。但是，不少镇尽管是
个“穷乡镇”，但当地形成了“再穷也
不能穷文化”的共识，舍得加大投
入，村民也积极支持，让免费阅览室
极大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有效地
促进了当地的全民阅读工作。

推动全民阅读是一项长期而艰
巨的任务，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广泛参与，同
时还要因地制宜，满足偏远贫困地区居民不同的阅
读需求，以书香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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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读书袁最喜欢在黄昏读书遥
夕阳西下袁晚霞染红了半边天袁远的房子袁近的树袁再近

的花都被笼罩在一片朦胧尧柔和的烟红中遥我喜欢沉浸在这
种神秘又美好的黄昏里袁捧一本心仪的书袁静默成一幅永恒
的水墨画袁融入到书本中袁心中充满了野拥抱清晨尧手握黄
昏冶的豪气袁充盈野采菊东篱下袁悠然见南山冶的惬意遥

我喜欢读书袁读书是一种享受的过程袁没有俗事之扰袁
没有尘事之纷遥习书记的游记尧散文尧小说等五花八门尧包罗
万象的书报袁信手拈来袁就地阅读袁把精彩的地方标注尧摘录
下来遥最喜欢阅读曹文轩的纯美小说袁任时光在指间悄悄流
淌袁书本发出了水晶般晶莹剔透的轻吟浅唱袁这种幸福的意
境是野读书之乐乐无穷袁瑶琴一曲来薰风冶所无法描述的遥

我喜欢在黄昏读书袁黄昏冲淡了白天喧嚣的焦灼袁黯淡
了夜晚迷蒙的缤纷遥 淡淡柔风袁给万物披上了一份清新的韵
律遥 我读书的速度是很慢很慢的袁恨不得把书上的字一个一
个抠下来吃进肚子里遥 读到意境深远的句子袁总会限入无限
的遐想中遥 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袁喜欢将书本
上优美的文字妆点进精致的生活袁 把文字打磨成饭桌上最
可口的菜肴袁把生活过成浪漫的诗行遥 有一次读到野绿影竞
扶疏袁红姿相照灼冶这两句诗时袁心中大喜遥这可是一道入眼
入心入胃的美味袁放下书本袁穿过厅堂袁打开音乐袁系上围
裙袁从梦幻的文字中走进现实的厨房袁做出精美的黄瓜盅袁
四周配上黄瓜皮尧番茄做的花朵袁儿子一边大快朵颐袁一边
忙不迭夸奖我院野妈妈一菜一汤皆成景袁菜中有诗情袁汤中有
画意遥冶老公总会附和着院野餐中见秀色遥冶此刻袁夫与妻尧母与
子尧 父与子就会相视一笑袁 醉人的菜香里闪烁着柔情的光
泽袁诱人的浓汤里荡漾着温情的旖旎遥 我乘胜追击院野5分钟
之内必须以红和绿说出 5个成语袁1句诗词袁 下次才有更好
吃的遥 冶欢笑声尧抢答声尧点赞声尧碗筷碰击声甜蜜地弥漫在
小屋里遥 做成赏心悦目的佳肴袁我常常特别野自恋冶袁拍了照

片渊视频冤分享到微信朋友圈里袁配上一段飘逸雅致的文字袁
或几句隽永清秀的小诗袁吸引了一大批忠实的点赞者尧求菜
谱者遥

我喜欢在黄昏读书袁 因为月亮升起的天边有今日丰硕
收获的欣喜袁太阳落下的尽头有明天幸福遐想的守望遥有段
时间我迷上了中医遥 在黄昏里袁翻阅了大量医学书籍袁标注
了无数笔记袁多年的学习研究袁对人体的穴位尧经络了如指
掌袁对各种病痛的反射区烂熟于心袁对简单便于操作的食疗
小秘方如数家珍遥时时给自己和父母按摩尧推拿尧艾炙尧刮痧
保养一下身体袁给家人熬一锅药膳滋养身心袁母亲多年的老
寒腿经过我小半年的按摩尧推拿尧艾炙居然痊愈了遥

