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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润泽爱
“阅”
城

揖风景线铱

—我县大力推进“书香射阳”
——
建设见闻
本报记者

“从我家走到县城恒隆城市书房只要 5 分钟，
看书十分
方便。”
9 月 15 日上午，
家住县城大自然小区的市民张先生
告诉记者，恒隆城市书房收藏红色经典、政治经济、中外文
学、少儿读物、医药卫生、生活百科、工业科技等各类图书
36000 册、报刊 100 余种，还配有空调、WIFI 等设备，是他
闲暇时间最喜欢去的地方。
为满足读者多样化文化需求，
近年来，我县通过推动书
香射阳建设，持续打造阅读阵地，不断拓展全民阅读空间。
同时围绕“走路不超过 15 分钟就可以到达一个可供阅读
的地方”目标，大力推动全民阅读“进社区”
“进家门”活动，
不断缩短群众与书本、
知识的距离，
让知识的“春风”
吹拂鹤
乡的每一个角落，
努力提升群众的文化获得感、
幸福感。
随着我县全民阅读的不断升温，建设书香射阳的氛围
日益浓厚，
太阳花书房、
集屋书屋等地成为广大市民朋友喜
爱打卡的“网红”
书房。

杨向东

9 月 16 日下午，推开集屋书屋的大门，浓浓的书香气
息扑面而来，
很多市民朋友正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看书。
“书屋里面还是很有鹤乡特色的，环境非常好，还有椅子可
以休息、
看书，
十分舒服。”
“射阳的
‘网红’书房布局合理，
适
合打卡，
五星好评。”
“设计非常有创意，
藏书丰富，
已经来三
次了。”……一系列好评的背后反映我县不断强化阅读设施
建设的结果。
像恒隆书房、
集屋书屋这样一批有影响、有特色的大型
城市书房仅仅是我县助力“书香射阳”建设的一个小小缩
影。近年来，我县在扶持城市书房发展壮大的基础上，
持续
推动县公共图书馆提档升级，
促进基层阅读阵地融合发展，
引导阅读新空间普及发展，
强化硬件设施建设，
积极营造全
民阅读的良好氛围。
我县以“书香射阳”建设为总揽，投入 2100 万元在县
城新建 3 个城市书房。我县坚持把城市书房项目打造成文
化惠民工程，
充分利用阅读新空间来丰富群众读书体验，
促
进全民阅读的多元化发展。3 个城市书房分别采取三种运
营模式，其中太阳花书房采用“书房 + 书店 + 文创”的模
式，集自助阅读、主题阅读、商务阅读、分享阅读为一体，成
为市民心中的“网红”打卡地；恒隆书房采用“书房 + 图书
馆 + 沙龙”模式，实行 24 小时免费开放，让阅读
“不打烊”
；
集屋书房采用“书房 + 书社 + 休闲”的模式，打造休闲阅
读、
多元互动的文化新空间。

此外，我县全面提升镇区图书室和村居农家书屋等阅
读阵地建设水平，将其不断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站
所）建设之中。不断创新推广数字阅读，
大力推广优质阅读
内容线上阅读、手机扫码阅读，让阅读从田间走向“云端”，
让农家书屋会“说话”
。
“对于不会使用手机阅读的人群，我
们专门安排志愿者上门服务，教会他们通过微信扫码进行
听书，
让他们真正做到随时随地都能阅读。”
日前，
合德镇党
委宣传办办事员韩伟说，
“ 我镇围绕庆祝建党 101 周年等
重大主题，镇里提供一批党史读物、红色阅读书刊等书籍，
主动对接群众阅读需求，为书香射阳建设贡献合德力量。”
目前，我县大力推广手机扫码阅读，并利用微信公众
号、读书会、县图书馆等平台资源，为读者提供 118.8 万册
免费电子图书，以及各类杂志、报纸、讲座视频等大量数字
阅读资源。
我县树立“每天阅读 1 小时”的新理念，大力倡导多样
化、碎片化、时尚化阅读；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等阵地，成立各级全民阅读志愿 服务队；在报纸、广
播、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开设阅读专栏，推荐优秀出
版物……伴随着一系列文化惠民措施落地，我县筑牢阅读
阵地，精细化引领群众阅读，不断提升阅读普及度，号召
全社会共同参与，营造了良好的阅读氛围，为群众阅读提
供了坚实的保障，深入推动书香射阳建设工作稳步开展。

