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渊上接一版冤
揖纵深阅读铱城市拓展袁以路为引遥 交通改善是加快城

市高质量发展的先决条件遥
县交通运输局负责人表示袁将重抓在建工程施工袁高

速公路抢抓盐射高速路基预压土施工尧 全线桥梁贯通工

作袁确保 2021年内完成路面底基层尧基层施工袁同步展开

交安标志尧基础尧隔离栅施工遥 加快完善沈海高速公路四

明互通工程前期工作袁重点破解用地难题袁力争年内完成

互通匝道桥梁下部结构施工遥 在港口航道方面袁重点推进
射阳港区 5万吨级进港航道工程建设袁 开展航道北导堤

改造施工袁加快推进 5万吨级通用码头各项手续办理袁确

保年内开工建设遥 在城市环线方面袁全力完成 329省道射

阳南环段工程征地搬迁工作并开工建设袁 加快合海线工

程施工进度袁 重抓水中灌注桩和水下承台浇筑的质量和

安全工作袁年内基本完成桥梁上部结构施工遥
在构建对外交通野主动脉冶的同时袁更要积极畅通内

部野毛细血管冶遥县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袁2021年将

重点实施农村路桥改造野双百工程冶袁计划新改建农村公

路 100公里尧农桥 100座袁完成投资 21900万元遥 同步加

快推进兴海线尧西坝大桥等工程建设遥 进一步巩固野四好

农村路冶创建成果袁全面推行农村公路野路长制冶袁形成野县

级抓总尧镇级主导尧村级参与冶工作格局曰继续实施农村公
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袁加大对临河傍水尧急弯陡坡等重点

路段的安全隐患治理力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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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现在只需要用手机微信扫一扫袁就可以将这本电子

图书带回家慢慢看袁真是太神奇了遥 冶1月 9日下午袁四明
镇建华村农家书屋内人气满满袁 很多村民都聚集在这里

阅读尧休闲遥 村民顾明阳在这里扫了一下书本二维码袁就

将电子书野装进冶手机带走了遥 据悉袁该村农家书屋目前藏

书 2000多册袁涉及农业尧经济尧政治尧法律等类别袁电子图

书阅览设备则储藏电子书 2万多册袁10人可同时使用设

备阅览遥
近年来袁我县通过成立全民阅读促进会袁开辟数字图

书馆尧网站和微信平台推荐等多种途径引导全民阅读袁助

推便民阅读蔚然成风遥
我县开辟数字图书馆袁 在人员密集场所设置有 3000

种正版图书的电子图书借阅机袁方便读者阅读遥 野基层数
字图书馆射阳服务平台汇集了 3000 册中文电子图书尧

1000册红色连环画尧200种优质期刊尧2500 集视频资源袁
适用对象包括普通大众以及老人尧妇女尧儿童等曰内容覆

盖农林牧渔尧医药健康尧创业就业尧法律咨询尧少儿学习等
领域遥 用户可以通过电脑端和手机端两种途径检索和阅

读该平台的各类资源遥 冶 县图书馆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道遥
据悉袁 县图书馆在微信公众号上设立书香射阳大讲

堂栏目袁在网站开设全民阅读专栏遥 在县城新设立多个公

共阅读新空间袁设计制作统一的阅读标识尧管理制度遥 建

成多家农家书屋野一卡通冶尧数字书屋袁全面实现图书总分

馆尧 农家书屋三级联网尧 通借通还和数字书屋建设全覆

盖尧全达标遥 数字图书馆平台阅读有两种院一是电脑端访

问方式袁即百度输入野射阳县图书馆冶官网袁打开网站后首

页界面就出现电子阅览室袁 里面包括古典四大名著连环

画阅览室尧民间故事传说连环画阅览室等条目袁打开后即

显示二维码袁 用手机微信扫码后便将电子图书全部扫进
手机遥 二是手机端访问方式袁即扫一下专用二维码袁或者

在微信公众号输入野射阳县图书馆冶袁关注该公众号袁便可
以在公众号内尽情阅读所有文章和电子书目遥

野每逢节假日或者周末袁我就带宝宝来这里读读儿童

画刊袁增长一些知识遥 冶合德镇淮海居委会居民张翠兰带

着孙女到该居的农家书屋读书袁 自己则跟居民李登海聊
天遥 一旁的小孙女一边在数字阅读器上翻阅着儿童图书袁
一边念着朗朗上口的乡风文明野三字经冶院野合德镇袁渊源

长袁英雄地袁鱼米仓曰听党话袁感党恩噎噎冶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推进袁 网上阅读和电子阅读

