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介：三百
万日俘日侨漫漫归
国路：大遣返，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后，
羁留在中国的日本
战俘与侨民共三百
余万！三百多万日俘
日侨在战祸余波的
冲击下，发生了多少
惊心动魄的故事，尽
管中国当局不念旧
恶，以博大的人道主

义精神对日俘实行宽大政策，采取积极措施遣
送日俘日侨回国，但其中故事仍令人嗟叹：日
军在战败的绝望中以最后疯狂焚毁军营、藏匿
军火、强奸杀人；战俘集体自杀、越狱逃亡；成
千上万的女日侨突击寻夫，异国情侣生离死
别；遣送船海上爆炸……这部纪实作品运用大
量史实，客观地再现了日本战犯的下场、战俘
的结局、日侨的命运……

大遣返

心香一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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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氏寻祖袁寻到山东泗水之滨袁因是得
以跟齐鲁结缘遥 阴差阳错袁忝列聊城大学季
羡林学院名誉院长袁 又得以与宋立杰偶遇遥
己亥年岁首袁一本叶山东水文化曳摆上我的案
头遥

说起水袁油然想起野子在川上曰院逝者如
斯夫浴不舍昼夜遥冶地球的进化袁离不开水遥人
类的繁衍生息袁离不开水遥生命的三要素袁是
阳光尧空气和水遥 孔老夫子在这儿又追加了
一项院时间遥前三项是形而下袁后一项是形而
上遥 自其本义而观之袁生命短暂袁立身处世袁
当只争朝夕袁自强不息遥自其引申义而观之袁
流水即时间袁水在袁时间在袁生命在遥

宋立杰匠心独运袁以水为切入点袁以齐
鲁大地为背景袁结晶了这部叶山东水文化曳遥
书辟五大篇章袁分别以野黄河之蕴冶野运河之
韵冶野沂泗诸河之润冶野泉水之淳冶野海水之魂冶
命名袁对山东境内的河湖泉海进行了条分缕
析的追索遥 一卷在手袁我们既可体会到源远

流长尧博大开放的黄河文化袁感受农商融合尧
兼容并蓄的运河文化袁 又可触摸五彩斑斓尧
绚丽多姿的泉水文化袁领略包容开拓尧虎啸
龙吟的海洋文化遥 这些浩荡尧喷豗尧渟泓之
水袁既衍生了青岛栈桥尧登州古港尧黄河台
房尧临清钞关尧南旺分水枢纽等著名建筑水
利工程袁又造设了大明湖尧微山湖尧东平湖尧
东昌湖等璀璨明珠曰 既产生了八仙过海尧徐
福东渡尧卧冰求鲤尧王景治河尧潍水之战等传
奇故事袁又催生了牛郎织女尧梁祝化蝶尧孟姜
女哭长城等爱情传说遥水系袁乃大地的血脉袁
血脉健旺袁生命就健旺遥上述灵性之水袁滋生
了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类最早的文明袁也滋养
了一代代各领风骚的圣贤豪杰遥齐鲁历史之
深袁得水之泽遥 山东人文之厚袁得水之助遥 是
以袁沂源猿人遗址尧龙山文化等古文明灿烂
中外袁野至圣冶孔子尧野智圣冶诸葛亮尧野书圣冶王
羲之等历代大家彪炳史册遥

宋立杰是一位严谨的青年学者遥他涉猎
的史料袁 既有传统文献中的正史尧 别史尧方
志尧诗文尧杂记袁亦有现代的论文尧实物尧影像
视频遥为了占据第一手资料袁他迈开双腿袁效
法先贤徐霞客袁 自费考察了几乎所有的遗
迹尧景点遥正是这种扎实的功夫袁使他对山东

境内的水资源尧水历史尧水故事袁烂熟于心袁
信手拈来遥

不得不说袁宋立杰还是一位富有灵性的
诗人遥 语言是学问的炼金术袁可以把寻常的
记叙炼成隽诗妙句遥 本书每一篇之首袁均配
有一首作者原创的七言古诗袁作为统摄内容
之序袁形如阅读的指南遥诸如袁野黄河之蕴冶篇
序为院野大河东去浪淘沙袁 英雄治水泽万家遥
雄狮横越将军渡袁好汉出没蓼儿洼遥 黄土摇
身变黑陶袁黏壤脱胎成泥娃遥 岸边犹觅台房
影袁黄河之蕴名天下遥 冶野泉水之淳冶篇序为院
野杨柳依依明湖边袁波涛阵阵趵突畔遥石激湍
声成虎啸袁雷震秦府化龙潭遥 珍珠时时舞涟
漪袁泉林处处映斑斓遥清泉冽水甘若饴袁韵幽
味淳沁心田遥 冶短短数言袁为野黄河文化冶和
野泉水文化冶作了呼之欲出的点睛遥更为重要
的是袁作者的诗情尧才情造就了全书通顺流
畅尧风趣生动的语言风格袁读来令人兴味盎
然遥 如写东平湖时袁作者写道院