古稀夫妇送
“学”
到农家
本报通讯员 张文栋

张建忠

本报记者

杨向东

“
‘我要去社区读书啦！’一到星期日，
孩子总嚷嚷着让我带
他去社区参加亲子读书会。”
日前，兴东社区居民张艳对记者说，
“这仿佛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孩子热情很高，从不迟到。一见到老
师就特别兴奋，
总是说最喜欢社区里的老师了。”
张艳是孩子的妈妈，
也是兴东社区居民，
自从自己的孩子爱
上社区的亲子读书会后，
她就经常带孩子来参加活动，并在活动
的时候给老师帮忙，
准备些教具材料之类的。
该社区亲子读书会活动于去年举办，
为了做好读书会活动，
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特邀了社区内的县内教育界资深老
师、
心理咨询师前来授课。
“读书会开始做的时候来的人很少，
第
一次活动工作人员比来的家长和孩子都多，但我们还是坚持做
下去。”该社区志愿者吴娟说。为了开展好读书会活动，
社区确定
了两条准则：
一是时间上每周举行一次，雷打不动，
风雨无阻；二
是与社会组织合作，
邀请专业老师，以保证质量。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从最初的零星几人参加到现在的周周
几十人爆满，
活动室由小教室换到了大教室，
该读书会成了家长
和小朋友心中喜爱的活动，
有些家庭还成了读书会的常客。亲子
读书会开办至今已有一年了，超过 1000 组次的家庭参加了读
书会活动，除了该社区的家庭以外，其他社区的家庭也慕名而
来。
亲子读书会的活动形式除了绘本阅读之外，还包括亲子游
戏、
亲子折纸、
亲子涂鸦、
专注力训练、
催眠体验、儿童职业体验、
角色扮演等等。
该社区亲子读书会在火热的同时，在亲子交流方面也产生
了一些有意义的效应。读书会活动要求父母和孩子共同完成任
务，
积极互动交流，
在亲子共读、
共同体验的过程中，
亲子之间的
交流拉近了家长与孩子的距离，
情感共鸣也更加强烈。“平时我
们工作比较忙，陪孩子的时间很少，参加读书会，每个星期能多
一两个小时与孩子在一起，
与孩子的交流多了，
和孩子的感情也
更好了，
还学会了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去换位思考。”
一些家长在
与老师分享自己的心得时感慨良多，
“我觉得参加读书会活动是
一个与孩子共同成长的过程。”

射阳经开区

青少年诵读国学经典
本报讯渊通讯员 崔飞龙 穆薇冤挂阅读之风
帆，济经典之沧海，诵读国学经典，争做新时代好
少年。为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国学经典，
日前，射阳经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开展“诵
读国学经典 争做时代好少年”主题全民阅读活
动。
活动伊始，志愿者向孩子们讲述国学小故事,
培训国学礼仪, 让孩子们更深层次了解我国的国
学文化,领悟国学文化的精神内涵,进而更加喜欢
国学、学习国学。孩子们在座位上专心听讲，积极
回答志愿者提出的问题。随后，志愿者为孩子发放
国学经典书籍，孩子们认真地翻看、诵读，分享自
己的见解。
此次活动，使青少年在诵读红色经典中感受
到激情与红色魅力，弘扬中华经典文化瑰宝，传承
家国情怀，提升文化素养，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争当新时代好少年。
“下一步，我区将提高农家书屋利用率，利用
农家书屋为青少年提供阅读学习平台，真正发挥
好农家书屋作为基层文化排头兵的作用。”该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

