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爷爷的老房子曳
作者院张秋生
出版社院春风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院爷爷带小孙子重回他童年住的弄

堂遥 这里有结构别致的老建筑尧庭院中开满白色
花的夹竹桃树袁还有凉风吹送到弄堂口夹带着邻
里亲切的交谈声袁如一幅幅流动的纸上画卷遥 祖
孙俩坐在老房子的楼梯上袁抚摸着上面深深浅浅
的木纹袁仿佛回到了爷爷小时候的时光里遥 爷爷
讲起了曾经住在这里的一个小裁缝和一只虎斑
猫的故事遥 现实和回忆的双线叙事交错并行袁展现了时空流转中老弄
堂的动人故事和浓浓的邻里亲情遥

作者简介院张秋生袁被誉为野小巴掌童话之父冶袁是中国几代人童年阅
读的提灯人遥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创作儿歌尧童话至今袁笔耕不
辍袁他始终和孩子们在一起尧和写作在一起袁创作了许多经典的儿童文学
作品袁其中多篇入选小学语文课本遥曾获新时期儿童文学奖尧全国优秀儿
童文学奖尧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尧冰心图书奖尧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尧张天翼
童话寓言奖及全国少儿报刊荣誉奖叶圣陶奖尧上海韬奋新闻奖等遥

叶治国平天下院王蒙读荀子曳
作者院王蒙
出版社院广西师范大学
内容简介院继老庄孔孟列之后袁王蒙先生

将目光投向荀子遥 耄耋之年袁四年光阴潜心精
读袁王蒙先生的人间阅历和智慧沉淀与这位先
秦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发生了令人惊艳的同
频共振遥

不同于孔孟老庄的或重于行思体悟或偏
于抽象概括袁 荀子的思想理论体系相对完备袁
逻辑层次更为丰富细腻袁在王蒙先生一贯的纵
横捭阖谈古论今畅快淋漓幽默风趣的解读之
下袁荀子的真知灼见穿越两千年的时空依然光芒闪耀袁彰显出经典智
慧坚韧蓬勃历久弥新的生命力量遥

治国平天下袁是王蒙读荀子的立意高度袁实际行文中袁格物致知诚
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袁从认知方法到事业精进尧从独善其身的
人格养成到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袁王蒙先生一一精细剖析袁在人工智
能元宇宙方兴未艾的今天袁于现实人生和未来展望袁在葆有热气蒸腾
的生活温度尧澄澈澎湃的人文理想的同时袁竟然也不乏一种科学态度遥

作者简介院王蒙袁著名作家尧学者袁曾任文化部部长遥笔耕 70 余年袁
出版过 50 卷文集袁创作过 2000 万字作品遥曾获茅盾文学奖尧意大利蒙
德罗文学奖尧 日本创价学会和平与文化奖遥 作品被翻译成 20 多种文
字袁流行世界各地遥 2019 年荣获野人民艺术家冶国家荣誉称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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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温暖的春风伴着葱茏惠临大地袁美好的春天便如
约而至遥 最是一年春好处袁春光作伴好读书遥

春天袁人们纷纷外出袁踏青寻春野金鞍玉勒寻芳客袁
未信我庐别有春遥 冶却不知袁书房里的春景韵味无穷遥 野高
斋晓开卷袁独共圣人语冶袁静静地在书中寻找与你志趣相
投的野圣人之语冶袁开启一场心灵之旅遥

春光无限好袁花柳映边亭遥 晨光熹微袁鸟鸣啾啾袁我
常常在河畔袁捧一本书袁享受阅读的畅快遥

若是雨天袁便在窗边读书袁春雨绵绵袁淅沥有声袁空
气里的尘埃被春雨洗净袁混合着草香的春风袁让人心旷
神怡遥 窗外海棠袁雨打花苞袁花蕾红艳袁水珠晶莹袁似胭脂
点点袁正是野入夜海棠初沐雨袁春光正好读书时遥 冶

