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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和中秋双节叠加袁百姓度过了 8天假期袁记者走访
县图书馆尧县新华书店尧部分家庭和学校发现袁除了外出旅
游袁选择假期读书的人越来越多袁阅读野充电冶尧感受书香正
成为我县市民尧学生度假新风尚遥

进图书馆 感受读书氛围
国庆节一大早袁县图书馆门外已排起长队袁经过红外测

温后袁几十名读者依次进入图书馆遥
野今天一家三口来图书馆袁是我们早就商量好的遥 冶家住

县城水木清华小区的居民陈梅说袁 儿子吴海成在射阳县外
国语学校读五年级袁暑假期间就常来图书馆读书袁9月份儿
子开学后一直没有机会再来袁这次赶上放假袁一大早就过来
了遥 冶
一进馆袁吴海成就拉着妈妈直奔儿童书架袁寻找他最爱

的科学漫画书遥陈梅则来到中文图书借阅区袁找到两本欧洲

史方面的书籍读了起来遥 野我们公司是做外贸的袁国际形势
对工作影响比较大袁读一读外国历史袁了解国家发展袁也可
以给自己带来帮助遥 冶她说遥
据县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袁为满足市民文化阅读需求袁

野双节冶期间图书馆正常开放袁每天进馆读者有好几百人袁科
幻小说叶三体曳以及文学名著叶围城曳叶平凡的世界曳等都是借
阅榜上较受欢迎的书遥

亲子阅读 在书香中成长
这个假期不出门袁在家共享亲子阅读时光遥
12岁的吴萌萌是县实验小学六年级学生袁在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期间袁 她就和妈妈杨蕾几乎每天都在一起读书两
个小时袁这已经成为她们的一种习惯遥这个野双节冶假期也不
例外遥
吴萌萌告诉记者袁她最近爱上了读电子书袁今年以来她

已经读了 30本袁妈妈看完了 26本袁其中叶窗边的小豆豆曳
叶城南旧事曳等都是母女俩共同读完的遥

野平时孩子学习紧张袁很难有大块的阅读时间遥 这个小
长假袁我们没有计划外出旅游袁就是想尽情享受安静读书的
乐趣遥 冶杨蕾说袁野我和孩子平时喜欢捧一本书袁或大声朗读袁
或静默品读袁读完后再就感兴趣的话题相互交流袁既能够帮
助孩子加深理解尧拓展思维袁又是一种高质量的亲子陪伴遥 冶

野激发阅读兴趣是引导孩子读书的重中之重袁亲子阅读
是培养阅读习惯的一种很好的方式遥 冶县解放路小学唐维尧
老师说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期间袁学生居家学习时间很长袁
学校鼓励孩子和家长共同阅读袁 不仅可以丰富孩子的词汇
量袁还能提高孩子的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遥 如今袁越来越多
的家长和孩子共享书香袁共同进步遥

在校自习 为梦想拼一回
早上 6点 20分起床袁7点前到校图书馆自习袁晚上 9点

半回到位于学校附近小区内的家袁这是射阳中学高三年级 3
位女生的日常遥为了备战明年的高考袁三姐妹野双节冶假期如
此安排遥

家住五洲国际小区的严婷婷说院野备战高考确实很辛
苦袁但是和小伙伴们抱团奋斗尧共同努力袁也可以互相督促尧
打气遥这个小长假我们也打算好好利用袁为实现自己的目标
加油鼓劲遥 冶

和严婷婷一样袁 家住金色阳光小区的周志涵这个假期
也选择在校学习遥 野现在距离高考还有 9个月左右时间袁说
没有压力是假的袁 但重要的是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袁 合理安
排袁自我调节袁为梦想拼一把遥 冶