东平湖碧波荡漾袁山水一色袁杨柳依依袁
粉荷满池袁菱芡铺绿袁芦花飘飘袁风光无限旖
旎遥 东平湖的中心矗立着一座小岛袁名为湖
心岛袁其最高点上原有一座凉亭袁名为洄源
亭袁为唐代著名文学家尧时任东平郡太守渊相

当于地级市市长冤的苏源明所建遥一次袁苏源
明邀请四郡太守来此饱酒赏景袁 吟诗作乐袁
共叙同僚之谊遥 酒至尽兴时袁苏太守诗兴大
发袁高声吟唱道院野小洞庭兮牵方舟袁风袅袅
兮离平流遥 牵方舟兮小洞庭袁云微微兮连绝
陉噎噎冶自此之后袁东平湖便享有野小洞庭冶
之美名遥 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辙曾夜过梁山
泊袁为小洞庭的美景陶醉不已袁挥笔写下了
野更须月出波光净袁卧听渔家荡桨声冶的美妙
诗句遥

如此优美的文笔袁 读者自会心生向往袁
盼望早日能亲临其境遥 这样的语句段落袁在
书中比比皆是袁成为此书的一大特色遥

宋立杰研究的是水袁 折射的是文化之
光遥 叶山东水文化曳涉及山东历史尧考古尧地
理尧建筑尧军事尧文学尧哲学尧宗教尧民俗等诸
多领域袁是一本贴近民众尧内容丰富尧品质优
良的社科普及类著作袁 对于拓展人们的视
野尧陶冶人们的情操袁增强民众对山东水文
化的认识尧理解和认同袁打造山东独具特色
的文化旅游名片袁 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遥
该书系统性与典型性兼筹袁知识性与趣味性
并顾袁科学性与艺术性兼容袁应用性与学术
性并具袁具有较高的应用与学术价值遥

人水融汇的结晶
要要要评叶山东水文化曳

卞毓方

我喜欢宁静袁喜欢在那静谧的夜
晚读书遥
因为这是一种独特的享受遥
我住在县城黄海桥附近袁离闹市

区尚有一段不短的路程遥不远处就是
彩带般美丽的小洋河袁春天她烟雨迷
蒙袁夏日她波光粼粼袁岸边那一丛丛
绿树常随着煦风摇曳遥 入夜袁河水和
绿树都化作了朦胧的水墨画袁夜的静
寂在四处蔓延遥这时袁我便推开窗户袁
让氤氲的雾岚涌入房中遥 此时袁桔黄
色的台灯亮了袁我拿出了一本本厚薄
不一的书袁让那颗渴望知识尧渴望慰
藉的心袁潜入了书中的字里行间遥

我在夜晚读书袁不是文人墨客所
云的野雅兴冶袁而是我疲惫的心灵需要
寻觅一隅宁静的港湾遥 在清风尧明月
的陪伴下袁 细细地品读自己喜爱的

书遥 我可以追溯童年时的率真和憧
憬袁回忆青年时的热忱和执着遥 虽然
有时美好的梦幻会在严酷的现实面
前碰得粉碎袁但它将会变作中年的沉
稳和刚毅袁 换来老年的睿智和豁达遥
读一读叶巴黎圣母院曳袁能从卡西莫多
丑陋的外貌中读出美丽与善良曰读一
读叶包法利夫人曳袁能透过爱玛的经历
读懂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袁从中悟
出人生的真谛曰读一读叶红与黑曳袁亦
能从于连的追求与取舍中思索着命
运究竟是怎么回事噎噎