野腹有医书气自华冶袁我母亲家附近的老人经常向我请
教一些简单的按摩手法和主要穴位的艾炙方法袁 我俨然成
了半个小野中医冶袁我星期六回娘家时袁他们把切好洗净的野
生草鱼送给我母亲熬汤给我喝袁 摘下最新鲜的枇杷送给我
吃袁在黄昏里我收获了满满的金灿灿的感动遥

我喜欢在黄昏读书袁晚霞搀扶着希冀的余光袁轻捧着娇
羞的红晕袁为万物镀上一层圣洁的光辉袁在隐忍中彰显光明
的磊落袁在平淡中书写真实的禅意遥单位为我们每个人精选
了一本图文并茂的叶道德经曳袁我在下班前总会随手翻翻袁每
一句都是一个蕴含深意的处世金句袁 每次看过对人生都有
一种新的大彻大悟遥邻居奶奶因为早年不幸袁对谁都一幅愁
眉苦脸的样子袁镇里所有的人都对她敬而远之遥有次听我母
亲说袁她长年咳嗽袁我买了药食同源的食材袁抄下经过多次

实践有奇效的小秘方便条送给她遥 野天下难事袁必作于易冶袁
这之后袁 邻居奶奶每次看到我都笑眯眯地大声吆喝院野朱三
妈袁贴心小棉袄回家了遥 冶不会骑车的她大热天跑了十几里
路给我找了整整一蛇皮袋陈年老艾袁让我晚上泡脚去寒气遥
小侄女说院野姑姑给邻居奶奶心中种上了一缕阳光遥 冶我对小
侄女说院野邻居奶奶就是一本生涩难懂的书袁 她让我读懂了
老子的耶致虚极袁守静笃爷这句话的真实禅意遥 冶

一路走来袁一路读书袁一路优美的风景遥 书读多了袁世事
洞彻了袁就会有野一蓑烟雨任平生冶的乐观自信遥 书读多了袁
灵感总是在不经意间如一个个快乐的音符一样跳跃在我午
夜的梦中袁真是野三更有梦书当枕冶遥 我铺开一室明媚袁小心
翼翼捕捉着这些闪烁着灵性的音符袁 抚摸着自己内心最深
处的温柔袁涂抹成一树树馨香的月季袁以通讯尧信息尧调研尧
散文尧诗歌等形式静静地尧淡淡地在各类报纸尧杂志和省厅尧
市局各类征文这一片广袤的沃土上绽放芳华遥 一篇篇散发
着油墨香的稿子袁一本本鲜红浓艳的获奖证书袁点缀成我人
生路上的鸟语花香袁吸引国土人深情驻足凝眸回望遥 野言传
不如身教冶袁儿子与小侄女耳濡目染袁节假日黄昏总是围在
桌子边悦读一小时袁 偶尔也会拿起笔来涂鸦一下遥 儿子的
叶梦想未来汽车曳叶穿越三国曳等文章在叶射阳日报曳副刊上刊
登遥 小侄女的叶我爱射阳四季歌曳在射阳县委宣传部组织的
征文中获最高奖要钻石奖遥

我喜欢读书袁更喜欢在黄昏读书袁我愿做一个寂静的心
灵舞者袁在这阡陌小路上独行袁在自己漫长而平凡的人生路
上袁书写豪情袁起笔成诗袁落笔成画袁舞出属于自己的绚丽天
地遥

手握黄昏
朱莉

本报讯渊通讯员 刘德钊 记者 杨向东冤连日来袁
县人社局组织干部职工开展了 野书香人社冶 读书交流活
动遥旨在进一步激发职工读书热情袁引导干部职工读书尚
学尧增智明理尧提高素质遥

