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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解读大师铱

与去年国庆长假相比袁今年县城城市书房尧书店和图书
馆有点热闹袁迎来学生阅读热潮遥 连日来袁记者在走访中发
现袁不少父母送孩子到城市书房尧图书馆读书袁家长找到了
省心的托管孩子的办法袁孩子们也度过野与书为伴冶的国庆
假日遥 在城市书房尧图书馆袁孩子们畅游精神野乐园冶袁流连忘
返遥

学生找到度假野打卡地冶
进入国庆节日模式袁 新华书店的人流量几乎是平时的

两倍袁其中学生是主力军遥 少儿读物区坐满了学生和家长袁
连地板上都坐着埋头看书的小学生遥

野新华书店可供选择的书种类多袁我经常带孙子过来读
书遥 冶刚从县实验小学退休的张芹说遥 她住在县城振华公寓
小区袁国庆假日袁带孙子来书店看看书遥 记者发现袁尽管书店
孩子比较多袁但大都不是来买书袁而是来看书的袁书店也专
门开启了野阅读区冶专供孩子们看书遥

10 岁男孩张明明是书店里的野常客冶袁只见他一个人坐
在地板上袁捧着书认真地看着遥 明明说袁他的妈妈在书店附
近的服装店里上班遥 自从放国庆假后袁 他便跟着妈妈来上
班袁没事的时候会一个人到书店看书遥 野记得从幼儿园开始袁
我就在书店玩袁那个时候袁妈妈隔段时间就来看我遥 现在我
长大了袁她偶尔会过来看看我遥 冶明明说袁他很喜欢一个人在
书店看书袁有时候一个下午可以看一堆连环画遥

这里阅读现场野静悄悄冶
10 月 3 日中午 12 时许袁记者来到县城恒隆书房袁虽然

到了吃午饭的时间袁但仍有不少孩子捧着书袁坐在书房内的
书桌前津津有味地阅读遥 还有的孩子在家长的陪伴下精心
挑选自己喜欢的书袁这里看书氛围很好袁整个阅读现场野静
悄悄冶的遥

38 岁的李欢带着女儿陈思思来到恒隆书房袁 她从阅览
架上认真地为女儿选了几本书袁 陈思思拿了一本 叶格林童
话曳袁坐在靠近窗户的书桌上翻看着遥 野这几本书都是学校老
师要求在秋学期阅读的袁剩下的书是我自己选的遥 冶李欢说
陈思思在县城外国语学校上五年级袁 她一个月基本上能看
5-8 本书袁学校还会定期举办阅读交流会袁让学生谈读后心
得遥

国庆放假前袁老师在微信群上通知各位家长袁建议假日
让孩子多读书袁并推荐了一批适合孩子阅读的书目遥 趁着有

时间袁她带着女儿过来看书袁希望女儿能够多从书中获取知
识遥

做文明阅读的小读者
记者从各书店尧图书馆及城市书房采访中了解到袁因为

国庆假日的到来袁书店尧图书馆尧城市书房人流量大袁前来看
书的中小学生及其家长更是络绎不绝遥

野一到国庆假日袁很多家长带孩子来这里看书袁我们这
儿就像个学生耶托管所爷遥 冶县城太阳花书房的一位工作人员
打趣说遥 同时袁她也表示袁国庆假日期间袁孩子到城市书房看
书是个很好的现象袁城市书房的书比较多且全袁来这里可以
集中注意力看更多的书袁也有利于养成好的读书习惯遥 而很
多家长也是看中了孩子在城市书房会认真看书袁 不吵着闹
着去玩袁才让孩子到这里的遥

据了解袁 城市书房人流量大袁 图书的破损情况也多一
些遥 而在众多读者中袁小读者的自觉性和自控能力相对差袁
会出现追跑尧吃零食尧损毁书籍等情况遥

野每天图书排列也是个浩大的工作袁 家长有时不在身
边袁不能及时把书放回去袁也会导致踩书现象的发生袁造成
图书损坏遥 冶这位工作人员说袁书籍是小读者们的好朋友袁提
醒家长在小读者看书前袁给孩子们灌输爱护图书的观念袁请
他们清洗双手袁不要撕毁图书袁不要在书上涂画袁做个文明
的小读者遥

浓浓书香伴假日
要要要我县国庆假日学生阅读见闻

本报记者 杨向东

每个读书人都有自己的美好
时光袁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遥 生
在乡下的我袁油灯下夜读的记忆
历久难忘遥