逐渐成为人们阅读的野新宠冶遥 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需求袁
我县全面开展数字化阅读阵地建设袁 在人流密集的公共

服务场所设置电子图书借阅机袁 市民可以免费下载电子

书袁极大地减少了群众购书阅读的经济开支袁提升了全县

人均阅读量遥 同时袁在县图书馆内开通中文在线野云屏数

字借阅机冶和野江苏省少儿数字图书馆大屏阅读机冶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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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袁以技

术革新让群众阅读随时随地尧随心所欲遥
野存储能力大尧速度快尧保存时间长尧成本低尧便于交

流等特点是电子图书馆的优点遥 冶县图书馆负责人说袁野电
子图书馆是随着电版出版物大量出现和通信技术的快速

发展而逐渐出现的袁 能够存储比传统图书馆高几千倍的

信息袁而且包括图像尧视频尧声音等等内容遥 里面收藏的是

一本本印刷在纸上的图书袁 是为公众提供大量信息的电
子阅读服务的图书馆遥 冶

鹤城处处皆书香
要要要 我县开展电子阅读工作扫描

本报记者 李文华

2019年 7月 5日袁中国黄渊渤冤海候

鸟栖息地渊盐城市沿海滩地冤在阿塞拜
疆巴库举行的第 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大会上袁获准列入世界自然

遗产名录遥 至此袁盐城黄海湿地成为全
球第二处尧中国第一处潮间带世界自然

遗产袁江苏省首项世界自然遗产遥
几乎与喜讯传来的同时袁张锋先生

新著盐城黄海湿地成功申遗纪实渊近 30
万字冤叶零的突破曳渊以下简称叶零曳冤一书

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遥 叶零曳以独
特的视角袁较为详尽地介绍了野中国黄

渊渤冤海候乌栖息地冶如何似一块神奇的

息壤袁在黄渊渤冤海海岸线淤积尧成型并
不断生长的过程遥 黄渊渤冤海湿地的成

长尧成型的过程袁是经历了几百年甚至
上千年的漫长过程曰 这块湿地的成长尧
成型并最终成为以世界珍禽丹顶鹤为

代表的各种各样的珍禽异兽的栖息地

不是一年二年尧十年二十年的事袁同样
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遥 在这个过程

中袁还没有哪一位学者或珍禽异兽的研
究者从世界自然遗产的角度对这块神

奇的息壤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袁从这
一角度来说袁张锋先生的叶零曳可以作

史遥 顺便说一句袁不是所有的零打碎敲

的以黄渊渤冤海候鸟栖息地为背景的所
谓文章都是可以作史的遥

说叶零曳可以作史袁下列野四梁八柱冶
可作野硬件冶支撑院

首先袁中国黄渊渤冤海候鸟栖息地拥
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沿海潮间带滩涂和
湿地袁这一沿海潮间带湿地世界自然遗

产袁不仅填补了我国濒海湿地类型世界

自然遗产空白袁而且是东亚要要要澳大利
西亚和环西太平洋地区鸟类迁徙路线

上水鸟重要的迁徙通道和枢纽遥 栖息地

以其生物多样性保育的突出价值列入
名录袁是整个西太平洋自然遗产保护国
际合作的一个新的成就袁这既是我国沿
海各省市世界自然遗产的首次突破袁也
是江苏省世界自然遗产零的突破遥 这次盐城作为中国黄渊渤冤
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袁 通过了第 43届世界遗产大会 8B.3项

决议袁既在我国环黄渊渤冤海各省市之间起到了带头作用袁又彰
显了我国在世界遗产保护事业和推进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方面作出的又一新的贡献遥 张锋先生在叶零曳的序言

