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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谈读书体会尧朗读经典片段尧深情诉
说那些与书的感人故事噎噎10月 25日野书
香射阳大讲堂冶在县城港城小学火热开讲遥
整整一上午的交流与分享袁 让在场的师生
们都深刻感受到阅读的力量遥

书香围城袁文明浸染袁鹤乡大地为之一
新遥 近年来袁我县以野爱读书尧读好书尧善读
书冶号召为指引袁营造野大学习冶氛围袁全方
位尧立体化尧系统性推进野书香机关冶野书香
射阳冶建设袁让阅读成为全民的文化信仰遥

环境改变人袁气氛影响人遥在创建书香
机关活动中袁 我县各机关单位从本部门实

际出发袁立足于机关党员干部每天面对尧接
触的载体来营造读书氛围袁 通过利用本单
位的广播尧电子显示屏尧宣传橱窗尧文化长
廊尧内部报刊等袁大力倡导良好读书习惯袁
激发机关党员干部读书热情遥 为打造一支
干事创业尧 履职尽责的高素质机关党员干
部队伍袁我县积极搭建高质量的读书平台袁
先后打造出民政局野书香民政冶尧司法局野德
润司法人窑书香进科室冶尧 海河镇 野书香海
河冶尧海通镇野七彩课堂冶等读书活动遥 它们
采取报告讲座尧网上交流尧读书会等多种形
式学习业务书籍尧研读经典书籍尧选读兴趣
书籍袁 一方面既培养出一个个爱读书的职
工袁 他们以身示范袁 影响更多的人主动阅
读尧爱上阅读曰另一方面又营造出一个个书
香氛围浓厚的机关组织袁让人坚持阅读尧乐
于阅读遥

为及时满足机关党员干部读书需求袁

我县根据机关党员干部的需求袁定期更新尧
充实读书书目袁形成有新则读尧常读常新的
良好局面遥注重传统与创新相结合袁综合运
用传统灌输式与鼓励自觉式尧启发感悟式尧
相互交流式尧实践体验式等读书形式袁不断
激发机关党员干部的读书兴趣袁 让 野要我
读冶变为野我要读冶遥同时袁重点打造野书香射
阳大讲堂冶尧野国学大讲堂冶 等 22项全民阅
读活动品牌袁邀请南大教授潘知常尧苏州大
学戏曲学博士任孝温尧 国家一级作家张晓
惠等知名专家教授作专题讲座袁 让鹤乡大
地书香四溢遥

如何在互联网信息爆炸时代袁 让人们
保持阅读的习惯袁重视学习的力量袁是我县
打造野书香机关冶的一个重要课题遥 野机关是
一个重要的学习阵地袁 也是一个有效的辐
射窗口袁我们在机关单位点燃一把耶阅读爷
的火袁很快就能蔓延到城市的各个角落遥 冶

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遥
在野共建共享冶的理念指导下袁我县积

极拓展尧 创新机关党员干部读书学习的渠
道和方式袁 打造智能化 野互联网+阅读冶平
台遥 在县行政服务中心等人流密集处设置
电子图书借阅机袁 党员干部可以免费下载
电子书遥在县图书馆内开通中文在线野云屏
数字借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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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员党员干部充分利用野学习强国冶APP袁以
技术革新让机关广大干群阅读随时随地遥

春风化雨袁润物无声遥 在阵阵书香中袁
文明射阳的浪潮此起彼伏袁 射阳干群的创
业热情也进一步高涨遥 一个野爱阅读袁爱学
习冶的鹤乡正以积极的姿态袁奔跑在高质量
发展道路上遥

最是书香能致远
要要要我县大力推进书香机关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王中印

高亚同志的第二本书叶大地的怀想曳即将付梓之前袁
特地开车从扬州回射阳袁送来一本厚厚的书稿清样袁瞩我
为其写篇序言遥 他的第一本书叶大地的声音曳中有散文有
资料袁其中虽然也不乏精品袁但是叶大地的怀想曳读后使我
眼睛一亮遥这哪是一位业余作者的散文集钥要不是署了高
亚的真名实姓袁不以为作者是位专业散文作家才怪呢遥