我爱上读书袁是从小学开始袁印象最深的是浩然的叶幼
苗集曳袁他把我身边的景物描绘得那么美曰豆架上大肚子蝈

蝈在欢唱袁水车哗啦啦抽着河水涌进田里袁找到灵芝草袁就
会变得聪慧遥 一幅幅乡村画袁常常让我心怀美好尧激动和喜
悦遥 有时候袁独自在草堆旁读得痴迷袁疲倦了就迷迷糊糊地
睡去袁梦中袁灵芝草闪着耀眼的光芒噎噎醒来发现袁那是父
亲手电筒的亮光遥 到了中学袁又被叶瓦尔登湖曳深深吸引袁梭
罗用一把斧头造房尧耕种尧捕鱼尧打猎袁在湿地里尧森林中尧田
野上袁与野兽为邻袁与鸟儿为伴袁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袁寂寞孤
独中阅读尧思考尧写作袁过着极简的生活遥 他告诫人们袁对大
自然切不可过度贪婪索取袁否则袁会给人类环境带来污染及
灾难遥 而卢梭在叶忏悔录曳中袁公开承认自己曾经偷盗尧诬陷尧
滥情袁那种坦诚袁让人钦佩!

野书卷多情似故人袁晨昏忧乐每相亲遥 冶在书中袁不但
可以领略野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冶的诗仙气派曰领教范
仲淹野先天下之忧而忧冶的宽广胸襟曰感受杜甫野安得广

厦千万间冶的忧民情怀遥 还让我在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曳
中学会坚强袁在叶最后的宣战曳中看到了生命的坚韧和宝
贵遥 书给予我知识袁给予我寄托袁更给予我精神的力量袁
让我在苦寒的生活中袁坚守内心的笃定噎噎

暖阳伴书香袁不负好时光遥 在野偷得浮生半日闲冶的
春日里袁远离喧嚣烦扰尧尘世浮华袁捧一卷好书袁携一缕
暖阳袁听燕雀欢唱袁嗅草木清香袁畅享阅读带来的精神滋
养袁拥有属于自己的岁月静好遥 人生最惬意的事情莫过
于此!

野读书不觉已春深袁一寸光阴一寸金遥 冶趁着春色正
好袁沉浸书海袁抚晋时风袁看唐朝雨袁品宋代茶袁赏明清
花袁在光阴的檐下袁珍惜时光袁不负韶华! 要要要喜欢阅读
的人袁生活即使满地鸡毛袁内心也是繁花锦簇遥

春光正好读书时
江正

叶故乡何处是曳的作者鲁声娜是
我极熟识的一个女子袁 很多年前就
听说她是个大才女袁文字极美袁后多
次在报纸上拜读她的美文袁 常常在
想袁 把文字摆弄得这么有灵性的女
子内心深处一定住着一个有趣温婉
的灵魂袁在心中无数次勾勒出图像院
纤细的身材袁戴着眼镜袁吐气如兰遥

后来得以遇见袁她着一身长衣袁
有点古典袍子的韵味袁 站在长得非
常繁茂的半屋绿植中袁浅浅地笑袁柔
柔地说袁 眉眼处舒展着在书中长期
浸润出的温婉大气袁果然颇有野陌上
人如玉袁卿卿世无双冶的雯丽遥 在那
时那刻袁我在想这就是传说中的野所
谓伊人在水一方冶吧遥 我一直以为这
是一个女子对另一个女子的仰望和
膜拜袁 有次偶尔和一个刚入职的小
男生聊起她的文字袁 小男生说鲁声
娜的文字有灵气袁 他是读着她的文
字长大的遥 还有次和一个老大哥聊
起她的文字袁 老大哥说她的文章他

每篇都读袁很美很有特色袁一个字一个字都背下来遥 这时我才
知道袁鲁声娜文字的美不只是小男生多年仰望的星空袁还是老
大哥常年遥望的野一道不得不看的风景冶袁更是在文字中苦苦
挣扎的文学爱好者经年紧紧追随的背影遥

看了作者许多美文袁特喜欢叶猫曳和叶故乡曳这两篇袁每个人
都喜欢在熟悉的人尧事尧物中停泊自己的情思遥说说故乡吧袁故
乡停留在心中的永远是袁在夕阳西下袁妈妈在村口大声吆喊院
大丫头袁天黑了袁快家来遥

