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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漂洋过海来送你曳
作者院石一枫
出版社院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院2022 年 3 月
内容简介院老话讲袁隔辈儿亲遥
爷爷陡然去世袁 那豆却在骨灰中意外发现

了一块似乎不属于爷爷的野异物冶遥 这是什么呢钥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钥 昔日的胡同顽主袁今日的
国潮少年袁决定一探究竟遥 谁知袁这还仅仅是个
开端遥 正如司炉工李师傅所说袁这天下的事儿袁
全拴在一块儿呢浴

当那豆的手机视频里传来阿尔巴尼亚的号
子声袁当发小阴晴从大洋彼岸传来了新的线索袁
那豆决定袁背上行囊袁为了爷爷亲赴美洲大陆走
一遭噎噎

作者简介院 石一
枫袁1979 年生于北京袁
1998 年考入北京大学
中文系袁文学硕士遥 著
有长篇小说叶红旗下的
果儿曳叶恋恋北京曳叶借
命而生曳叶心灵外史曳
等袁小说集叶世间已无
陈金芳曳叶特别能战斗曳
等遥 曾获鲁迅文学奖尧
冯牧文学奖尧叶十月曳文
学奖尧百花文学奖尧叶小
说选刊曳年度奖窑中篇小说奖等遥

叶拥抱月亮入睡曳
作者院王忆
出版社院中国妇女出版社
出版时间院2022 年 2 月
内容简介院叶拥抱月亮入睡曳是一本抒情性诗

集袁是作者王忆在 2019 年至 2021 年创作的诗歌
作品集遥 全书共分为野美好如诗冶野生活如句冶野时
光如海冶野生命如歌冶野这一年冶野诗与人的象征冶六
部分袁共 120 首诗袁作者通过这一首首小诗袁书写
了亲情尧爱情和友情袁表达出独立的自我遥

王忆的诗作充满诗意与浪漫袁关注身边的事
物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袁书写独立的自我袁正是
以这样一颗光明的心灵袁 王忆以诗表达着自我袁
书写着世界袁也黯淡或超克了其所野介意冶的一
切袁创造出一片自己的天地尧诗的天地遥也正是在
这片天地中袁王忆以其光明的心灵袁穿透或照彻
着被其所注目与体验的物事袁诸般物事袁亲切尧明
朗袁散发着王忆心灵的光晕尧诗的光晕遥

作者简介院王
忆袁女袁 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袁 江苏省
作协签约作家遥 鲁
迅文学院长三角中
青年作家高研班学
员遥 江苏省委宣传
部确定的 野紫金文
化人才培养工程冶
文 化 优 青 培 养 对

象袁南京市青年文化人才遥 著有长篇小说叶冬日焰
火曳尧中短篇小说集叶不虚此行来看你曳尧散文集
叶在轮椅上奔跑曳袁诗集叶在静寂里逆生长曳等多部
文集遥 作品发表在叶诗刊曳叶中国作家曳叶钟山曳等多
家期刊杂志袁2018 年 10 月由中国作协主办的寓王
忆诗歌作品研讨会寓在北京举行遥 荣获第三届中
国青年诗人奖袁第十届金陵文学奖袁第八届上海
好童书奖遥 叶冬日焰火曳荣获第三十三届华东六省
优秀少儿读物图书类一等奖并获野2020 年中国出
版协会儿童阅读好书榜要要要生命教育主题冶图
书遥2022 年 3 月获北京冬残奥野残健共融冶主题原
创歌曲优胜奖遥

王忆自出生起因患小脑偏瘫袁正常的肢体和
语言能力袁在她来到这个世界上时便丧失了遥 但
王忆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袁选择了用文字
与世界交流遥 为了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袁她常常
写作到深夜袁由于无法握笔袁她每写一个字袁都要
用尽全身力气袁把文字野刻冶在纸上曰她不能用双
手敲击键盘袁只能用一根手指打字袁指尖不知道
被磨破了多少次遥 但她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
文学的满腔热情袁从 19 岁到现在袁14 年间陆续出
版了散文集尧诗集尧小说集等 11 部作品袁出版发
行作品的总字数超 200 万字遥 可以说袁她是用生
命的一分一秒磨成了一本又一本书遥她用自己的
人生经历书写了生命的赞歌袁 并在 2019 年被评
为江苏省三八红旗手袁中国出版集团发布的 2018
年中国 90 后作家排行榜第 30 名遥 被中国残联主
席张海迪誉为野不倒的生命之树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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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付老您好浴 祝贺您入选 2022 年第一季度耶盐城好
人爷噎噎冶4 月 14 日上午袁临海镇野江苏好人冶尧2022 年第
一季度野中国好人冶候选人张同祥袁来到八大家社区付强
家庭文化室袁向创办人付强表示祝贺并给他披上野盐城好
人冶绶带遥