我同高亚同志相识相知袁要追溯到 1980年袁当年县
委县政府根据上级指示袁较大乡镇必须适当划小袁六垛乡
是从临海镇八丈河以北尧 苏北灌溉总渠以南划建的一个
新乡遥六垛乡经济基础薄弱袁自然条件差袁是射阳的野北大
荒冶遥我从外乡调入六垛担任共青团书记数月后改任党委
秘书遥家住五垛村的回乡知青高亚来到乡政府拜访我袁他
知道我是报道员出身袁将他写的一些新闻报道稿让我看遥
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小青年袁 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诚实和充
满才气袁有缘之人一见如故袁且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遥 从那
次谋面以后袁他隔三差五地往我办公室跑袁农忙时就夜里
来敲我的宿舍门遥每次来总要带来好几篇新闻稿袁让我帮
助修改后发往新闻单位遥我为高亚的写作热情所感动袁积
极向党委推荐他到乡政府来搞通讯报道工作袁 但是当时
已经有了一个专职报道员袁一个小乡不能配两个报道员袁
怎么办呢钥事也凑巧袁正好县里要求各乡镇明确一个人执
笔编写乡志袁我便向党委建议袁让高亚来做这项工作遥 当
时乡里言明不发工资袁 由村里先记工分袁 然后同乡里结
算遥 高亚根本不把报酬当回事袁只知道尽心尽职地工作遥
在编写乡志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袁 他还挤出休息时间帮助
我起草公文袁协助处理办公室的相关事务袁深夜写作是常
事袁那几年他在各级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有影响力的文章袁
写作能力大有提高遥我调县政府办公室工作后不久袁高亚
便担任了乡党委秘书遥 由于他德才兼备袁工作勤奋袁政绩
突出袁职务不断提升袁由秘书提拔为乡长助理尧副乡长尧党
委副书记尧乡长尧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尧县住建局党委书
记袁直至 2019年上半年因年龄关系享受副处级经济待遇
正式退休遥

尽管高亚的职务多次变化袁工作量不断增大袁但坚持
笔耕不辍袁结合工作写作的初衷一直没变遥在工作中发现
写作题材袁在生活中发现和发掘写作内容是高亚的强项遥
他干一行爱一行袁干一行写一行袁他每次从国内出差回来
后袁工作任务完成了袁一批描写祖国大好河山的散文也问
世了遥 他随领导到国外考察袁为领导服务的职责尽到了袁
一篇篇介绍异国风情的美文也随之发表袁 从本书中可见
一斑遥

接地气是高亚文章的一个主要特点遥 以 叶布谷声
声曳为例袁他用艺术思维将布谷鸟的叫声演绎得鲜活有
趣遥 儿时挨饿袁盼望麦子成熟袁布谷鸟的叫声是野刮锅尧
刮锅噎噎冶奶奶说袁刮锅来了袁让我把锅刮干净袁新粮要
下锅了遥 六十年代苏北农村粮食短缺的状况就形象地
突出来了遥 当麦子成熟后袁布谷鸟的叫声在高亚的笔下
又变成了野快割尧快割噎噎冶和野快播尧快播噎噎冶写到这
里他笔锋一转袁 联系到了自己的工作院野真正体会到从
野刮锅冶到野快割尧快割冶尧野快播尧快播冶是自己担任乡镇
领导后袁每当野四夏冶在即袁在乡镇机关就坐不住了袁因
为作为乡镇领导袁只有组织发动群众及时野快割尧快割冶
才能保证农民的一年劳动成果不受损失袁季节不等人袁
收割后还得及时播种袁为保证来年好收成打基础遥 布谷
声声袁 在高亚的笔下出现了一幅幅他带领农民抢收抢
种的生动画面遥

我佩服高亚的观察能力袁 他善于将那些别人心中有
笔下无的东西袁别具一格地野捣鼓冶出一篇篇接地气的好
文章来遥如叶童年的年味曳叶拐磨曳叶怀念儿时粽子香曳叶抹不
去的老家味道曳噎噎几乎每一篇都散发出浓浓的乡情袁沁
人心脾的泥土气息袁给人以艺术的享受遥野柴根丁冶尧野肉罗
汉冶煮咸菜的美味袁野烧棒头冶和嫩麦野忍忍冶的香甜袁野糯米
粽子蘸洋糖冶的享受袁让你读得馋涎欲滴遥野猪尿泡打人不
疼尧气得慌冶的俗语袁看瓜老周野拳击分瓜冶的野发明冶袁柴滩
里掏柴刮刮蛋的野解馋法冶噎噎将你一下子带进异彩缤纷
的童年时代袁阅读时让我忍不住大笑了好几次遥

文如其人遥 一个人袁一本书有价值袁就好像拥有了美
好的生命四季遥我相信凡农村出身的人袁或者在农村工作
过的人袁读了高亚的这本书袁从字里行间中一定会感觉似
春风微拂般暖心袁 似夏荷倩影般吐韵袁 似秋果压枝般沉
甸袁似冬梅暗香般醉人遥写到这里袁心中顿生诗意袁口占七
绝一首要要要