据该校负责人介绍袁学校在野双节冶期间袁原则上都要求
学生离校袁但开放了图书馆袁为同学们备战高考护航遥

“双节”鹤城书香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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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张同祥袁 少说也有 30多年的时
间遥 当时他担任临海镇广播电视站站长袁
我在县委宣传部从事新闻宣传工作遥从那
时开始袁他的多才多艺为我所佩服遥 岁月
不居袁时节如流遥 时隔 30多年袁我想他的
艺术棱角也被磨得差不多了遥 不料袁前一
段时间见他不断有快板及新闻作品在媒
体上亮相袁我才晓得我的想法错了遥 正在
我抓耳挠腮想整一个法子给他一个解释
和道歉时袁他打来了电话袁告诉我他拟出
版三部快板集袁邀我为他的快板集作序遥

张同祥生在农村袁长在农村袁成熟在
农村袁也出息在农村遥 在农村这块广袤的
土地上袁 他如饥似渴地汲取大地的营养袁
从一个普通的农民成长为党员干部袁深受
百姓爱戴遥 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袁
农村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袁这些变化撩
拨着他那根潜在的艺术神经遥野大家伙冶写
不来袁他就用普通群众耳熟能详的快板来
歌颂这些变化遥

张同祥写快板几乎到了上瘾的程度袁 只要中央有个什么
新政策下来袁只要省市县委有个什么好的贯彻执行措施袁只要
村组在落实中有个什么好办法袁他就如获至宝袁哪怕是熬到深
更半夜袁也要把快板写出来袁然后找来搭档袁一边修改一边排
练遥第二天袁那朗朗上口的快板段子就会出现在镇头村头组头
地头遥临海镇的干部群众都说院野我们的同祥是个宝袁宣传政策
帮助致富表扬好人袁哪样他都少不了遥 冶

张同祥的快板段子百姓爱听袁野土冶味十足遥 其实袁只要你
热爱快板袁理解快板袁你就会发现袁同祥的快板段子虽野土冶袁却
是土中见洋尧土中见大尧土中见细袁怎会如此钥 请听我慢慢道
来遥

土中见洋遥这里所说的野洋冶泛指洋词洋言洋语袁包括网言
网语袁也就是普通老百姓常说的袁这些话多野洋冶啊浴 简直叫人
听不懂遥 可同祥的快板段子却是土中见洋袁洋中有土遥 不仅让
你一听就懂袁而且仔细嚼嚼袁你会觉得有味道尧有力道遥 比如袁
在快板段子叶做人要做清白人曳中袁他写道院野同志们啦请听真袁
回想自己的出生袁从小都是在农村袁父母起早摸黑田里奔袁省
吃俭用聚角分袁供你读书学堂蹲袁学校毕业工作分袁基层干部
扎了根袁一步一步往上升袁出人头地有名声袁家人高兴喜纷纷袁
左邻右舍拇指伸袁希望工作要认真袁为民服务是命根袁清白做
人爱自身噎噎冶笔者想袁只要我们还有一点党性尧良心尧觉悟袁
我们就会被这段虽语言平白却用心良苦的快板段子激起心灵
的涟漪袁就会觉得这段平白的语言胜过千言万语袁胜过那些无
数的慷慨激昂的大话尧洋话遥

土中见大遥 这里所说的野大冶主要指的是道理大遥 有人说袁
野话大才见道理大袁官大才知语义深遥 冶对此在下不以为然袁请
听快板叶村规民约严遵守曳云院野民间有句大俗话袁上梁不正下
梁斜袁其言虽糙理却正袁严于律己放首要袁党的宗旨莫忘掉袁廉
政准则常对照袁手握戒尺多警告袁心存敬畏站前哨袁人民群众
作依靠袁村规民约严遵守袁为政清廉走正道遥 冶从小处看袁似乎
野村规民约冶只是约束普通干部群众的野紧箍咒冶袁而从大处看袁
野村规民约冶其实就是党纪国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袁是党纪
国法的延伸袁如果我们连野村规民约冶都不能遵守袁何谈野党纪
国法冶钥 同祥正是从这个野土冶中挖掘出至高无上的野大冶遥
土中见细遥 此之野细冶为心细遥 有人说袁快板段子在诸多的