在付强家庭文化活动室里袁张同祥对付强说袁本月是
全民阅读月袁4 月 23 日袁是第 27 个世界读书日袁我们要发
挥野好人冶引领作用尧倡导阅读新风袁开展野让阅读成为习
惯袁让思考伴随人生冶为主题的读书系列活动袁更好地推

动全民阅读袁营造书香临海的浓厚氛围遥
好人荐好书袁书香飘乡村遥 野遇见一本好书袁打开一个

世界冶袁大家好浴 我向大家推荐一本好书叶梁家河曳袁这本书
用朴实的语言尧细腻的文字袁讲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梁家
河群众之间建立的淳朴而深厚的情谊噎噎张同祥向在文
化室读书的村民们推荐好书阅读袁共同探讨读书心得袁分
享自身读书故事袁村民们在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籍后袁仔细
阅读起来袁时而安静尧时而轻声交流尧时而大声诵读遥 野自
己阅读乐趣不仅仅局限一本书袁 看一张报纸也能体验到

读书的乐趣袁读书使人快乐袁也能汲取精神能量遥 冶村民孙
玉芳说遥

全民战野疫冶袁知识共享遥 野以下哪项是正确佩戴口罩
的方法钥 A 露出鼻子尧B 未贴合面部尧C 盖住口鼻和下巴尧
D 口鼻夹不夹遥 抢答开始浴 冶付强针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袁
开展以野疫情防控冶为主题的科普知识阅读和趣味竞猜活
动遥 紧扣野防疫冶主题袁丰富阅读内容尧创新阅读形式袁激发
了广大群众的读书热情袁也形成爱读书尧读好书尧善读书
的良好氛围袁更进一步增强了战野疫冶必胜的信心和决心遥

“好人”荐好书 书香漾农家
本报通讯员 李瑜 王凤杰

鲁迅先生说过袁读书有职业的和嗜好的两种袁我也有自己
体会遥在岗时的谈书袁我看的大都是野职业的冶那种遥退休后袁主
要是闲中找乐袁故此时的读书就属野嗜好的冶那种了遥 按鲁迅先
生说法袁此类读书袁从兴趣爱好出发袁就是野翻来翻去冶袁遇到对
眼的袁就翻翻看看袁反正野捡到篮里都是菜冶袁没有味道袁就弃之
一边遥

野翻来翻去袁一多翻袁就有比较遥 冶在市场化尧信息化时代袁
野快餐式冶野点水式冶读物盛行袁在比较中野翻来翻去冶袁选择些富
含正能量的内容袁偶读一二遥 除此袁那些经过历史沉淀尧耐得住
咀嚼尧经得起推敲的时代厚重之作袁也野翻来翻去冶选择若干袁
同样成了阅读嗜好的最佳遥 因经典比现今的很多时尚读物袁更
能净化心灵尧陶冶性情袁甚至影响人的一生遥

离退休老人袁多为闲人遥 人生难得老来闲袁古人言院野少年
读书如隙中窥月袁 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袁 老年读书如台上玩
月遥 冶从野窥冶野望冶野玩冶的不同表述袁可看出不同的读书心态和
读书所得遥 离退休老人暇时不妨多些野翻来翻去冶袁读些少而精
的经典之书袁让心绪更宁静袁情脉更流畅袁生活更优化遥 读书人
寿遐袁缘于野静冶袁从容自在袁不以物喜袁不以己悲袁始终保持一
份清醒袁一份彻悟袁一份坦然袁这样肯定会长寿的遥