沃土根深写华章袁字斟句酌溢芬芳遥
笔耕不辍成果丰袁高亚才情誉鹤乡遥

笔耕不辍硕果丰
颜玉华

本报讯渊记者 成杰冤今年以来袁海通镇紧紧围绕野书香海
通窑全民共享冶目标袁充分发挥农家书屋作用袁在全镇上下掀起
野爱读书尧读好书尧勤读书冶的良好氛围遥

强化传统阅读宣传遥该镇开展图书推荐活动袁利用野每周一
小讲冶组织开展读书心得交流尧读书感想分享尧优秀书刊推荐活
动曰同时面向党员群众推送推荐书单袁鼓励广大干群读原著尧学
原文尧悟原理曰开展送书下乡活动袁购买叶习近平关于野不忘初
心尧牢记使命冶重要论述选编曳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纲要曳等书籍 10000余册袁配送到镇综合文化站和
农家书屋遥

注重媒体阅读推广遥 该镇发挥媒体宣传优势袁利用微信公
众号尧野学习强国冶群等平台宣传优秀出版物袁向机关事业单位
干部职工尧农民尧学生等普及阅读知识袁扩大全民阅读影响力曰
组织干部职工群众观看叶朗读者曳叶见字如面曳等文化类节目袁激
发干部职工群众读书热情曰围绕全民阅读活动袁及时发布消息袁
进行深度报道袁同时宣传阅读活动先进典型和先进人物袁营造
全社会热爱阅读的良好氛围遥

开展各类阅读活动遥 该镇持续面向全镇青少年开展赠书尧
诵读尧吟唱等志愿活动袁共开展阅读活动 10 余场次曰依托农家
书屋积极培塑各村阅读品牌袁 今年以来开展 野读书伴我成长冶
野阅读红色经典窑传承红色力量冶野快乐阅读窑守望幸福冶等共 18
场次遥

海通镇
全民捧起书籍

本报讯渊通讯员 邱玲娜 记者 王中印冤近年来袁新洋农
场以读书活动为载体袁践行野阅读生活化袁学习终生化冶的学习
理念袁着力加强野书香新洋冶建设袁全力推进全民阅读工作袁营造
野人人爱读书尧家家飘书香冶的良好氛围遥

该农场制订并出台全民阅读工作计划袁实行一系列的学习
奖励制度袁鼓励职工参加业余自学和培训袁成立文化宣讲团和
读书写作协会袁开展每月一次宣讲活动袁为开展全民阅读工作
提供了组织保证和计划引领遥坚持把全民阅读设施建设作为重
要内容来抓袁建立了职工书屋尧书画展厅尧摄影厅等功能于一体
的职工文化活动中心袁建立野移动图书馆冶袁利用新洋微信公众
号和网站袁推送野精品微课堂冶尧推荐学习书目袁进一步放大学习
教育后续效应和影响力遥 打造野书香新洋冶文化品牌袁定期举办
野读书知识竞赛冶野好书品读冶野书香伴我行冶读书尧征文尧竞赛尧
交流尧演讲等活动袁利用活动载体袁使全民阅读工作落到实处尧
富有成效遥 组织在职党员干部开展野日学一小时尧月读一本书尧
季有一交流尧年度一展示冶活动袁努力营造野读书好尧好读书尧读
好书冶的浓厚氛围袁调动广大职工群众读书学习和干事创业的
积极性遥

新洋农场

倾力打造“书香新洋”

本报讯渊通讯员 陈洪飞冤农家书屋是开展全民阅读的好
阵地遥 近年来袁临海镇坚持把农家书屋建设摆在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位置袁推动农民读书尧用书袁助力农民生产尧生活质量提
高遥

为鼓励农民多读书尧读好书,该镇经常开展全民阅读比赛袁
组织科技卫生野三下乡冶活动袁举办中老年健康项目进村居演讲
及野学雷锋冶主题征文活动袁组织参加县野书香射阳冶读书活动遥
同时袁该镇坚持做好村居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提升文化综
合服务中心服务水平曰各村居定期邀请专家开展农民实用技术
培训袁向居民免费赠送科技书籍遥 据了解袁该镇新东村尧后涧
村尧盐店村有 14户村民通过农家书屋学习技术袁搞起种植及水
稻尧鱼尧龙虾混养袁成效显著遥

临海镇

农家书屋成农民致富“充电宝”