中袁借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裁兼理事会主席章新胜先生之言袁
开宗明义地为叶零曳点题遥

其次袁中国黄渊渤冤海候鸟栖息地顺利通过第 43届世界遗
产大会的审议袁为盐城走向世界铺平了一条宽阔的阳光大道遥
正如盐城市委副书记尧市长曹路宝所说袁中国黄渊渤冤海候鸟栖

息地成功申遗袁是对我们多年来黄渊渤冤海湿地保护的一次最
好的肯定遥作为中国繁荣发达的地区要要要长三角袁在大家的想

象中应该是开发强度很大的地方遥可我们却背道而驰袁不但没
有过度开发袁腾出了发展的空间袁留给鸟类作为栖息的地方袁
这不仅是我们在发展理念上的重大转变袁 也是我们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表现遥是的袁盐城黄海湿地作为东

亚要要要澳大利西亚候鸟栖息地袁 现在所起的作用不仅体现在
对各种兽禽类的有效保护上袁 更重要的是能极大提高盐城在

长三角地区乃至在世界上的知名度袁 为盐城走向世界铺平了
一条宽阔的阳光道遥

三是中国黄渊渤冤海候鸟栖息地的成功申遗袁将为我们的
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野绿水青山冶遥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袁野金山
银山袁不及绿水青山冶遥这不仅一语中的袁还是一条颠扑不破的

真理遥 试想袁如果我们不对黄渊渤冤海候鸟栖息地进行认真保
护袁 那么用不了多长时间袁 这块本可以成为候鸟和野兽的天

堂尧 这块本来是上帝送给几百万盐城人的珍贵礼物就可能在
人们过度开发中沦为一钱不值的不毛之地遥 当我们的后代问
起袁 这里本可以成为世界自然遗产袁 成为动植物多样性的天

堂袁为什么却成了鸟儿不落尧獐麂不宿尧鱼儿不留尧草儿不生尧
树儿不长的穷滩恶水钥 不知我们将何以面对钥

应该感谢张锋先生袁能在盐城黄海湿地成功申遗之时袁用
他的神来之笔袁以纪实的手法袁给千万读者揭开了黄渊渤冤海湿

地那神秘温柔的面纱袁更教给了几百万盐城人保护湿地尧保护

湿地草木芦苇尧飞禽走兽的真知灼见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袁张

锋先生的叶零曳真的是可以作史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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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大学毕业袁我被分配到乡镇的一所联

