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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书香能育人袁 最是书香能兴校遥
为加强全县校园文化建设袁营造良好的读
书氛围袁近年来袁秉承野育文雅学生尧做儒
雅教师尧建典雅校园冶的宗旨袁全县各中小
学持续举行读书系列活动袁用书香帮助师
生进德修业尧阅历人生尧濡养心性尧滋养灵
魂袁以此激发师生阅读兴趣与热情袁推进
野书香校园冶建设遥

书香氤氲满校园
年初以来袁射阳中学持续举办野最是

书香能致远袁你我共读乐无穷冶主题读书
活动遥 在活动中袁各班设计了以读书为主
题的黑板报和宣传海报袁 展示群文阅读
课袁举办好书推荐会尧亲子美文朗读和读
书讲故事比赛袁评选野悦读之星冶曰各教研
组组织野朗读者冶主题教研活动袁全天开放
图书馆袁鼓励学生多读书遥

县外国语学校举办了图书进校园尧跳
蚤书市等读书系列活动袁涌现出很多野悦

读之星冶遥 该校老师张月菊把儿子读过的
100多本书捐给班上的图书角院野捐赠这些
书非常有意义袁能让更多的孩子分享阅读
的快乐袁从书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袁让好书
陪伴孩子健康成长遥 冶

县港城实验小学举办 野阳光悦读窑润
泽心灵冶书香校园活动袁要求各班课前诵
读经典袁加强课外阅读指导方法的课题研
究曰要求学生每学期利用阅读课读完两本
书袁教师每学期读 4 本书袁并纳入学校考
核曰 每学期都要对家长进行读书培训袁开
展家庭亲子共读活动袁 评选书香家庭袁鼓
励家长经常带孩子到图书馆尧书店等文化
场所袁积极参与读书活动袁在全校形成读
书热潮袁为建设书香校园尧文明校园尧和谐
校园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遥

多种方式促阅读
射阳县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张超认为袁

好习惯的养成需要坚持袁每天看书才能有
收获尧有进步遥 他要求学生坚持天天阅读
半小时至 1 小时袁一边读书一边思考遥 鼓
励学生坚持写读书笔记, 随时把阅读中学
到的知识,如好词好句尧精彩片断尧悟出的
道理等记录下来, 以便在今后的阅读和写
作中运用遥为了激励学生认真做读书笔记,
顾老师经常组织学生开展展览尧 评比尧介

绍经验等活动遥 他建议袁家长要每天陪孩
子一起读书或者听孩子读遥

野我喜爱阅读袁每天坚持读书 1小时袁
我爱读动物小说尧科幻小说尧童话尧中外名
著袁我买的书书柜都装不下了袁四年级我
就已经通读了四大名著袁对我的影响非常
大袁让我树立了远大的理想和目标遥 冶县人
民路小学学生孙婷婷说遥

县教研室负责人认为袁 随着 野互联
网+冶的不断发展袁学生课外阅读已不再囿
于旧有的纸质阅读袁电子书尧有声书等多
种阅读方式可交互并用袁各自发挥其特有
的功能遥 借助听读平台袁丰富家庭共读方
式遥 与纸质阅读相比袁听读具有方便尧及时
的特点袁各种读书软件的面世袁使听读悄
然成为人们日常读书尧学习的新样态遥 儿
童在学习过程中注意力很难持续集中袁有
家长陪伴听读袁能够排除干扰袁在轻松尧温
馨的环境中帮助孩子保持一个相对稳定
的学习状态遥 家庭这个安全尧平等的环境袁
会使听读成为一个自由思考尧敢于抒发的
自然愉悦的过程遥 该负责人认为院野教师可
结合教学需要向家长推荐听读软件和选
定的听读书目袁学生和家长每天要利用 15
至 20 分钟共同听读袁 能够促进学生课外
阅读习惯的养成遥 冶

努力打造书香校园
野书香校园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袁 是学校育人工作的重要环节袁也
是学校综合办学水平的重要体现遥 冶县教
育局相关负责人认为遥

近年来袁 我县在有效落实国家课程尧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前提下袁本着野加强
校园环境建设尧 整合校园时代文化精华尧
构建健康和谐文化氛围尧充实校园师生生
活内涵冶的发展理念袁以教育优质发展观
为指导袁以育人为宗旨袁以丰富多彩的活
动为载体袁按照野书香校园环境建设尧课程
建设尧阅读课题研究尧书香社团建设冶的思
路袁构建校园尧班级软硬件环境及诗书气
质的人文环境尧 读书论道的教学环境袁从
而实现教育优质发展袁 提高学校办学品
位袁推进素质教育的深入发展遥