把镜头切换到作者的故乡袁 作者把故乡折叠在记忆的深
处袁以生活中的烟火之气点染了故乡的色调袁开始如淡墨般的
大写意铺陈出故乡的旷达袁后来用野远在贵州的大姑寄学费冶
野好吃好喝的可着父亲冶 这些细线条勾画出故乡温情的细节袁
一点一滴地滋养着我们袁再以娇媚的海棠花尧樱桃尧牡丹尧蔷
薇尧紫薇来调色袁让故乡变得饱满丰富多彩袁颇有色彩斑斓的
油画套叠在大写意上的奇妙意境遥

作者在异乡遥望故乡袁 故乡如一轮红日轻轻地飘浮在岁
月的枝头上袁时光为它轻披上圣洁通透的光泽袁如梦似幻袁如
影如纱遥 她在时光的隧道里穿行袁来到了那四排小屋前袁走在
路正中袁故乡早已物是人非袁恍惚从未来过袁却又那么姹紫嫣
红地在生命中璀璨过遥故乡用词细腻柔婉袁字里行间通篇如细
棉布一样舒适温和袁偶尔带些棉麻野坚韧牢固冶的挺括袁在细节
处缀以野迷蒙冶的丝绸柔软质感遥

在故乡里袁 我似乎看到了一个温婉如荷袁 淡雅似梅的女
子袁闲居室内袁临窗而立袁研磨作画袁于是一幅淡墨丹青在我们
的眼前慢慢跳脱出来袁在这幅丹青中袁那个超凡脱俗的女子袁
娉婷婀娜袁与凡间烟火相隔袁与尘世风景相忘袁与相濡以沫的
老父母相守袁与耳鬓厮磨的姐妹相聚遥

故乡像一个永远不醒的梦袁 这个梦轻轻地停泊在每个人
的内心深处袁使得我们每个人在有生之年不断回眸遥望遥故乡
充满了温煦的甜蜜袁偶尔点染了一点点无可奈何袁父亲无钱读
书袁当我们还在为父亲的命运叹息袁大姑的一个温情的举动让
故乡一下子如缂丝般明亮立体遥 故乡大气空灵中带着一种淡
淡无以言说的忧伤袁老父亲一句家去了袁如婴儿的舒柔小手一
样在我们的心中轻轻地揉一下袁让我们在简洁的俚语中袁触摸
到了裹着游子一生一世苍茫的孤独遥 故乡在我们的生命中渐
行渐远袁终究不剩一片熟悉的瓦袁一棵老去的草遥

故乡这篇美文我曾多次读过袁 每次读后都有不同的感悟
和牵念袁一千个人读哈姆雷特袁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模
样袁每个人的心中都停泊着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乡袁因时空的相
隔袁因地点的转移袁因际缘的疏淡袁故乡在我们的心中幻化出
千姿百态的韵味来袁那村口的大槐树袁那堆得老高的麦垛袁那
烤得焦黑的山芋袁那喷香的锅巴袁折射出晶莹的光泽袁看似淡
忘袁却在时空的隙缝隐隐地泛着温暖的光袁想起来袁思起来袁念
起来袁心生旖旎温情遥

日子如水晶莹剔透袁我们一天天长大袁一步步走出母亲的
视线袁一步步远离了故乡袁多年以后回眸凝望袁芭蕉不知绿了
几回袁樱桃不知红透几春遥故乡成了诗经中的野式微式微袁胡不
归钥微君之故袁胡为乎中露钥冶一段黯然无奈曰唐诗中的野青袍白
马有何意,金谷铜驼非故乡冶一段孤独彷徨曰宋词中的野云外谁
把山歌唱钥 歌声带我入梦乡冶一阙魂牵梦绕曰无数共产党人心
中的野踏遍青山人未老袁风景这边独好冶一份坚定信仰曰作者心
中的野守着这一方院落时袁我心安静恬然冶一份甜蜜遥望遥

故乡这个词穿越了千年袁永远牵扯离子的心袁从远古时不
得归的无奈袁近代回不去的彷徨袁现代难回去的守望袁到如今
马上到的甜蜜回忆遥 回故乡袁从 60 年代的步行袁到 70 年代的
自行车骑行袁到 80 年代的三卡车慢行袁到 90 年代的大客车快
行袁到 2000 年的小轿车舒适行袁到 2010 年的高铁快速行袁到
2020 年的飞机高速行袁故乡越走越远袁故乡也越走越近遥