文学形式中只能算是野下里巴人冶袁其宣传的对象尧接受的人群
大抵也只是普通群众袁所以袁要求此种文艺形式也在野跟风冶
野追时冶袁大可不必遥对此袁笔者不以为然袁写快板的张同祥更是
有他自己的见解院野与时俱进冶 不仅是诸多文艺形式必须遵循
的写作规律袁也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快板段子的创作规律遥张同
祥是这样说的袁更是这样做的遥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叶民法典曳遥 心细如丝的张同祥
立即意识到袁这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叶民法典曳的极佳时机袁
于是袁他起早贪黑撰写音乐快板叶百姓喜赞民法典曳袁快板云院
野长鼓一打哗啦啦袁走上台前把话拉袁宣传中国民法典袁人人心
里乐开花袁民法典来学问大袁制度规范全靠它噎噎合为一部民
法典遥民法以典为准绳袁七篇法律来组成袁内容总计八十章袁一
千二百六十条袁民事领域全关注袁从幼到老受保护噎噎民法典
来是法宝袁日常生活离不了袁它是百科大全书袁认真学习要知
晓袁携手共建向未来袁明天生活更美好袁更美好遥 冶这段快板在
临海镇演出后袁在临海干群中引起强烈反响遥

上述野三土冶概述了同祥快板段子的基本特点袁其表现形
式则体现在文字尧语言和表述上遥读过或者看过同祥快板词和
表演的各位客官都会忘不了他那野土冶得掉渣的文字遥 这些文
字天然去雕饰袁直白达意袁大都是当地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中创
造和发展起来的袁不仅活色生香袁而且到嘴到肚尧余味无穷遥给
大家举上两例遥 叶十八大报告指航程曳开头有这样几句院野十八
大报告站得高袁未来发展出新招袁建成小康是目标袁老百姓们
乐滔滔遥 十八大报告意深远袁未来十年宏图展袁科学发展宗旨
显袁五大建设显重点遥冶似这样浅显明白尧朗朗上口的快板段子
在同祥的三集快板书里屡见不鲜袁读来朗朗上口袁让人如饮醇
醪尧如沐春风遥

快板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遗存袁在抗日战争尧解放战争
以及抗美援朝尧抗美援越等历次战争中袁尤其是在中国革命的
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遥 在国内革命战争的艰苦环
境中袁在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上袁在冷暖无常尧蛇虫虎豹频繁
出没的越南抗美前线袁快板表演艺术就似吹响的冲锋号尧擂响
的战鼓声袁总能激励着我们的战士勇往直前尧冲锋陷阵遥 即便
是在今天袁不论是艰难困苦袁还是病魔尧瘟疫的袭扰袁只要竹板
声响起袁就能汇聚起人民群众战而胜之的无穷力量遥

张同祥袁愿你的竹板越打越清脆袁越打越响亮袁越打越有
精气神袁 越打越能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战胜艰难困苦的勇气
和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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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困极袁因听课袁不能午休遥今可以午休袁却不
觉困遥此般两相悖逆袁生活中并不鲜见遥睡不着也是
急不得的事袁而今也已大致学会顺应遥总归会有困到
睁不开眼的时候遥

翻手机袁 在这一日之中明亮而暂时相对阒静的
属于自己的时刻遥恰遇一篇李子柒微文遥李子柒早已
如雷贯耳遥去冬在上海交大培训几天袁几乎每个老师
课堂上都有提及遥 今天第一次完整阅读到她自己的
文字袁并欣赏了一个长达 19分钟的她的视频遥

文字与视频的主题是小麦袁从播种到收割袁到被
做成各种看着色香形俱佳的食物袁 呈现了一种植物
的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遥一个意趣盎然的过程遥看时

不由嘴角含笑袁想袁难怪她会名满八方遥
一种就业新形态吧遥 就业新形态也已成为顺时而生的一个新

热词遥 而李子柒之所操持袁则更深切稳笃地附丽于自然尧紧贴着大
地袁使人觉得踏实又美好遥 今年袁她入选叶中国妇女报曳野2019十大
女性人物冶袁又受聘担任首批中国农民丰收节推广大使遥