读书“翻来翻去”好
江正

读书袁能陶冶人的情操尧丰富人的思想尧开阔人的视野袁给
人以精神享受袁让人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遥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农村老家度过的遥 母亲不识字袁家中自
然也没有多少藏书袁父亲倒是读过书的袁知道知识的力量遥 但
那时家里穷袁 能让我上学堂就不错了袁 根本没有钱去买别的
野闲书冶遥 因为贫寒尧因为寒酸袁特爱读书的我每当见到同学的
叶少年文艺曳叶雷锋的故事曳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曳等读物时便如
获至宝袁如饥似渴地借来阅读袁继而对书中的事有一种莫名的
感动遥 多少个夜晚袁我在昏暗的油灯下陷入沉思遥 遇上精美的
词句袁心仪的文章袁我都如痴如醉袁乐在其中袁并挑灯夜战摘抄
下来曰多少个午夜袁我伴着书香入梦噎噎读书给我平淡的生活
增添了绚丽的色彩遥

22 岁那年袁我怀揣青春梦想袁告别鱼米之乡的故土袁带着
美好憧憬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沿海滩涂渊射阳盐场冤遥 初到盐
场袁内心必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袁充满咸味的工房袁枯燥无味的
生活袁沉闷单调的劳作袁空旷的滩涂深处袁稀落零星的房舍袁使
我涌上无以言语的怨悔和躁动不安的思绪袁 我甚至怀疑人生
的路标是否选错方向遥

一次偶然的机会袁从叶辽宁青年曳中看到这样一段话院野盐
包在海水里袁但你不能指着海水说袁这就是盐冶遥 细细品味袁
使我深知人们把海水变成盐袁是一个艰苦复杂的过程遥 这句话
给我启迪袁给我力量袁给我奋进袁给我鼓励袁让我懂得只有踏踏
实实地做人袁才能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遥 只有付出袁才能成功遥
从此以后袁每天劳作之余袁我在钻研叶海盐工艺学曳等相关技术
书籍的基础上袁抽出时间读一些励志的书籍袁从读书中寻找精
神寄托,使生活不再单调尧不再寂寞尧不再迷惘遥 当我真正读懂
这句话格言的内涵时袁我已成为企业一名专职宣传报道员遥 从
此袁我更加迷恋读书尧看报袁时间一长袁晚上不看书袁心里还真
有些空荡荡的遥天天如此袁虽然很累袁但心里感到很充实遥那段
日子袁是一本本书开启了我的心灵遥

野书中自有黄金屋冶遥 长期的读书习惯使我写下了 10 多万
字的读书笔记袁并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袁同时也得到了实
实在在的回报遥 先后在叶江苏工人报曳叶江苏盐业报曳叶江苏安全
生产曳叶连云港工运曳叶盐阜大众报曳叶盐城晚报曳叶射阳日报曳等
十多种报刊发表稿件 1500 多篇袁 并有多篇稿件在省市获奖遥
20 多年来袁我笔耕不辍袁不断从书中寻找寄托袁她如同我的朋
友,陪伴我一起学习尧一起成长袁一起生活遥从我厚厚的 20 多本
见报集中袁 亲身感受到盐场的时代变迁和盐工们日新月异的
生活巨变遥

如今袁那些珍藏的旧书虽然纸质已发黄袁手抄本黑迹已变
淡袁但想起它尧看到它袁禁不住心潮起伏袁感触良多袁多少次在
不知不觉的怀旧中袁找回曾经的感动袁因为那是汗水的结晶遥
通过读书袁使我找回了自信袁踏上了幸福路遥

书不仅给我们带来有用的知识袁 而且在各方面还是我们
有用的向导遥 读书让我回味青春的快乐袁感叹时光的流逝袁更
加使我懂得珍惜生命的意义遥

生活因读书而精彩
胡海宽

在这个迁徙奔波已成常态的时代袁 故乡更是一种心灵的
依托尧文化的原乡遥 当你在异乡吃到颇具家乡风味的美食,望
见回忆中一处河流袁听见久违的乡音时袁油然而生的感动充斥
心灵袁便好似回到了故乡遥

小时候袁我住在乡村袁却向往城市的繁华曰长大了袁我住在
城市袁又渴望着乡村的安宁曰大学毕业后袁我只身来到上海袁找
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袁 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袁 走在下班的路
上袁看着周边小区万家灯火袁却有一份孤寂涌上心头袁那是一
种缺失的归属感遥