将心种在故乡里袁无须朗月来触摸袁无须清风来爱抚袁无
须雨露来滋润袁在某个芬芳的早晨袁在某个素淡的黄昏袁就可
以看到袁那条阔达的马路袁一直抵达到心灵最深处的故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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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袁 至今已过 100 年遥 我们
从党史尧新中国史中获悉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站
起来尧富起来到强起来袁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袁最
重要的一条就是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遥

中央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
叶关于在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
史尧新中国史的通知曳袁让广大党员干部回归本心袁本着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袁更加
自觉地用实际行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遥

通过学党史尧新中国史袁我们要坚定信仰袁因为星星
之火可以燎原遥不忘初心袁方得始终袁传承红色基因袁必须
坚定理想信念袁增强野四个意识冶尧坚定野四个自信冶尧做到
野两个维护冶袁 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遥

纵观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历史岁月袁风风雨雨袁坎
坎坷坷袁我们的党在历练中不断发展壮大袁变得如此生机
盎然袁焕发着新的希望遥

1921 年 7 月 1 日袁这一天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
了袁这是一个让每个中国人永远铭记的日子袁这是中国革
命划时代的里程碑袁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受苦受难的中
国人民带来希望遥在革命战争年代袁党领导着劳苦大众英
勇奋战袁历尽艰难袁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尧封建主义和官
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袁使人民翻身从此当家作主遥

在改革开放之后袁 中国逐渐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
向工业化国家转变袁 使得人民的生活日渐富足袁 国家科
技尧经济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袁综合国力逐渐增强袁使中
国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遥

党史袁那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袁那一段苦难与辉煌并存的历史袁那一
段刻骨铭心的让人难眠的历史袁给了我深刻的启示遥在中国共产党刚刚成
立时袁有多少人相信袁这小小的政党能够赢得中国的未来袁又有多少人相
信袁那支在崇山峻岭尧雪山草地中长征的疲弱不堪的队伍袁能够背负着这
个国家和民族复兴的全都希望袁可是袁就是凭着百折不挠的精神袁凭着马
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袁让这一切成为可能遥有这样英明的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中国袁我坚信袁会越来越富强遥

从党史中汲取不忘初心的前进力量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袁是中国共
产党的力量源泉遥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袁本质上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尧建
设尧改革袁凝聚人民力量袁发挥人民积极性尧主动性尧创造性的历史遥 当年袁
人民群众推小车尧送军粮袁为全国解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遥今天袁我
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袁 在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
问题上取得了历史性伟大成就袁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样本尧中国智
慧尧中国力量遥 面对新冠疫情袁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尧众志成城袁取得抗疫斗
争重大战略成果遥 这一切正是一切为了人民袁一切依靠人民的生动体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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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吕伟伟冤野真的是太感谢
了袁这么快就把我需要的书给送过来了袁居家
隔离实在是太无聊了袁手机短视频看多了眼睛
也不舒服袁现在有了这些书袁我可以好好地享
用我的耶精神大餐爷了噎噎冶新坍镇新合村居家
隔离人员葛春亚从志愿者手中接过野阅读大礼
包冶高兴地说遥

近一段时间以来袁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袁很
多外地返村的村民都需要在家隔离袁新合村工
作人员不仅严格按照野7+7冶野3+11冶的管控要求
每日走访居家隔离人员袁还在走访过程中详细
了解他们的生活现状和生活需求袁当得知他们
大多数人有阅读需求时袁新合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立即召集志愿者召开专题会议袁决定依托
野农家书屋冶平台袁开展全民阅读野送书上门冶志
愿服务活动遥

活动中袁居家隔离人员通过微信群推送自

己的阅读需求袁农家书屋管理员对照野需求清
单冶做好书籍借阅登记袁然后再安排志愿者将大
家需要的书籍及时送上门遥 志愿者严辉说袁在
这个特殊时期袁通过送书上门活动袁让居家隔
离人员在家就能看到自己喜爱的图书袁不仅提
升了农家书屋的服务功能袁也缓解了隔离人员
紧张的心情袁同时也增强了大家战胜疫情的决
心和信心遥