通过几年的努力袁我县不少学校野书
香校园冶建设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袁广大
中小学生把读书视为终身发展的自觉需
要袁养成热爱读书尧坚持读书的良好习惯袁
教师也把读书视为专业提升的需要遥

我县教育系统强化阅读理念袁营造阅
读氛围袁构建阅读课程袁开展阅读活动袁有
效激发了师生读书的兴趣袁有力地促进了
全县野书香校园冶建设遥

让阅读走向诗和远方
要要要要要 我县大力推进野书香校园冶建设一瞥

本报记者 杨向东

近年来袁我县结合
县域实际袁 加快推进
野书香射阳冶建设袁进一
步倡导全民阅读社会
风尚袁在全县营造野多
读书尧读好书尧好读书冶
的良好氛围遥

上图为盘湾镇裕
民居委会居民利用农
闲在农家书屋阅读图
书遥

左图为兴桥镇红
星居委会图书管理员
在整理图书遥

彭岭 摄

野人之初袁性本善遥 性相近袁习相远遥 苟不教袁性乃
迁遥 教之道袁贵以专噎噎冶

野弟子规袁圣人训袁首孝悌袁次谨信遥 泛爱众袁而亲
仁袁有余力袁则学文噎噎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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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诵读冶活动袁通过引导孩子们诵读叶三字经曳叶弟子规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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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叶三字经曳和叶弟子规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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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袁野让我们捧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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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飘书香
本报通讯员 薛丹枫

野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袁所
以袁我们只要有缺点袁就不怕别人批评
指出噎噎冶日前袁响亮的读书声从临海
镇文化分馆传来袁 这里正在举行党员
干部 野书香机关 悦读人生冶 读书活
动遥

野我镇定期举行耶书香机关 悦读
人生爷活动袁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尧思
想政治受洗礼遥镇文化分馆购置了叶毛
泽东文集曳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叶红色
书信曳叶中国战争史曳 等经典红色书籍
共 1000余册遥 同时袁向全镇机关基层
党组织发出倡仪袁 动员党员为文化分
馆捐赠一本以上红色书籍袁 得到了党
员们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遥冶该镇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遥

野工作之余袁我们喜欢来这里坐一
坐袁找点自己喜欢的书籍看一看袁充实
一下自己遥 冶 该镇工作人员李俊手拿
叶红色书信曳告诉记者遥

在该馆袁 记者看到书架上整齐摆
放着各种书籍袁 不少党员干部正在座
位上端坐着袁静静地阅读袁有的动笔做
着笔记袁有的凝眸沉思袁整个书屋内弥
漫着浓浓的书香遥

野我们要把临海文化分馆打造成为机关党员耶品读
红色经典尧传承红色基因尧践行初心使命尧献力复兴伟
业爷 的重要学习活动场所袁 每月举办一次党员读书活
动袁 并将形成长效机制袁 搭建机关党员交流学习的平
台遥 冶该镇相关负责同志表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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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醒来袁总是很忙遥 上班袁看微信袁浏览新闻袁每一分
钟都排得满满当当遥 尽管如此繁忙袁却总觉得心底空虚遥直
到在微信朋友圈上看到一句话院如果你最近过的不爽袁很有
可能是以下两个原因院1尧最近没怎么读书曰2尧最近没怎么体
育锻炼遥这才发现自己好久没有摸过纸质书本了遥从书店买
了几本书袁放在床头袁顿觉生活有了定海神针遥 尽管接下来
的日子袁依旧忙乱袁但会在忙里偷闲时袁拿一本书袁翻几页袁
闻闻书香袁听听对话袁日子重新有了奔头遥 从此袁不管再忙袁
总要排出读书时间遥

当夕阳落下袁所有的一切进入夜幕袁拉上窗帘袁扭亮台
灯袁倚在床头袁拿一本书细读遥不觉间袁思维便沉浸在书中情
感袁飞到那遥远地带遥当周末的清晨袁闲适在家袁习惯在醒来
时袁翻几页书袁便觉日子从容而诗意遥习惯在大雨倾盆时袁躲
在家里袁独享看一本书的乐趣遥 无论得意时尧沮丧时尧狂燥
时尧孤单时袁有了书的陪伴袁便能在其中找到共鸣袁找到陪
伴袁找到分享袁甚至是一种知己般的快乐遥