再次去他的修鞋店时袁我特地给他带去一些旧书遥
他很感激袁说读书真是妙趣横生袁也是一件好事情遥

的确袁 认真读书的人能在书中体会到许多美妙的
感觉袁能在作者创造的世界里开阔视野袁让身心得到安
抚和陶冶遥书中的歌哭笑闹尧喜怒哀乐尧旖旎山河尧壮阔
篇章袁带给人们的启迪和感受实在太好了遥每一次读书
就像在偷学作者的某种才艺袁 作者的才思和美妙的字
句与自己的想法结合袁就成了人生的宝贵财富遥

正如修鞋人说的要要要读书是一件好事情遥 人在读
书时所体会到的妙处袁 和其他事情的快乐感受截然不
同遥 与书为伴袁光明会变得更长袁日子也会慢慢成为美
好遥

平俗的尘世袁通向美好的途径之一就是书籍遥 书中
锦绣尧梦里乾坤袁在纸张上交汇互通袁从文字的内涵和
气息出发袁 让思绪进入无边的旅程遥 随心挑选各种书
籍袁其实就是随心地与各种各样的作者交谈遥

那次去街上修鞋袁修鞋屋干净整洁袁修鞋的家什放
置得井井有条遥 修鞋人是个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的残
疾人袁 一脸温和的笑遥 他的鞋钉盒上放着一本崭新的
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曳遥我同他攀谈起来袁得知他的孩子
正读初二袁那本书是给儿子买的袁他随手拿来读一读袁
不料越读越想读遥 他笑称自己现在是在和儿子一起读
书遥他说读着读着袁以前心里那些想不开的事都全部想
开了遥

读书，妙趣横生
江正

图淤为千秋镇农家书屋一角遥
图于为长荡镇三合村农民利用农闲

在农家书屋阅读遥
图盂为射阳经济开发区居民在陈洋

农家书屋阅读遥

为充分满足城乡居民
阅读需求袁近年来袁我县持
续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袁进
一步倡导全民阅读的社会
风尚袁 全力助推 野书香射
阳冶建设遥

张建忠 彭岭 摄

与书香为伴袁青春绽芳华遥 11月 3日上午袁虹亚
社区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野青春读书会冶志愿服务活
动袁近 20名射阳中学的高中生利用假期休息日来参
加本次志愿服务活动遥

在活动现场袁 社区工作人员给志愿者们介绍了
社区野农家书屋冶概况袁讲解了借书还书的操作流程袁
并现场指导和示范如何进行图书分类整理上架遥 志
愿者们接受培训后进行明确分工袁整理书籍尧维护借
阅场所秩序遥 年轻的志愿者们个个认真负责袁不怕辛
苦袁都高标准完成了志愿服务袁以热情尧笑容诠释了

志愿精神遥
整理图书后袁 同学们还选了自己喜爱的图书在

社区多功能室进行阅读尧讨论遥 在活动过程中袁同学
们积极发言袁 纷纷把自己喜欢或欣赏的有意义的段
落进行分享袁 并详细介绍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以及对
自己的启示作用袁与大家交流心得体会遥 野与同学们
一起看书并分享心得袁不仅能够启发思考袁更在交往
中增进了交流袁结实了很多朋友遥 冶志愿者王同学告
诉记者遥

野开展这样的活动袁 既增进了青少年对于社区
耶农家书屋爷的认识袁延伸了社区耶农家书屋爷的社会
服务功能袁又培养了他们服务他人尧奉献自己的志愿
服务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袁 促进了青少年志愿者人文
素质和道德修养的提高遥 冶社区志愿者沈珠珠对记者
说遥

青春与书作伴
本报记者 成杰

淤

于

盂

为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70年来
我县文学创作成就袁射阳县文联尧射阳作
家协会决定编辑出版叶射阳文学 70年曳作
品选袁相关事项如下院

1尧 选编对象为射阳籍作者或在射阳
工作的外籍作者曰

2尧作品体裁为院小说尧散文尧诗歌尧报

告文学曰
3尧作品要求院获得市渊含市冤以上文学

奖作品尧 省级文学刊物栏目头条作品尧国
家级文学刊物及报纸文学副刊作品尧出版
社出版作品曰

4尧征编作品需提供原件(或复印件)与
获奖证书复印件袁长篇小说如不能提供图

书袁亦请提供封面与版权页复印件曰
5尧叶射阳文学 70年曳 作品选将附叶70

年作品目录曳袁 收入全部市级以上刊物发
表的文学作品袁请一并提供曰

6尧截稿时间院2019年 11月 20日遥
此为射阳文学 70年之集成袁 望作者

互为提醒,以免书成后遗憾遥

资料送交院 合德镇沿河路 64号射阳
县作家协会渊原司法局院内冤袁联系电话院
82318769袁邮箱院2278594711@qq.com遥

射 阳 文 联
射阳县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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