夜晚读书袁 从翻动书页的律动
中袁让我体验到阅读的快感袁忘记白
天的烦恼和忧愁遥 夜晚读书袁使人在
清纯如水的境界中袁陶冶出高尚的情
操遥

芸芸众生袁 有的人在诱惑面前袁
抛却了曾经拥有的一份恬淡尧充实的
心境遥实际上袁人生美妙的时光袁往往
不是在灯红酒绿中逐欢袁也不是在聒
噪的鲜花掌声中陶醉袁而是独守一片
天籁袁独享一方清幽袁独处一隅孤寂
的时候遥 夜晚读书袁我可以与那些先
哲圣贤交流袁在有着深厚文化历史底
蕴的长河中徜徉袁真切地感受到人生
的博大精深浴

宁静的夜晚袁我喜欢读书遥

酷爱夜读
春水

野父母呼袁应勿缓曰父母命袁行勿懒曰父母教袁须敬
听曰父母责袁须顺承遥 冶11月 22日早晨袁笔者来到临海
小学采访时袁听到朗朗的读书声从教室里传来遥 进入
该校五年级一班教室袁只见数十个学生在老师的引领
下袁看着投影仪上放映的叶弟子规曳袁正在大声朗读遥

随行的该校负责人介绍袁为了传承国学经典袁培
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尧文明典雅的行为习惯袁提升
学生文学素养袁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尧价值观和
世界观袁推进素质教育袁在今年秋学期袁该校开展了
野经典润泽心灵袁诵读传承文明冶国学诵读活动遥

野每天早读课袁我们都抽出 15分钟时间袁让孩子
们诵读古诗词尧蒙学教材等国学经典袁还不定期举行
诵读比赛袁激发孩子们的诵读兴趣遥冶该校语文组张老

师告诉笔者遥
笔者了解到袁本次活动由该校语文组牵头组织袁

将各年级诵读内容具体化袁在内容上采取循序渐进的
方式袁从一到六年级分别安排了叶弟子规曳尧叶三字经曳尧
叶千字文曳尧叶笠翁对韵曳尧叶论语曳等袁在各位老师和家长
的共同合作下袁让学生以熟读成诵为目标袁开展各种
形式的国学诵读活动遥 平时在学校袁主要由语文老师
负责诵读的指导袁该校老师每天会利用晨读尧午读的
时间带领诵读袁在每节语文课前袁也会利用开课前的
一小段时间进行诵读遥 不管哪个时间袁都能听见字正
腔圆的国学诵读声在校园的上空回荡遥同时大力提倡
家校共读袁布置孩子们在家要教家长学习诵读袁这样
不仅有利于促进亲子关系袁 而且达到了共同学习尧共
同成长的目的遥
国学教育改变了学生的陋习袁 帮他们提升了德

孝礼仪修养遥野现在孩子们通过学习传统文化袁变化很
明显袁见到大人都会问好尧行礼遥 冶该校负责人高兴地
告诉笔者遥

校园里的国学诵读声
本报通讯员 陈洪飞

内容简介：本书
就父母放手孩子的
学习、放手孩子的阅
读、放手孩子的玩
耍、放手孩子的交
往、放手孩子的家
务、放手孩子的制
作、放手孩子的自
立、放手孩子的出行
八个方面，全面阐述
了相关道理，举案说
“法”，解疑答惑。

放手袁让孩子更优秀

内 容 简 介：
面对当下普遍存在
的躁动与迷茫，网
络作家花千芳用尖
锐、犀利却又不失
温暖的文字，讲述
着他眼中的中国与
世界。他对家国兴
衰、前路命运的时
代思考，有着最朴
素的爱国主义情
怀。他从未因自己

的草根出身而畏于对公共事务发言，热情执著
地歌颂祖国的进步与光明，希望给这个时代提
供更多的正能量，照亮更多的中国人。

做一个幸福的中国人

内容简介：谢雨
眠主编的《哪一朵云
彩在下雨》精选的正
是中外经典的散文。
再次翻阅，它们让我
回味起少年时阅读
的感动与欣喜。隔
着二十年的光阴回
望，冰心笔下那安琪
儿雨后的微笑、郁达
夫笔下那古都的清
秋、史铁生笔下那地

坛的哲思、余光中笔下那潇潇的冷雨……再一
次款款地向我走来。所谓经典，就是这些每次重
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与欣喜的作品，而
这些作品，恰恰是我们初读时就好像是在重温
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一直相信，作品的背后必
然隐含着作者一个丰富的世界、一段深刻的经
历。经由文字，我们可以进入这个世界，体验这
份经历，并由此唤起我们自身生命的体味与经
验。真正的阅读在本质上就是一场相遇，是一个
生命遇见另一个生命，静观另一个生命所溢出
的感动与狂喜。阅读的价值，也不仅仅在于知识
的获取，在于精神的寻找、成长与相遇。