在我到了上学念书的年龄
时袁 有书可读却没有煤油点灯袁
乡下用菜油代替煤油救急袁否则
屋内就会比屋外还黑袁灯下看书
那是何等的奢望啊遥 定量供应点
煤油袁全家省着用也不够袁父母
允许每天晚上可看个把钟头袁那
时我宁愿不吃饭也要用好这点
时光遥 后来父亲想办法搞点煤
油袁情况就有所改观了袁小煤油
灯每天晚上都亮了很久袁有时候
父母一觉醒来反复催着才吹灯
上床遥 天黑后请出煤油灯放在吃
饭的方桌上袁一灯如豆袁家人围坐闲话家常袁我则开
始阅读遥昏暗的油灯下袁我除了做作业外袁先后读完
叶红岩曳叶青春之歌曳等小说遥 即使屋外春雨潇潇袁夏
蛙吟唱袁秋虫欢叫袁寒风呼啸袁我都沉浸在文字的馨
香中遥读到关键处袁有时还会自己编撰故事袁做只有
自己才懂的笔记遥 把阅读所得佳句运用到作文中袁
多次被老师作为好文贴在班级后墙上袁这成为推动
我畅游书海的力量遥

借光看书是我的另一种阅读时光袁总让我想起
凿壁偷光的典故遥 四叔家里经常聚人打牌袁我就捧
本书静悄悄地坐在桌角借光看书遥 不管他们桌上输
赢袁埋头字里行间袁时间长了我习以为常袁打牌人也
习惯了我袁包容了我遥当他们打拼伙要吃夜饭时袁我
咽着口水提前离开袁有时打牌人不让我走遥 既解了
馋袁又看了书袁今天每每想起仍然心生温暖遥四叔的
几位老牌友们像过电影样回放眼前袁乡亲们那种纯
朴之情像无影之线总拽着我心向故乡遥

万籁俱寂袁村庄进入梦乡袁母亲醒来轻轻嘟囔
道袁还不快睡遥 我立马吹灭油灯袁一身都是月袁回味
书中情节袁做着自己梦想袁然后安然入眠遥第二天醒
来袁全家人看着我笑袁尤其是调皮的二弟还对我挤
眉弄眼遥我不明就里袁追问他到底在笑什么遥妈妈嗔
怪道袁自己去照镜子遥 我一照镜子也笑了袁鼻尖尧鼻
孔尧鼻翼都被煤油灯熏得黑黑的袁头发还被野嗤冶了
一绺袁那模样真是滑稽好笑遥可当夜晚来临袁我仍会
一如既往地提前给煤油灯加好油遥 只要捧起书本袁
就把妈妈叮嘱我要早睡和所有的一切抛之脑后袁忘
记了时间袁忘记了自己遥

后来读到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曾描绘自己的
书房院每一次进入书房袁我好像听见哗哗的掌声院主
人来啦浴 看看我吧浴 翻翻我吧浴 争先恐后地邀请着
主人遥老先生如此的联想深深震撼了我遥今天袁人们
住房宽裕了袁应该给书房留有一席袁它不在大小袁有
书则灵曰藏书不在多少袁常读则明遥 有人形容书房袁
如天堂自造尧生活自娱尧精神自丰尧性情自谐尧文化
自乐遥 是的袁家有黄金上斗量袁不如教子在书房遥

今非昔比袁电灯早取代了煤油灯袁可我依旧忘
不了那样的读书时光袁但愿灯下读书常读常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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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李文华 通讯员 李瑜冤年初以来袁临海镇
大力实施农家书屋惠民工程袁推动新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袁以
农家书屋为阵地袁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袁助力乡村
文化振兴遥

让书屋变野精神粮仓冶遥该镇大力推进农家书屋建设袁丰富农
民文化生活袁让农家书屋成为村民野扶智冶野输血冶的一种有效手
段遥通过升级软硬件设施袁每日免费开放袁配备规范的书架尧阅览
桌椅等方式吸引各族群众走进书屋袁 并在各村配备了图书管理
员袁制定开放尧借阅尧学习等制度袁真正做到农家书屋建好尧管好尧
用好袁在全镇营造爱读书尧多读书尧读好书的浓厚氛围遥

让书屋变野红色阵地冶遥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袁该镇积极
发挥农家书屋的作用袁将党史学习教育同全民阅读有机结合曰在
各农家书屋增添红色书籍袁开设党史学习教育专栏袁邀请野百姓
名嘴冶尧老党员讲党史故事尧讲家乡变化等袁让广大党员群众从红
色经典中汲取奋进力量袁打通农村党史学习教育野最后一公里冶遥

让书屋变野快乐驿站冶遥该镇的农家书屋作为一项惠民工程袁
不仅解决了群众看书难尧借书难问题袁同时将农家书屋与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相结合袁打造成一个新型公共文化活动场所袁因地制
宜尧因时制宜地开展下棋尧绘画尧书法尧亲子阅读等活动袁举办防
溺水尧防诈骗尧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教育等形式多样的关爱青少年
健康成长的文化活动遥