居住的小区附近袁就是县实验初中袁旁边有几家书店遥
习惯在散步时袁溜达到那里看看遥 但每每看到的袁总是一些
教辅用书遥 忽然有一天袁发现书柜赫然列着叶谜情书曳叶茶花
女曳叶调琴师曳等纯文学读物袁竟有遇到知音之感遥欣喜之余袁
在想袁 这个小区附近袁 会不会住着和我一样的文学爱好者
呢钥 他/她是不是也和我一样袁经常一个人上班袁一个人看
书袁或者在闲瑕时刻袁独居时间袁窝在沙发里袁倚在躺椅上袁
拿着一本书袁或微笑或伤心呢钥 感谢书籍袁让我萌生出对生
活多少美好的想像遥

因为爱袁便时常留意着读书的人群遥 公交车上袁一个下
班的男人袁一手挽着拉环袁一手掀开一本书袁尽管人流拥挤袁
但没人会打扰他袁 人们静静地从他身边经过或来去遥 公园
里袁长椅上袁坐着一个看书的女孩袁长发垂在肩头袁她低下眼
睛注视着翻开的书页袁落叶打着旋儿贴在脚边遥 广场上袁一
个年轻的母亲坐在台阶上袁不时看着穿溜冰鞋的孩子袁一边
从包里拿出书来看袁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刻袁母亲陪伴孩子袁
书籍陪伴自己遥

哦袁这些热爱书籍的人们袁让我不自觉走进这座小城袁
生出亲近遥 感谢书籍袁为人们打开另一个世界袁感受到另一
种情怀袁也在其中找到爱与共鸣遥 因为爱袁每一个日出或清
晨袁每一份闲暇时刻袁都成了我的读书时间遥打开一本书袁所
有尘世纷扰不再袁 时光就此停驻袁 五彩缤纷的未来冲你招
手遥哦袁打开一本书袁避开喧嚣和诱惑袁让身心时时旅行在路
上遥

打开一本书吧浴 如果你愿意袁此刻就是读书时间遥

此刻就是读书时
春水

古往今来，书籍一直是众多仁人志
士的最爱，即使在疫情笼罩全球的境况

下，书籍依然是陪伴人们砥砺前行的挚
友，阅读依然是人们与自己及外界沟通

的桥梁。

阅读，一种潜移默化的行为。正所

谓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书籍虽不

能有立竿见影的收获，但总会在无形中

影响个人的言行举止，是一个量变到质

变的过程。人生中的很多难题的答案藏
在书里，但是你永远不知道是在哪里一

本，需要不断阅读、不断寻找，寻找那个

最合适的答案。除此之外，在阅读中也

可以随着书籍里的人物一起经历风风
雨雨，感受不同时代的不同风景，所谓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说明阅读更是一种陪伴，是陪伴我们前

行的挚友。

阅读，人生旅程的指路灯。今年因

为一场突发的疫情，让繁忙的城市慢了

下来，有人失业、有人停课，就像蝴蝶效

应一样，影响着各行各业。如何在遭遇

到人生低谷事件时及时调整状态，投入新的旅程，这考

验的是一个人的智慧，那便是来自于自身的经验，但是

年轻人的经验本来就少，而阅读是去了解前辈的思想、

经历的最好途径。

阅读，需要独立的思考能力。我们生活在信息大爆

炸的时代，每天都有新鲜的事情发生，在网络时代的思

想经验，既加速了散播的速度，增加了流传的广度，却

也容易被更迭替代，那些更具有吸引力的表达方式反

而容易赢了那些朴实的道理。如何去“读好书”变得更

更难了，虽然在网络上一搜“推荐好书”就会出现各类

榜单，但是如果你没有自我认知，那买回来的书籍多数

也没有很好的阅读体验。在如今消息越是繁杂的时候

更要越学会辩证看待事物，培养自身的独立思考与批

判思维的能力，在阅读的时候有自身的目的，这个目的

可以是阅读专业的、经典的书籍，虽晦涩难懂，所谓自

古读书苦，这类阅读总是辛苦与收获并存，阅读的目的

也可以是兴趣的目的，是生活中的调试，是轻松愉悦

的，那也是阅读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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