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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在发展袁社会在进步袁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人
们生活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遥如今袁微信阅读尧网阅小说尧
手机读报等已经成为鹤乡广大阅读爱好者的时尚生活遥

据不完全统计袁 现在全县微信用户大约有 60 多万袁有
微信的人袁哪个人不看朋友圈呢袁有媒体曾经公布过袁现在
深阅读都已经在微信里了袁泛娱乐都在微博里袁想想好像真
的是这回事遥

微信阅读袁阅读大军野不再孤独冶
书海茫茫袁欲野淘冶到优质好书袁不妨让微信好友来帮你

完成筛选袁 从而找到一本本适合你的好书遥 和好友交流阅
读感想袁在阅读中与好友的想法邂逅袁碰撞出更多火花遥

任职于省射阳中学的王老师袁 是一名资深优秀的高中
语文老师袁他的教学质量一直在同行中名列前茅遥 近几年袁
他的工作业绩之所以出类拔萃袁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微信
朋友圈里分享的优秀文章袁然后在课堂上进行讲解尧评析遥
同时袁他也将自己在其它网站尧微信尧微博等媒体看到的好
文章发到自己的朋友圈里分享袁共同阅读尧交流阅读心得袁
激荡阅读思想遥 从此袁阅读者不再孤独遥

云阅读报袁新闻人士野阅读神器冶
野云阅读报冶是一款功能强大的数字报刊阅读系统遥 触

摸操控袁指尖轻点袁全国数百份报纸便呈现眼前遥 该系统外
观时尚大气袁是政府机关尧图书馆尧社区等机构检索尧查阅报
纸资源的首选利器袁更是银行尧机场尧星级酒店等窗口行业
为用户在等候时间提供阅读休闲的高品位设备遥 野云阅读
报冶 可以支持国内 30 多个省市的大部分电子版的报纸下
载袁独有的报纸检测与更新技术能够保持报纸及时更新并
下载到各个读报客户端遥

就职于县内一家金融机构的张先生袁 是一位名副其实
的野稿痴冶袁采写新闻稿件是他一生的追求袁每年在全国多家
媒体用稿达五六百篇遥 野我每天凌晨一点钟左右就打开叶盐

阜大众报曳电子版袁早上七点左右打开叶射阳日报曳客户端手
机读报袁了解我投出的稿件是否刊登出来袁同时也掌握这两
家报纸每个版面设立的栏目袁分析需要哪些稿件袁让我在采
写稿件时有的放矢袁提高命中率遥 冶张先生说道遥

网阅小说袁时尚读者野如痴如醉冶
读者上网阅读各类网络小说已成为阅读新时尚袁野点击率

小说冶 在网络小说的基础上脱颖而出袁 成为一种新的出版模
式遥网络上的作品因为高点击率走红出版袁网络写手可以获得
版权遥网站因为人气赚取高点击率袁出版社因为高点击率和人
气判断市场袁赢得市场销售业绩遥 为了获得更高的点击率袁有
的专业写手甚至根据出版商的要求写书遥

退伍军人江先生在县内一家国企上班袁 他一生最大的
爱好就是阅读小说袁家里收藏着 100 多本各种类型的小说遥
近几年来袁 他阅读小说的模式有所不同袁 他钟情于网络小
说袁在节假日和下班时间袁只要一有空袁他就拿起手机袁陶醉
在他的网络世界里遥

野这阶段我正在阅读一部叶专职高手曳的军迷小说袁在小
说里能看到我当年在部队里的影子袁所以我很喜欢遥 冶江先
生动情地说遥

数字阅读：引领鹤乡时尚阅读“新潮”
本报记者 李文华

很长时候都希望网络作家协会能拥有一本属于自己
的杂志袁听起来好像与网络性质有点相悖遥 惯常思维袁网
络作协如果要有什么袁 也必定是与网络有关的袁 比如网
站尧比如公众号袁最不济也要建个群袁把她搞得风生水起
才是遥 与网络写作有关袁吸引大家眼球的也大多是签约尧
流量尧刷屏等等袁诸如此类遥 似乎除了这些袁网络作协再去
沿袭传统就会被看成是走回头路袁落入俗套遥