哪一朵云彩在下雨

内容简介：古老
的长城烽烟再起，华
北大地风云激荡，卢
沟桥的枪声揭开了
中华民族八年全面
抗战的序幕。

本书用丰富的
图文资料，完整描述
了华北抗战的全过
程以及相关人物的
言行事迹，图文并茂
生动再现了当时情
势的波诡云谲和沙

场鏖战的惨烈，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军事
知识和历史教训。

烽火边关

名家书评

年初以来袁我县采取开展志愿服务尧打
造阅读品牌尧强化阵地建设等措施袁大力推
进野书香射阳冶建设袁在全县营造爱读书尧善
读书尧读好书的浓厚阅读氛围遥

淤盘湾镇开展野以理论滋养初心袁以理论引领
使命冶读书活动遥

于特庸镇王村开展野阅读红色经典袁传承铁军
精神冶经典诵读会遥

盂射阳农商银行举行野书香射阳大讲堂冶公益
讲座遥 张建忠 彭岭 摄

淤

于

盂

1尧阅读方式
渊1冤纸质阅读渊图书尧报纸尧期刊尧

杂志冤曰渊2冤 数字化阅读 渊网络在线阅
读尧手机 APP阅读尧电子阅读器阅读尧
光盘阅读尧平板电脑阅读尧听书等冤遥

2尧阅读时长
渊1冤人均每天读书时间 40分钟以

上袁读报纸时间 30分钟以上袁读期刊
20分钟以上遥渊2冤人均每天电脑网上阅
读 50分钟以上尧手机阅读 60分钟遥

3尧阅读量
渊1冤年人均阅读图书不少于 6本曰

渊2冤 年人均阅读报纸不少于 89 期
渊份冤曰渊3冤年人均阅读期刊不少于 6期
渊份冤曰渊4冤年人均阅读数字图书不少于
8本遥

4尧 您知道射阳正在开展全民阅
读尧建设野书香射阳冶吗?
知道遥 书香射阳建设包括书香机

关尧书香镇村尧书香校园尧书香企业尧书
香家庭尧书香军营尧书香社区等遥

5尧您参加过哪些阅读活动钥 您对
这些阅读活动满意吗钥
书香射阳大讲堂曰静静听吧曰亲子

阅读曰经典诵读曰七彩课堂曰读书分享
会曰读书征文曰主题巡展曰阅读推广等遥
非常满意遥

6尧省市县举办的重大阅读活动有
哪些钥

4.23江苏全民阅读日曰 江苏读书
节曰 江苏书展曰野盐渎风冶 盐城市读书
节曰 射阳县农民读书节暨农家书屋主

题阅读活动曰 射阳县 4.23世界读书日
活动曰 射阳县红色经典诵读主题阅读
活动遥

7尧您知道射阳有哪些读书尧借书
的公共阅读场所吗钥 您是否使用过以
上的公共阅读设施钥 对以上公共借阅
设施满意吗钥
射阳县图书馆尧乡镇图书分馆尧村

居农家书屋尧社区书屋尧鸟巢书屋尧职
工书屋尧学校图书馆尧每个村居有党报
党刊公共阅读栏等遥经常使用遥非常满
意遥

8尧2018年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
领导小组向公众推荐了 12本好书遥

分别是院叶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
月曳叶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曳叶国
粹院人文传承书曳叶四时之诗院蒙曼品最
美唐诗曳叶人工智能院 国家人工智能战
略行动抓手曳叶数字经济 2.0曳叶阅读力曳
叶一个人的车站曳叶睡眠革命院如何让您
的睡眠更高效曳叶见识丛书院 基因传曳
叶因为爸爸曳叶给孩子讲宇宙曳遥

9尧2019年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
领导小组向公众推荐了 70本红色经
典书目遥

分别是院叶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
月曳叶习近平在正定曳叶习近平讲故事
渊少年版冤曳叶红色的起点院 中国共产党
诞生纪实曳叶苦难辉煌曳叶时代大潮和中
国共产党曳叶新中国院 砥砺奋进的七十
年曳叶红色家书曳叶红星照耀中国曳叶闪闪
的红星曳叶中华好故事爱国励志曳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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