办初中工作遥 那时袁办公室是平房袁且没有暖气
让办公室温暖如春遥 可一到了冬天阳光灿烂的

日子袁平房的好处就显露出来了要要要我可以舒
舒服服地晒太阳遥

那时单位每个人都配了一张办公桌袁实木

的袁有三个抽屉袁很实用曰一张办公椅袁实木的袁
结实曰都是手工上的漆袁米黄色的袁很有历史的
感觉遥 我的办公桌在最南边靠窗的地方袁阳光

好的时候袁隔着玻璃窗袁冬日的暖阳慷慨地撒

到身上袁心也跟着暖和起来遥
桌子的三个抽屉各有各的用途遥 一个放教

科书尧备课笔记袁还有学生违反纪律时写的保

证书曰一个放我喜欢读的叶读者文摘曳叶青年文
摘曳等杂志和古今中外的小说袁有订阅的袁也有

随手买来的袁 有些书读完了一遍再读第二遍袁
读熟了再拿回家收藏曰第三个抽屉放教育类刊

物袁最爱看叶教师报曳叶语文报曳袁收集了一年的
刊物袁用锥子和纸捻子缝成装订本遥 这些东西袁
丰富了我冬天晒太阳的日子遥

冬季午饭后袁把办公室门打开袁拉着那张

耐用的椅子袁捧着本书坐在太阳下遥 冬日里袁蓝
天没有一朵白云袁太阳亮堂堂的袁泼洒在身上
很温暖遥 衣服都晒得有了温度袁晒得久了袁额头

上都会沁出一层细密的汗袁书的墨香随着阳光

弥漫在空气中遥 很多时候就这样在太阳下跟着
书里的故事一起悲喜着袁度过整整一中午的时
光遥 那时记忆力很强袁加上自己的感悟袁就把读

过的书再给学生讲袁生动的细节一点儿都不会减少袁学生的心灵
因此变得更加清灵透彻遥
有时袁会用那把椅子当桌子袁放在门口袁抱一摞书坐着遥在冬

日的太阳底下袁面批学生的作文遥 学生站在一侧袁眼睛跟着我的

笔尖滑动遥一个个圈点袁一句句批语袁轻声细语地讲来袁孩子的眼

睛会变得很亮很亮袁我和我的学生都因此有了阳光的心态遥
每天在阳光下读书袁都成了我的一种享受遥早晨的阳光给我

的身体涂上一层红彤彤的釉彩曰中午袁享受着不花钱的日光浴袁
即使太阳下山了袁那份暖意还依然留在身上遥那段阳光下读书的

日子让我收获满满袁是那些冬日的文字打开了我的心窗袁让我不
只收获了那些剪报集袁还收获了同事们对我的赞扬袁收获了学生

的盈盈笑脸袁收获了很多的文学底蕴在心里遥
我在阳光的照耀下袁 看着时光的脚步在桌子上一寸寸地挪

移袁越发的不敢慵懒袁不敢懈怠遥阳光是留不住的袁那我就尽量跟
上阳光的脚步吧浴 多读一本书尧努力地去工作袁不辜负每一个与
阳光共舞的日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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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袁我县以野书香射阳冶建设为总揽袁投入 2100万元

新建安徒生童话乐园太阳花书房尧恒隆广场恒隆书房尧双拥南路

集屋书房袁总面积超 3000平方米袁让市民在家门口乐享野文化大

餐冶袁助力书香射阳建设遥
真心点赞射阳这座年轻的野有爱小城冶袁她站在时代发展潮

头却依旧保持着自身的特质袁那就是用书香氤氲着城市发展的
内在魅力遥

城市文明的发展需要持久的内动力袁在笔者看来袁城市发展

的内动力理当包括市民的修养袁 而阅读就是提高市民修养的重
要途径遥

用书香滋养心灵遥 阅读是一个人扩展眼界袁 丰富自身精神

世界的重要手段遥 在笔者看来袁翻阅纸质书籍更有利于阅读者

从浓浓墨香中感受作品所传递的能量遥 翻阅一本好书袁在属于

自己的静谧时光里袁感受着自己和书籍的心灵对话袁这是电子阅
读所不能够替代的遥 野读屏冶时代让我们感受到了便捷的阅读方

式袁然而袁我们在感受便捷的同时却失去了阅读的乐趣遥 在纸质

阅读时光里袁我们仿佛进入了与作品人物的心灵对话袁我们从一

笔一画尧一字一词里感受到了作品所表达的深刻内涵袁让我们的
心灵得到洗礼遥 无论是逆境中的坚强还是平凡生活里的感动袁
都是作者对人物尧事件的诠释袁都是对生活的感悟袁让我们感受

到了生活的真谛袁更加懂得如何去看待生活袁如何去感知生活袁
从而汲取精神给养袁润养自己的心灵遥

用阅读涵养文明遥 一个人如果喜爱阅读袁 那么这个人就拥

有一颗更细腻的心袁更能从细微之处去感知生活和世界遥 从这

个层面来说袁阅读是涵养一个人文明素养的重要途径遥 城市的
发展更要着力于培育全民阅读社会氛围和时代风尚袁 从而达到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文明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目的袁为城市发

展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尧文化条件和智力支撑袁为文明城市建设

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遥

用书香滋养心灵
易木

近年来袁我县大力推
进野书香射阳冶建设袁在全

社会广泛开展全民阅读
活动袁 努力打造特色品
牌袁形成多读书尧爱读书尧
读好书的浓厚氛围遥

图淤为阜余小学学生利用

节假日在校图书馆读书学习遥
图于为市民在县凤凰廉政

书屋读书遥
图盂为县市民中心阅读中

心一角遥
彭岭 摄

淤

于

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