网络作协是个什么单位袁外面可以众说纷纭袁我们自
己却必须有足够的定力尧强大的气场遥 唯此袁我们盐城市
网络作协新近推出了一期叶日月岛曳文学袁这样的呈现袁似
乎既契合了网络作家协会敞开网络之门袁 包容所有优秀
文本的心胸袁 同时又是对我们网络作家自己文本的一次
传统式检阅遥

日月岛是射阳的一处生态旅游区袁2019 年被省文广
旅厅定为省文旅行重点建设项目遥 该项目占地 20 平方公
里袁其中岛屿面积 12 平方公里袁水域面积 5 平方公里袁外
环面积 3 平方公里遥 以海风河韵尧水绿生态为主题袁借日
月同辉吉祥之意袁建设十里彩虹生态绿岛袁主要包括十大
组团项目院U 型环岛绿廊尧游客中心尧童话水乡尧日月欢
歌尧竹海梵音尧鹤文化园渊紫薇园冤尧沧海桑田尧梦幻方舟尧
绿岛慧谷尧康养小镇等遥 我们的这期叶日月岛曳文学季刊袁
就是由盐城市网络作家协会射阳分会承办的遥

盐城市网络作家协会射阳分会是新近成立的区域文
学团体遥 她如同一个充满幻想的少年袁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孕育成长遥 在这本首期叶日月岛曳文学季刊中袁分会的基层
作家们用他们的热情和创作证明了他们对文学女神的热
爱袁也证明了他们的才情与志气遥 他们组织发起的第一届
野翔盛杯冶文学作品征集活动袁先前已经在日月岛文学微
信公众号上择优编辑发表了应征作品 89 篇袁 共 10 万多
字遥 其高尚的精神弘扬尧独到的文学视角尧上乘的创作品
味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与强烈共鸣遥

盐城市网络作家协会射阳分会对这次征文活动中收
集到的优秀文学作品进行了多次筛选和认真编辑袁 刊印
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叶日月岛曳文学季刊遥 作为他们的同路
人袁我感到非常的高兴袁也感慨颇深袁生逢如今这个伟大
的时代袁 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袁同样袁作为文学袁在当代也比以往任何时刻
更接近走向高原袁攀登高峰遥

2021 年是我们党的百年华诞袁 又是十四五规划承前
启后的重要一年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百年讲话的
第三部分以史为鉴袁开创未来中强调袁必须继续推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遥 文学作为文
化的精华袁怎样传承和发扬光大好优秀传统文化袁这是我
们每个文学人不能回避的课题遥 叶日月岛曳文学季刊的推
出袁既从一个细枝末节的侧面袁反映了一个时代尧一个地
方文化的繁荣与兴盛袁 也给我们文学同仁做出了一个很
好的示范和引领遥 启航新征程袁走好脚下的路袁为党和人
民尧为新时代放歌袁我们信心满满遥

是为序遥

为时代放歌
要要要 写在叶日月岛曳创刊之际

管国颂

买了本书袁李娟第四版叶我的阿勒泰曳遥 该
书收录的 24 篇文章袁是对作者野从十八岁到二
十出头年纪冶在新疆阿勒泰地区乡居期间生活
的集中呈现袁是她野真实经历与真实情感冶的记
录遥

翻开书袁 就被它的第一篇一下子牢牢抓
住遥 篇名为叶我所能带给你们的事物曳遥

文章讲述了在乌鲁木齐打工的她袁每次回
家都要给家人挑选购买礼物遥她太想给他们买
东西遥打工挣的钱有限袁而她想买的东西很多袁
吃的用的玩的袁很多很多遥 买不起家里最需要
的毛驴尧马蹄铁和马掌钉也还想买袁经历过种
种购买失败体验后仍是想买袁以至于还上当受
骗买回两只 野袖珍兔冶渊售者说永远长不大尧吃
得少又乖巧袁 其实两个月不大就长到好几公
斤袁什么都吃袁最终死于吃肉冤尧两只野金丝熊冶
渊不过是被截去了尾巴尧 她家里多的是的小耗
子冤遥