据悉袁此次送书活动所选书籍涵盖农业技
术尧卫生健康尧文学著作尧科普读物等多个门
类袁为疫情期间居家隔离人员送去书香袁送去
爱心袁用阅读搭建爱的桥梁袁用图书温暖了人
心遥 近期袁为了迎接野世界读书日冶袁新坍镇新合
村将在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的前提下袁统筹
各方资源尧综合运用多种形式袁继续推广普及
全民阅读活动遥

新合村院隔离不隔爱 书香暖人心

年初以来袁 长荡镇不断丰富党员冬训形
式袁积极营造浓厚的读书氛围袁全力提升党员
干部思想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袁将全民阅读与
冬训工作融合推进袁利用野线上+线下冶阅读平
台袁 让基层党员冬训在疫情防控期间溢满书
香遥

阅读分享要要要增添冬训活力
全镇各村渊社区冤农家书屋在冬训期间围

绕冬训专题内容袁开展阅读分享会袁分享读书
心得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读原著尧学原
理尧谈感悟尧促成长袁全面推动学习型党组织建
设遥 为创新党员学习形式袁推动党的创新理论
深入基层袁 长荡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渊站冤袁组织开展野耶童爷沐春风袁耶悦爷享未来冶全
民阅读春风行动尧野元宵喜乐会袁 重温红色
情要要要红色故事分享会冶野我听爷爷讲党史冶等
系列读书活动袁引导党员群众好读书尧读好书袁
切实提升党性修养遥

上门送学要要要传递组织温暖
广泛组织开展爱心赠书尧送学上门等暖心

志愿服务袁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上门给群众宣

讲并赠书袁倡导群众多居家少聚集遥 野周大伯袁
这是我们为您准备的学习资料袁疫情期间在家
也要多读书袁学习新思想尧新理论袁这样才能跟
上我们支部的学习节奏遥 冶志愿者上门入户为
老党员送上最新的理论书籍袁用暖心服务传递
组织温暖袁使老党员足不出户就可以学习党的
理论知识遥 老党员们纷纷表示袁将保持学习常
态化袁以学促行袁将党的方针政策解读给更多
身边群众遥

线上课堂要要要凝聚书香力量
充分发挥线上平台传播导学作用袁 通过

野学习强国冶学习平台和野射阳长荡冶公众号尧视
频号等载体向全镇党员干部推送阅读知识袁制
作野书香抗疫袁阅读有我冶宣传小视频袁用群众
看得懂的形式倡导多居家尧勤读书曰制作野冬训
主讲人要要要唱响新时代的映山红冶宣讲视频在
党员微信群转发袁更广泛地宣讲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袁提振干事热情袁凝聚发展合力曰志
愿者骑着流动宣传车走村入户袁小喇叭里播放
读书音频袁野流动书车冶成为党员群众冬训学习
的野流动课堂冶遥

长荡镇线上线下阅读忙
本报通讯员 李涵 倪梦莹 张建忠

本报讯渊通讯员 浦林艳 孙维佳冤野老师袁
桑叶怎么有这么多脉络钥 冶近日袁特庸镇红旗社
区组织野花田里的小课堂冶全民阅读系列志愿服
务活动袁 志愿者带领社区幼儿园的孩子们来到
田间地头野阅读冶自然遥

在该社区蚕桑文化展厅袁 志愿者们给孩子
们讲解桑树成长过程和蚕茧的作用遥 在桑芽田
里袁带领孩子们近距离观察桑叶的结构袁触摸桑
叶嫩芽袁 不断激发起孩子们对生态环境的兴趣
和探索欲望遥

在油菜花田间袁孩子们主动识草尧赏花袁体

验着大自然带来的乐趣遥 学习了课本上没有的
知识袁孩子们的眼睛里都充满了欣喜遥孩子们纷
纷采摘一些花瓣和嫩芽袁 准备带回去制作标本
以作留念遥

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负责人表示袁将
课堂搬到大自然中袁 不仅提高了孩子们的学习
兴趣袁更拓展了孩子们的视野遥 下一步袁社区将
结合疫情防控需求袁以野线上+线下冶的形式袁持
续开展各类全民阅读活动袁 不断提升群众文化
素质遥

红旗社区组织全民阅读志愿服务活动

揖阅读在线铱 揖阅读感悟铱

品味书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