播种尧发芽尧分叶尧抽穗尧扬花尧麦穗变黄
当你在一点一滴
见证植物从种子到种子的过程
便会对生活尧生命更加热爱和敬畏
周而复始袁不过一个圆
她的文字与视频袁是一种呈现袁也是一种告诉遥 她是想借由自

己的实践告诉人们袁植物里其实蕴含着生动的语言袁蕴含着生活的
奥秘尧哲理与智慧袁需要我们去观察尧谛听袁并用心解读感悟遥

麦芽糖袁包子袁凉皮袁肉夹馍袁麻花袁面条袁烤面筋遥由麦袁她顺应
时序交错着亲手制作出一道道食物袁 还用麦秸编出侠女帽给奶奶
戴袁给自己戴遥麦之于李子柒袁可以如此多姿多彩丰盛美好遥于目袁
于耳袁于鼻袁于唇齿肠胃噎噎于心袁都可以是饱满的享受遥每做成推
出一道美食袁画面上都会飘出食物名称袁名末必缀的野啊冶字袁充分
表达出她终于如愿制成的愉悦袁以及犹如新发现一般的惊叹欢喜袁
让人也不由跟着她欢喜遥

云流袁风吹袁狗吠袁唧喳的鸟声袁沙沙的植物茎杆触碰声袁啪嗒
啪嗒的脚步声袁绿油油的麦芽袁红通通的炉火袁邻人温言碎语袁奶奶
瘪嘴深笑噎噎她周边的一切袁全都那么舒缓悠闲美好遥劳作岂能没
有艰辛呢袁并且据说袁她曾有过苦难艰涩的过往遥 但是袁那一切袁经
由她的心灵袁已被消释转化为甜美的滋养遥

她的文字自自然然袁并不讲究章法袁语气亲切活泼又带着几分
俏皮遥地间尧园里尧池边尧灶前袁案头袁视频里的她袁瘦小袁秀气袁柔韧袁
劳作的神情专注投入袁神态动作也都自自然然遥 看她袁仿佛在看田
野里一株随风摇曳的开花逸香的小树袁清秀而又健拔袁质朴更兼深
情袁安定并且从容遥

昨天早晨来时袁高速道外袁麦田正大片大片地黄熟遥 前一些日
子袁几乎每个早晨都做葱油麦饼遥麦面袁加芝麻粉尧玉米粉尧鸡蛋尧葱
碎尧油盐袁搅匀袁电饼铛烙上袁几分钟搞定遥一袋五公斤面粉已用完袁
新买的五公斤才用过一次遥我与麦最亲近的关系袁不过如此遥比之
李子柒袁实在贫瘠可羞惭遥

世间究竟有多少奇妙袁被我们轻易地忽略与辜负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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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身处黑暗，也要心中有光，生活才会变得更
美好。盲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虽然他们失去了光
明，但并不能阻断他们对阅读的向往，他们对阅读的
渴望反而会变得更强烈。不少盲人朋友，看起来是健
全的人，可能因为缺乏阅读，导致精神和心灵变得无
比狭隘。一个人的世界有多大，也许要看能在多大程
度上突破自己心灵上的边界。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字
可以用声音传递，让盲人认识世界，使他们重新“看”
到这个世界，“看”见阳光。

阅读不仅能够让盲人获得最新的知识，也能帮
助他们打开心灵的窗户，探寻生活的美好。但是在
目前的图书市场上方便盲人阅读的书籍并不多，购
买渠道也并不丰富，前往图书馆阅读也不方便。这
些给盲人阅读造成一定困难，是需要社会帮助解决
的现实问题。