带给家人礼物袁 家人因她的礼物而愉快袁
这是她的愿望袁这让她满足遥当她从野天大的编
织袋冶里骄傲地一件件往外面掏她精心挑选的

东西袁周围看着她掏东西的野所有的眼睛很亮冶袁这时袁之前在野总是
那么大袁有着那么多的人冶的城市打工时袁在漫长又艰难的返家旅程
中袁只身所经受的所有的孤独与劳累袁一时间全都有了温度与色彩袁
有了价值与意义遥 要要要爱袁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就是袁渴望给予袁渴望
自己的给予恰合对方的需要或期求袁能给对方带来欢喜遥

九十多岁的老迈的外婆把神气活现的假野袖珍兔冶当作不在自
己身边的外孙女儿来疼爱袁她缓慢地弯下腰去慢慢地够着它袁她抱
它抚摸它袁她用跟外孙女儿讲话的口吻跟它讲话遥 能干爽利的母亲
一边生气抱怨袁一边却极大地容忍并悉心地喂养照顾女儿买回家的
野既没尾巴也没名堂冶还会咬破她衣服的冒牌野金丝熊冶遥 还有袁只因
女儿电话里随口一句野被子薄了点冶袁母亲丢下电话立即行动不眠不
歇做出一条野能把人压得呼吸不畅冶的驼毛厚被尧倒三趟班车第二天
晚上就送到了乌鲁木齐女儿的床上遥此外袁她还特别有记袁漫长艰难
的返家途中袁凌晨时分袁夜班车停靠在戈壁滩深处袁孤零零小饭馆的
维吾尔族老板夫妇袁一碗热茶尧一炉暖火尧一块给兔子的白菜尧几句
笑谈袁曾给予又冷又饿的她这旅人袁以难于忘怀的野家才有的温暖冶遥

深情总是动人的遥这些情节袁这些细节袁非常动人袁使我沉湎遥读
着时袁笑了袁叹了袁甚至泪盈于睫遥想起自己大学就读时袁看见商场柜
台里的雪茄袁那时父亲还抽烟的袁想着父亲没尝过它袁便用自己的零
花钱买了带回袁看着父亲喜滋滋品味时袁那种心情袁比自己享用到美
味还要好很多曰看那时已知爱美了的小弟穿上我买给的休闲上衣镜
前转来转去地照袁觉得很好玩很开心遥还想起初进初中住读袁母亲每
周两三次到学校看望袁从包里掏出紧裹着的菜冒着热气曰想起还没
长到足够大的大弟受母亲遣派独自蹬车给我送东西噎噎在文字里袁
在这些情节尧细节里袁我与她的感觉相联又相通遥 她的心意与情思袁
我懂遥

而她记录的袁却不仅仅是一己尧当下的小感受遥她另有看似不经
意的更广博深厚的宕开与触及遥比如她说院野乌鲁木齐的东西真是中
看不中用噎噎更重要的是袁这意味着过去事物尧过去感觉的耶永不再
有爷遥她九十多岁了袁再也经不起速度稍快一些的耶逐一消失爷了遥冶这
是对年迈外婆的阅读与理解袁 也是对人生中无法把握部分的审视尧
追问与祭奠尧惆怅遥野又记得在夏牧场上袁下午的阳光浓稠沉重遥两只
没尾巴的小耗子在草丛里丰拱一株草茎遥 世界那么大袁外婆拄杖站
在旁边袁笑眯眯地看着遥她那暂时的欢乐袁因这耶暂时爷而显得那样悲
伤遥冶她细细描摹当下后袁旋即将镜头远远推开袁推开到广漠尧苍凉而
又无奈的人生大背景之中袁 使人于两相比照间看见生命之微渺尧短
暂与有限袁觉知到所有这些微小情意的重要与珍贵遥