临海镇

农家书屋为乡村振兴赋能

本报讯渊记者 李文华冤日前袁县图书馆工作人员来到县检
察院图书分馆袁 对借阅系统的安装操作及图书规范登记等业务
进行辅导遥

该分馆设有书架尧阅览桌尧电脑桌等设施袁藏有综合类图书
2000 余册和 20 余类报刊袁可供不同读者进行选择遥

县图书馆给该分馆补充了图书 1000 册袁图书馆工作人员对
如何做好图书借还工作进行详细地讲解袁 并安排技术人员对分
馆内的馆藏图书进行了整理尧分编尧上架袁纳入县图书馆力博管
理系统对干警服务袁使总馆与分馆间资源得以共建共享袁方便读
书学习袁提高图书资源的利用率袁为全民阅读打下坚实基础遥

县图书馆

助力检察院图书分馆建设

日前袁 记者在合德镇淮海居委会采
访时欣喜地发现袁该居的农家书屋袁窗明
几净尧书香沁脾袁不见人动袁只闻翻书声遥

野现在只要有空闲袁居民们每天都会
三三两两地来这里看书学习袁 不断给大
脑耶充电爷遥 这里的书籍种类多尧知识广袁
居民们还能学以致用袁 在种植养殖中经
常用到书屋里学来的知识遥 小小书屋正
在悄悄地影响和丰富着乡村人的生活浴 冶
该居党总支书记叶国章介绍说遥

该居农家书屋占地面积 50 平方米袁
有图书 6000 多册袁 包含政治经济类袁文
化类袁农业科技类袁少儿类袁综合类等遥 书
屋每天八点半对居民开放袁 下午六点关
门遥 居民可以在这里免费阅读书籍袁学习
交流遥 老党员喜欢看一些政治经济类的
图书袁 养殖户和种植户喜欢看一些农业
科技类的图书袁 假日里学生们喜欢看一
些少儿类的图书遥 农家书屋同时提供免
费借阅服务袁 居民可以通过登记将图书
借到家里去看袁看完不要损坏袁按时归还
即可遥

野种温室大棚尧搞养殖袁走进书屋查
查资料袁翻看翻看卫生防疫知识袁心里就有底了浴 冶该居居民
张海春说遥

正在书屋阅读的居民吴东接过话茬院野近年来袁 政府大
力支持发展特色种养产业袁村民们热情很高袁大家通过阅读
农业科技书籍袁纷纷摸准致富门路遥 冶

记者了解到袁 该居居民利用空闲时间在农家书屋可以
阅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袁有效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袁同时
营造了一种冶全民阅读冶的氛围袁显现了淮海居委会的新风
貌袁新景象遥野下一步我居将继续加大农家书屋的宣传力度袁
鼓励更多农民朋友参与到阅读中来曰 同时尽最大力量更新
书屋书籍袁使居民阅读层次跟上时代步伐袁为乡村振兴奠定
文化基础遥 冶该居党总支书记叶国章表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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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才女张爱玲是我最喜欢的女性作家袁 有人说她
傲慢矜高袁有人说她一生悲惨袁有人说她孤独落寞噎噎在
我看来袁她是冷静冷酷的袁她所有的作品给我的感觉都有
一份冷静蕴蓄其中遥

一尧在冷静中经历人生
张爱玲出身名门袁家世显赫袁她的祖母是李鸿章的长

女袁 在所有人的设想中她理所应当应该过着超出常人的
令人羡慕的幸福美满的人生袁 可是她没有享受过一天的
贵族生活袁父母感情的枯萎凋零是她一切不幸的开端遥 在
母亲的坚持下袁 张爱玲是家中唯一进入新式学堂读书的
孩子袁一直接受着新式教育袁她思想前卫袁与父亲本就不
好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遥 后来袁父亲重新娶妻袁后母与张
爱玲关系也非常不和谐袁甚至一度大打出手遥 为此父亲将
她关进屋中袁甚至连她重病也不管不顾袁是姑母的到来救
活了张爱玲遥 在她重生的那刻起袁她就下定决心断绝与父
亲的关系遥 她走了袁没有留下片言只语袁没有大闹府邸袁没
有宣泄不满袁也没有据理力争袁只是冷静地袁像一潭死水
般袁断绝与父亲的一切联系遥

或许是人生中缺乏父爱袁她偏爱比自己大些的男人遥
胡兰成袁一个懂得欣赏张爱玲文字的男人袁悄然走进她的
世界袁张爱玲深深地爱上了他袁爱到了骨子里袁爱到失去
了自我袁卑微到土里遥 可是胡兰成的浪子本性难移袁他还
是转身爱上了别人袁投入情人的怀抱遥 当张爱玲在乡下的
一间小屋子里找到他时袁她没有指责他的负心袁没有试图
挽留早已走远的心袁她选择冷静地放手这段感情袁甚至冷
静地掏出自己身上所有的钱给了他袁转身离开袁以平静的