2017 年袁我辞职回到家乡袁一次偶然的机会袁家乡正在招
聘宣传文化管理员袁我热情高涨袁如今的农村生活条件得到改
善袁基层文化需求越来越高袁我也可以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份贡
献袁我积极准备袁通过考试进入了这支宣传文化队伍噎噎

扎根热土袁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袁市民参与
志愿服务的热情不断高涨曰扎根热土袁用志愿服务绘制醉美千
秋五彩斑斓的画卷曰扎根热土袁让农村文化活动野热冶起来袁让
群众精神生活野富冶起来袁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噎噎

我们组建基层文艺骨干队伍袁 自编自导自演符合村民口
味的戏曲表演尧歌舞音乐袁将自己的一腔文化热情化作激情和
动力袁活跃在乡间的文艺大舞台上遥改变袁在不经意间遥文化大
舞台尧幸福小广场建了起来袁越来越多的乡亲们在农村舞台上
野露脸冶袁日益丰富的野文化菜肴冶被端上村民的精神餐桌遥

文化需要传承袁有传承才有未来遥 留住乡村文化人袁培育
乡土文化新力量袁 让新鲜血液融入乡土袁 让乡土文化更加生
动袁让乡村生活更加充满内涵和经久不衰的魅力遥

于我而言袁 射阳虽不如大都市喧闹袁 但远比它们安静舒
适袁这里空气清新袁深吸一口袁令人心旷神怡曰这里物产丰富袁
是野鱼米之乡冶尧自然的馈赠遥

大美射阳河在千秋拐了几个弯袁 自然风光里更多的是历
史的印痕遥 千秋鼋影的传说袁传递着河岸乡民的美好愿望与对
未来生活的向往遥 从张謇的华成公司遗址尧尖头港袁到东西防
避港尧王桥头闸口尧竹节堆袁每一个地方都有与此关联着的历
史故事噎噎

扎根乡土间 坚守文化梦
许其进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张文绘 江石磊冤 人间最美四月天袁许
多人却因新冠疫情被迫按下出行野暂停键冶遥 居家的日子袁越来
越多的人选择一心一意地从阅读中汲取力量遥 近日袁四明镇文
明村举办一心移野疫冶经典诵读分享会袁使阅读方式更加多元
化袁阅读力量更加彰显遥

党员干部诵读经典书目遥 野小小红船承载千钧袁 播下了中
国革命的火种袁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噎噎冶老党员
高德军为大家诵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叶走得再远都不
能忘记来时的路曳袁 让在场的所有人感受到唯有不忘初心袁方
得始终遥

好书荐读袁重温经典遥 文明村党支部书记严文梅为大家分
享了四明镇人民群众革命斗争英雄事迹书目要要要叶水乡群
英曳遥 叶英尧戴曙光尧赵文成尧赵明生等革命烈士和无数人民群
众参加抗战的英勇事迹勾起了大家的思绪袁 仿佛置身于那个
风雨飘摇的年代袁感叹现在所拥有的美好生活遥

居家阅读袁共克时艰遥 全民战疫袁众志成城袁居家阅读袁共
克时艰遥 文明村根据群众点单袁 将书籍送到居家监测人员家
中袁 市外返乡在监测期的群众说袁野一个人在家隔离实在太无
聊袁每天看手机视频袁眼睛吃不消不说袁人也变颓废了遥 现在好
了袁 农家书屋送来了我点单的这些书袁 隔离的日子也不难熬
了遥 冶

野家是避风的港湾袁书是心灵的归宿遥 冶对于居家隔离的人
群来说袁居家阅读是全民阅读的全新形式袁是全民阅读活动走
深走实的一个缩影遥

文明村持续用好用活农家书屋袁深化推进全民阅读行动袁营
造浓厚的读书氛围袁让阅读的春风吹满乡间地头遥 下一步袁为迎
接野世界阅读日冶袁在严格遵守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的同时袁统筹各
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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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明镇

文明村举办“一心移‘疫’”诵读分享会

本报讯渊通讯员 于娟 陈玉娇冤野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遥
阅读袁关乎个人成长袁社会进步噎噎冶遥 为倡导多读书袁读好书
的文明风尚袁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袁近日袁金塘村开展野耶疫爷起
读书袁耶悦爷享生活冶活动遥