文章不足五千字袁却似一组可折叠的灵巧又好看的屏风袁开合
之间可见得一幅幅朴实又生动的画面遥 文字不沾滞不死板袁灵动跳
跃且富有趣味性与生活气息遥 语淡字浅而情深意浓遥 阅读亦是一种
行走袁我在字迹里追随她袁看见并野体会到遥远的阿勒泰角落里的一
些寂静尧固执的美好冶袁也借以照见了自己袁察知茫茫时空之中微细
的生命与生命里的幽微丰富袁懂得须有所惜护与执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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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荣冤日前袁黄沙港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联合镇社会事业局尧团委等部门袁在黄沙港小学开
展全民阅读春风行动启动仪式遥

在活动现场袁 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向黄沙港小学
捐赠文学历史尧童话故事尧科技科普尧法律保护等各类图
书 200 本袁 志愿者们为该校 30 名困境儿童送上书籍袁孩
子们笑容满面袁纷纷表示袁非常感恩社会各界爱心人士送
来的关怀袁一定好好读书袁不断充实自己遥

据悉袁2021 年袁该镇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袁全年开
展各类阅读活动 30 余场次袁群众知晓率尧参与率大幅度
提升遥 野接下来袁我镇将以关爱帮扶重点群体尧广泛开展阅
读活动尧推进阅读志愿服务尧提档升级阅读阵地为首要任
务袁高质量推进耶书香黄沙港爷建设袁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遥 冶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遥

黄沙港镇

全民阅读春风行动启动

本报讯渊通讯员 袁青 成麟祥冤日前袁盘湾镇南沃
村的孩子们袁 收到了来自该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志愿
者送来的野阅读礼包冶袁人人脸上洋溢着笑容遥

多年来袁该村在春节期间会为村内的孩子们送图书尧
送文化尧送祝福遥 今年袁除了送上野精神食粮冶要要要包含图
书以及许多文体用品的野阅读礼包冶袁还邀请到红色宣讲
员袁为孩子们讲叶闪闪的红星曳的故事遥

野即使我们今天的生活越来越好袁也不能忘记革命前
辈们艰苦卓绝的奋斗袁更要学习他们不畏牺牲尧勇往直前
的精神遥 冶教室里袁宣讲员声情并茂讲述着革命故事遥 现
场袁同学们聚精会神地听故事袁还合唱一曲叶唱支山歌给
党听曳袁用歌声表达了对党和国家的热爱遥

野今天很开心遥 宣讲员叔叔的课很生动袁叔叔阿姨们
带来的礼物我很喜欢遥 冶该村在盘湾小学六年级读书的张
明明小朋友在收到阅读大礼包后开心地说道遥

南沃村

给学生送“阅读礼包”

野以前借阅书籍要到位于耦耕的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去袁非常不方便遥 现在袁在镇政府办公楼内就
可以看书尧借书了袁这对于像我这样腿脚不方便的
老年人来说袁真是一件大好事遥 冶1 月 26 日袁手上捧
着一本党史书阅读的合德镇退休老干部徐杰高兴
地对记者说遥

深冬时节袁尽管室外寒意袭人袁但合德镇政府
办公楼三楼的野墨香合德冶机关书屋内却暖意融融遥
只见室内四周摆放着 6 层的书架袁每层都整齐摆放
着红色书籍及各类农技资料遥

记者发现袁 这个机关书屋与其他阅览室不同袁
书籍未进行编码袁采用开放式阅读模式袁干部群众
随借随还遥 有时大家挑选阅读同一本书袁然后坐在
一起交流尧分享心得体会袁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读

原著尧学党史尧悟思想袁坚定理想尧增添干劲遥 机关书
屋成为该镇干部群众经常光顾的新场所尧传播红色
文化的新阵地遥

野我们镇的退休老人较多袁镇干部下班后空余
时间也比较多袁他们都有强烈的学习需求袁通过打
造机关书屋袁使他们有了随时学尧随处学的机会遥 冶
问及设立机关书屋的初衷袁该镇党委主要负责人如
是说遥

红色“加油站”
本报记者 杨向东

最喜欢的读书时间袁就是夜里袁当白昼的一切喧嚣
都隐去之后袁 只留下夜的宁静遥 在这种氛围中展卷阅
读袁从文字中感受生命的有限尧宇宙的无涯曰感受春花秋
叶尧生命轮回袁一种苍茫的意象便浮现在脑海中袁促使人
对生命有了更多的感慨和体悟遥