社会在不断进步，充分理解并满足盲人的阅读
需求，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据笔者了解，不少发
达地区的图书馆都设立盲人阅览室，里面收储了盲
人图书和盲人音像资料。为了打通视障读者文化阅
读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有的地方还为行走不便的
盲人读者提供定期送书上门服务，把他们需要的各
种书籍、有声读物磁带送到他们家中。有的地方还经

常举办盲人社会教育和技能培训，举办盲人普通电
脑无障碍应用学习班，为盲人“看”世界提供极大便
利。这些做法既体现对盲人群体的关心、关爱，也表
达了对盲人阅读的充分尊重。

有人将图书馆称作“没有围墙的大学”。盲人阅
读不是一时之需，希望这样的“好学校”能够长久坚
持下去，成为为盲人传递知识光芒的常态化举措。精
神上的黑暗和痼疾，只要还没有严重到丧失基本的
生存能力，就不能成为阻碍盲人朋友们前进和成长
的理由。阅读以她深厚的爱来抚平折翼天使们的心
灵，让他们重拾生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感受到身边
的阳光，支撑不断前行的力量。因此，全社会有责任
共同营造关心关爱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为他们
打开一扇求知的“天窗”，而这种意义与价值已超越
了阅读本身，也成为我们国家与社会进步所必不可
少的正能量。

让盲人通过阅读“看”世界
易木

本报讯渊通讯员 刘德钊冤日前袁县人社局举办了野悦读金秋冶
读书交流会遥会上袁大家分享了读书心得袁推荐了优秀书籍袁并围绕
野为什么读书冶野读什么书冶野怎么读书冶进行广泛交流遥 这是该局积
极开展野书香人社冶活动的一个缩影遥

为营造爱读书尧读好书尧善读书的活动氛围袁打造一支知识型尧
创新型尧活力型的干部职工队伍袁该局添购了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
叶大国崛起曳叶时间简史曳等书籍袁依据干部职工需求尧爱好增添了几
百册图书袁组织开展了特色鲜明尧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遥

该局开展了野分享我的好藏书冶活动袁号召全体干部职工每人
捐出一本收藏的好书袁充实职工之家图书室藏书袁共享图书资源曰
要求每位干部职工做好学习计划和学习记录袁 提倡每天读书一小
时袁每月通读一本书曰采取举办知识讲座尧座谈交流等多种形式分
享读书成果袁鼓励干部职工积极参与经典朗诵尧知识竞赛等读书交
流活动遥

野今后袁我局将持续开展耶书香人社爷读书活动袁使广大干部职
工在日常繁忙尧紧张的工作之余袁享受读书乐趣袁品味浓浓书香遥 冶
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遥

县人社局

开展“悦读金秋”活动

本报讯渊通讯员 陈洪飞冤9月初以来袁八大家小学立足校情
实际袁开展了野金秋品书香冶活动袁在全校掀起野多读书尧读好书尧好
读书冶的热潮遥

野金秋品书香冶活动包括诗朗诵尧亲子阅读尧故事会等内容遥 高
年级学生站在讲台上语气铿锵有力袁 感情充沛饱满袁 形象自信大
方曰低年级的小学生袁声音童稚清脆袁表情活泼灵动袁在诵读中展示
自我遥一张张精美的读书卡片贴满黑板袁一本本图文并茂的读书心
得整齐摆放袁 映射出孩子们对读书的浓厚兴趣和良好读书习惯的
养成遥
该校将读书融入到学生日常生活中袁 每学期精心策划组织亲

子阅读活动袁在假期开展学生读书活动袁学校和班级都设置了读书
角袁供学生随时阅读袁在全校营造出积极向上尧清新高雅尧健康文明
的具有特色的校园文化氛围遥

八大家小学造浓读书氛围
近年来袁 我县大力推进全民阅

读袁不断强化公共文化服务袁通过提
档升级图书馆尧镇文化中心渊站冤尧城
市书屋尧农家书屋等公共文化设施袁
不断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遥

上图为港城实验小学学生在校
图书室读书遥

左图为特庸镇王村社区居民在
社区农家书屋阅读遥

彭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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