活动中袁志愿者走村入户袁发放宣传单页袁鼓励大家多读
书尧读好书遥 并向村民介绍村里的农家书屋袁目前共藏书 1500
余册袁十多种类别袁有教育尧科技等各类书籍袁可以满足各个年
龄段人群需求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袁大家可办理借阅手续
后带回家阅读袁也可以通过电子书尧收音机等形式参与全民阅
读遥

野现在疫情严重袁我们帮不上忙袁也不能给政府添乱袁没事
在家看看书袁陪陪家人袁挺好的遥 冶村民张中华说遥 野我家孩子袁
现在每天除了上网课袁其他时间比较空闲袁总是玩手机袁我都
给愁坏了遥 我得去农家书屋借几本书袁回去给她看看袁充实一
下生活遥 冶大学生周小可的父亲说道遥 金塘村还通过广播尧海
报尧横幅等方式号召大家袁特殊时期袁少出门袁少聚集袁每天看
书一小时袁养成读书的好习惯遥

同时袁金塘村为了让野阅读冶惠及到每一个人袁还特意给正
在居家健康监测的人建立了微信群袁让他们野线上点单冶袁志愿
者野线下送书冶遥 野志愿者你好袁我现在居家健康监测袁下次来可
以带本烹饪的书给我看看吗钥 冶正在居家健康监测的村民陈尚
云在群里说道遥 其他监测人员袁也纷纷开始野下单冶袁志愿者接
单后也立刻开启野派送服务冶遥

此次活动袁金塘村发放单页 200 余份袁广播 10 场次袁张贴
海报 10 余张袁农家书屋借阅 30 余本袁其中野线下送书冶10 余
本遥 野疫情无情袁书香有爱袁金塘村将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
上袁常态化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袁丰富群众业余生活袁努力创建
书香型村居遥 冶金塘村党总支书记陈昌军表示遥

新坍镇

金塘村开展“‘疫’起读书，‘悦’享生活”活动

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多格冤一夜之间袁小城被按下了暂停
键遥 连日来袁我县新冠疫情防控形势严峻袁市民居家也变成了
抗击疫情的一种较好的方法遥

为了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的号召袁金色华年养老服务有限
公司推出野金色华年疫情防控线上读书会要要要耶书香战疫袁为爱
发声爷冶活动袁以一首诗尧一封信尧一个故事或一首歌传递力量袁
彰显爱心袁用自己的心声为居家的人们送去精神大餐袁为前方
的抗疫勇士们加油尧鼓劲遥

野你们是没有硝烟战场上的勇士袁你们是和平年代最可爱
的人袁我们万众一心守望相助袁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浴

愿山河无恙袁人间皆安浴射阳加油浴上海加油浴中国加油浴冶
金色华年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婕声情并茂地朗诵

着叶致敬袁最美逆行者曳遥 线上读书会活动为员工们的隔离生活
增添了很多趣味袁也带给大家许多新的启发遥 郑婕动情地和员
工们说院野防护服下的一张张笑脸袁 都是我们邻里街坊最平凡
的人袁没有生而英勇袁而是选择无畏袁所谓英雄袁就是平凡人做
出了不平凡的选择遥 当白衣的天使尧冲锋的战士逆行而上袁冲
往疫情最前方袁平凡微小的身影照映出英雄的模样遥 而英雄的
背后袁他们也是平凡的父母尧平凡的夫妻尧平凡的儿女噎噎致敬
所有平凡英雄袁因为有你们才让我们看到了希望遥 冶

金色华年的员工及家人纷纷加入线上读书活动袁并表示疫
情期间袁要沉着冷静面对袁勇敢向前袁共抗疫情遥 兴桥镇照护员
高静动情地说院野线上读书会袁让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袁明白了
很多道理遥 希望早日战胜疫情袁还有许多老人等着我们去服务
呢遥 冶

金色华年线上读书会

书香战疫 为爱发声

为进一步满足我县集中隔离点入住人员的文化需求袁 县图书馆第一时间组织工作人员精心挑选
涵盖卫生健康尧科普尧艺术文学等类别的 400册图书和数字阅读卡袁让留观人员既能阅读纸质图书袁也
能浏览电子资源袁舒缓情绪袁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心遥 渊县图书馆供图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