白天是忙碌的袁心也静不下来遥但晚上就不同了袁晚
饭后的时光袁完全可以自由支配袁用来读书是最好不过
的了遥 我在一座小县城居住袁我家是顶楼袁紧邻着一条
街道袁我书房的那扇窗子袁就对着街道遥窗子下面放着一
张书桌袁书桌旁边放着一把木椅袁每天晚上袁我就临窗而
坐袁静静地读书遥

街上的车流虽然不似白天那样多袁但还是会有一些
车开着照明灯驶过遥 也会有一些路人在街上行走或散
步遥读上一段时间后袁我就会向窗外望去袁看街上的车来
车往尧人聚人散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袁而我的生
活方式袁就是守住一盏孤灯尧静静地读唐诗的博大宋词
的精深曰读哲学家的理性和诗人的浪漫噎噎在当下这样

一个物化时代袁独守书斋会被看成是不合时宜的袁可我
心甘情愿地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袁 守住一份清贫和寂
寞袁守望人类终极的精神家园遥

夜渐渐地深了袁街上已几乎不见了车流袁行人也都
回家了袁整条街空空荡荡的袁亦如我寂寞的心情遥 但我
还没有上床睡觉袁我仍坐在书桌前袁沉浸在夜读的境界
中遥 夜风轻轻吹过袁送来一阵清爽袁令人心旷神怡遥 读书
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浴月落乌啼袁带来千年的风霜曰涛
声依旧袁留不住西去的斜阳遥 书籍承载了人类文明的轨
迹袁使流逝的岁月定格为一种永恒遥 当我们阅读这些书
籍的时候袁收获的不仅仅是刹那间的欣喜袁还有唐朝的
菊花古剑曰 两宋的文采风流噎噎诸多意象汇聚到一起袁
在我们眼前组成了一幅无比灿烂的画卷袁不但能令我们
倾倒袁也能壮大我们的身心遥

夜更深了袁街道两旁的路灯都熄灭了袁整个街道漆
黑一片遥 对面那些楼宇中家家户户的灯光袁也一盏一盏
地依次熄灭了袁当最后一盏灯熄灭的时候袁小城进入了

黑暗状态袁我知道袁此刻的小城袁已经睡着了遥
小城睡着了袁可我仍在读书遥书桌上的灯仍然亮着袁

亮丽在宁静的夜晚袁在黑暗中发出一缕希望的光芒遥 阅
读行为是对灵魂的一种引渡袁引导迷失的灵魂找到通往
精神家园的路遥人生有太多的烦恼和忧愁袁沧海泪袁巫山
云曰挥不去的思念袁斩不断的情缘浴 何不寄情于书本呢钥
让书籍拂去心灵的烦躁袁 在阅读中抵达一种超脱的境
界袁让心灵变得圣洁而安逸遥

小城睡了袁沉睡在一片黑暗中曰我抬头望向苍茫的
夜空袁夜空中银河灿烂尧星月交辉袁那里是远离尘世的另
一个所在袁素雅而又纯净袁是一片没有被世俗气污染的
圣地遥这样的圣地袁我们注定无法到达袁但阅读却能使我
们穿越时空袁 在类似的圣地中享受世界文明之光的照
耀遥 夜已经很深了袁月影已经西斜遥 熟睡的小城一片黑
暗袁只有我书房的窗口还亮着一盏灯遥 望着遥远夜空中
的星光月色袁忽然想到了康德的那句名言院野这世间最使
我感动的东西有两样院一是人类内心的真实曰二是我们
头顶上灿烂的星空浴 冶

小城睡了，我还在读书
唐宝民

近年来袁我县充

分利用城市书房尧图
书馆等资源袁不断完

善市民全民阅读基

础设施建设袁为群众

提供优质的特色文

化场所袁满足居民业

余时间文化生活需

求遥
上图为寒假来

临袁恒隆书房里读书

的市民络绎不绝遥
左图为县图书

馆吸引了大量市民

前来借阅图书遥
彭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