面容将所有的眼泪与苦楚统统咽进肚子里遥
她的一生坎坷不顺袁她的爱情无疾而终袁她冷静地接

受了这一切袁最终以最平淡的姿态默默承受了所有遥
二尧在冷静中窥伺人性
她惯用冷静的语言叙述现实遥 张爱玲小说语言精准袁

词句凝练袁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她冷静的风格遥
文字似乎不能用冷静来形容袁但是除了这两个字袁我

好像找不到更恰当的文字来形容张爱玲遥 她总是以局外
人的视角冷眼旁观事态的发展袁极为冷静的叙述遥 无论多
么残酷的现实袁多么激烈的争斗袁多么凄美的爱情袁在张
爱玲笔下袁一律冷静遥 而这冷静中流露出的冷酷袁更让人
心生寒意袁现实的威力在她冷静的叙述中表露无遗袁美好
的情感在现实残酷的扼杀下毁于一旦袁 却在她冷静的语
调中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遥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袁 以一种冷静的态度去批判这个
世界袁总是比激昂的文字来得更让人触目惊心遥 用冷静的
语言去描述残酷的现实袁现实也因此变得冷静起来袁在这
残酷而冷静的现实中袁人性的劣根性便暴露无遗遥

张爱玲的小说叶金锁记曳中的七巧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的人物遥 七巧是麻油店店主的女儿袁困苦的家境迫使她嫁
给了患有软骨病的姜家二少爷袁她渴望幸福却无法获得袁
那时的她爱上了自己的小叔子姜季泽袁 但是她嫂子的身
份无法逾越袁姜季泽不愿意

背叛自己的大哥遥 五年的不幸婚姻生活让她从一个
健康善良的姑娘袁变成了眼里只有钱的扭曲人格遥 在她的
丈夫去世后袁姜季泽找到了她袁可她拒绝了姜季泽袁只因

怕他惦念着她的钱财遥 为了守住那些银子袁她还葬送了自
己一双儿女的一生遥 她窥听儿子儿媳的房事并大肆炫耀袁
她带着儿子抽大烟袁最终逼死自己的儿媳遥 她让女儿吸食
鸦片袁不动声色地赶走了女儿的相亲对象袁断送了女儿一
生的幸福遥 她抓住了钱袁却丢失了全世界遥

张爱玲用最冷静的笔触去刻画一个扭曲的母亲形
象袁她冷静地揭示了金钱对一个人精神的强烈腐蚀袁她没
有大肆抒发对七巧的批判袁没有激昂的文字袁而是平静的
叙述着尧描写着袁像烟嘴里吐出的烟圈袁淡淡的袁一圈一
圈袁缓缓喷出却久久消散不去袁一点点充斥人的口鼻袁进
入心灵的最深处遥

三尧在冷静中追逐爱情
张爱玲很喜欢写爱情故事袁 但是极少有大团圆的结

尾袁 即便是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袁 那过程也势必是曲折
的袁仿佛那唐僧远去西天取经袁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才能
修成正果一般遥 我想这很大程度是与她个人的经历有一
定的关联遥 纵使她受了爱情的重伤袁她仍然对爱情心存期
待与憧憬遥 因此袁她写下了叶倾城之恋曳袁成全了白流苏与
范柳原遥

所谓倾城袁便是香港的沦陷袁一座城市的轰然倒塌成
全了一段世俗不已的爱情袁白流苏和范柳原两个人袁都曾
经历过感情上的波折袁影响其一生的波折遥 两人的开始或
许没有那么的单纯袁 或许别有意图袁 但是在生死交关之
际袁范柳原没有抛下白流苏袁两人患难与共袁互相扶持袁相
互牵绊袁 携手过上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世俗却又幸福的
生活遥

同样的袁 张爱玲还是以一种极为冷静的眼光去描写
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爱情袁这段感情没有轰轰烈烈袁没有山
盟海誓袁没有感人肺腑袁却是在平淡中勾勒出美好袁在平
静中暗含憧憬遥 张爱玲在冷静的叙述中亮出了自己的态
度袁 女人不应该依附着男人的经济而生袁 应该独立的活
着袁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遥

冷静不过张爱玲
唐正洁

近年来袁
我县以文化
惠民为导向袁
持续完善现
代文化公共
服务体系袁多
方位打造全
民阅读阵地袁
倡导全民读
书袁致力于打
造书香鹤乡遥
图为盘湾镇
裕民村村民
正在农家书
屋阅览书籍遥
吴贵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