参加读书交流会人员就红色经典及古诗词鉴赏等书
籍学习材料进行交流遥 交流会上袁大家畅所欲言袁分享了
自己读红色经典尧 喜爱的古诗词和自己的读书经历尧心
得遥 参加读书活动的人员纷纷表示袁平时忙于事务袁通过
读书交流活动袁虽然时间不长袁但大家的交流使得自身收
获了很多不同的观点遥同时袁大家也表示以后生活中一定
要养成读书习惯袁提高自身修养遥

记者了解到袁年初以来袁该局以野书香冶文化袁打造文
明单位特色尧营造浓浓读书氛围之际遥让干部职工静下心
来袁安心地读一会儿书袁积极营造了野多读书尧读好书尧爱
读书冶的浓厚氛围袁为创建野书香人社冶打下坚实的基础遥

人社局

开展“书香人社”读书交流活动

图淤为兴桥镇红星居委会图书室一
角遥

图于为居民在盘湾镇裕民居委会农
家书屋阅览图书遥

图盂为新洋农场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之野读书角冶遥

彭岭 邱玲娜 成杰 摄

为加快推进野书香射阳冶建设袁充分满
足城乡居民阅读需求袁近年来袁我县结合
县域实际袁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袁进一
步倡导全民阅读社会风尚袁营造野多读书尧
读好书尧好读书冶的良好氛围遥

9月 7日上午 8点多钟袁秋高气爽袁阳光明媚遥 长
荡镇宏才居委会四组共产党员董志林家里热热闹闹袁
一群放假的孩子们紧紧围住在董志林跟前听他讲述
有关古代名人读书成才的故事遥

野司马光小时候记忆力很差袁别人背一篇文章袁读
三四遍就可以了袁 差一点的读十遍也就差不多了袁可
他每次都要读几十遍才行遥 为了背文章袁司马光看书
常常看到深夜袁但是因为白天也在看书袁所以一到晚
上他就困得睁不开眼睛袁有时竟会迷迷糊糊地躺在那
儿睡着了遥 后来袁他拿了一段圆木头来当枕头遥 半夜袁
他一翻身袁圆木头就滚走了袁头部跌下来就马上会清
醒袁又可以起来继续看书了遥 他把圆木头叫耶警枕爷遥 冶
董志林老人耐心细致地讲解袁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遥

野董爷爷袁还能给我讲一个耶匡衡凿壁偷光爷的故
事吗钥 冶在长荡中学读初二的陶淘同学还要董志林讲
读书的故事遥

野匡衡从小勤奋好学袁但家中没有蜡烛照明遥邻家
有灯烛袁但光亮照不到他家袁匡衡就把墙壁凿了一个
洞引来邻家的光亮袁让光亮照在书上来读遥 同乡有个
大户人家叫文不识的袁是个有钱的人袁家中有很多书遥
匡衡就到他家去做雇工袁又不要报酬遥 主人感到很奇
怪袁问他为什么这样袁他说院耶我希望能得到你家的书袁
通读一遍遥 爷主人听了袁深为感叹袁就把书借给他读
噎噎冶

野爷爷再讲一个袁再讲一个遥 冶家住亭湖区南洋镇
青墩办事处的孙志国同学 渊系董志林邻居的外孙冤一
个劲地催董志林老人继续为他们讲读书的故事遥
据了解袁董志林是一位老党员袁当过兵袁做过村支

部书记袁还是一位 60年代的老高中生袁有喜欢读书学
习和写新闻尧文学作品的爱好袁先后在报刊以及网络
媒体发表新闻和文学作品 100多篇遥 去年年初袁他看
到邻居孩子们到他家玩并发现对读书感兴趣后袁就萌
发了为他们讲读书立志成才故事的想法遥 截至目前袁
他共为邻居孩子们讲读书故事 50多次遥

农家小院故事惹人醉
本报通讯员 陆海英 张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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