县农水集团

“习近平总书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主要创立者，他的关于治
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科学、系统、全面地展现着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内涵、实践特征和时代意蕴……”日前，在长荡镇西
厦社区三组居民金玉清家，传出了“党员乡贤宣讲队”宣讲员孙
文祥醇厚的声音，
他和老伴徐守凤一起，
正在为年糕加工专业户
金玉清一家人以及邻居宣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和县委
十六届三次全会精神。
今年 75 岁的孙文祥曾任村以及镇办企业党支部书记，
现任
射阳县老年科技协会长荡分会、射阳县离任村干部协会长荡分
会两个分会的会长；徐守凤，
2013 年 7 月退职前曾任村妇女主
任。他们夫妻俩都是党龄超过 50 年的老党员。这对老夫妻自从
退职后，达成了每天读书学习的协议，
并且互相监督。
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发行后，孙文祥就在第一时
间内到镇宣传办找来书籍认真学习，并认真做好学习笔记。今
天，他是利用走亲戚的机会，来到金玉清家宣讲《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四卷。
“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前三卷相比，
除了时间和内容的接
续性之外，第四卷具有以下亮点和特色：一是突出历史主动，在
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突出辩证系统
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三是突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的具体内
涵。”
孙文祥在和金玉清一家人认真学习交流后，还进行总结。
据悉，
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发行后，该镇组织全镇
广大党员干部迅速掀起认真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的
热潮。在学习过程中，
他们还结合省委工作会议和市委八届三次
全会以及县委十六届三次全会精神传达学习，把党的政策理论
宣讲与农业科技知识进行无缝融合，方便全镇广大党员群众在
家中、
田头接受政策理论学习教育，
营造了传播党的方针政策的
良好氛围，
让农家小院成为党员群众教育新阵地。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充分发挥好农家书屋作用，
结合
‘强国
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组织我们的‘党员乡贤宣
讲队’
和
‘好人’
志愿者、
退役军人志愿者，
到企业车间、
菜市场以
及农家书屋开展省委工作会议和市委八届三次全会以及县委十
六届三次全会精神宣讲，以及赠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书籍等活动，进一步推动广大党员群众多读书、读好书，开阔眼
界，
增加理论文化知识，
增强文化自信。”
该镇党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

社区里的亲子阅读热

猿

开展
“读廉政书籍
树清风正气”
活动

近年来袁我县大力弘扬野倡导全
民阅读 共建书香射阳冶 的理念袁积
极开展野书香射阳冶系列活动袁引领大
家野好读书袁读好书冶袁在全县营造崇
尚阅读的良好氛围遥
上图为恒隆阅读书房内络绎不
绝的读书市民遥
左图为备受读者喜爱的朗读亭遥
彭岭 摄

叶工人阶级劳动传统的形成曳

陆远 黄菡 周晓虹 主编
要说洛矿在改革开放前后的贡献袁
我觉得它始终有一种勇于拼搏尧 永不服
输的精神袁 焦裕禄就是这么走过来的遥
这种精神在我的工作生涯中也能感受
到遥
在 50 年代袁洛矿迈出了我国生产卷
扬机的第一步遥 开始是由苏联援建袁后
来苏联撤走专家袁 我们依然把这件事坚
持下来袁做成了袁而且一步一步地壮大遥
到现在袁 我国大
规格的提升机几
乎百分百是我们
中信重工生产
的袁 小规格的我
们占了百分之七
八十遥 这成就了
提升机方面的领
军企业袁 也奠定
了我国的工业基
础遥

叶中国人的社会信任曳

翟学伟 著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降袁尤其是 70
年代以来袁野信任冶 研究逐渐成为社会科
学领域的重要议
题遥如何理解野信
任冶尧 设定信任袁
国学与不同学科
均有过各式各样
的定义尧 分类及
相关讨论遥叶中国
人的社会信任院
关系向度上的考
察曳 一书立足于
作者多年积累的
野关系冶研究所建
立的 野关系向度

比如说袁我刚才说过的平炉遥有一次
一个日本人来我们企业袁 应该是想把我
们作为他的一个供应商来考察袁 我们就
带着他到平炉炼钢的现场去看遥 他说院
野平炉袁我听说过袁没见过遥我在日本的博
物馆里见过袁那还是照片遥 冶然后他下面
的话翻译没翻遥后来这翻译悄悄跟我讲院
野知道他后面那句话说的是啥吗钥冶我说院
野你不翻译我哪儿知道钥冶他说袁那人说的
是院野平炉就像你们清朝的大辫子袁 全世
界都没有了袁你们中国还有遥 冶
从那以后袁 平炉改电炉的节奏加快
了遥我们原来并没有觉得平炉多落后袁反
正正常的生产都在做袁 也干了很多质量
好的东西遥 因为领导是听不见翻译的这
句话的袁我就在不同的场合讲这句话遥我
说院野咱们要想干高精尖的东西袁 用平炉
是不行的袁它有很多缺点袁而且对环境的
污染也很严重遥冶几方面原因促使我们必
须把它改掉遥 当我们在扒掉这台平炉的
时候袁它是全世界最后的一台平炉遥所以
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眼界的开阔遥

理论冶袁对中国社会信任的发生与运行轨
迹进行了理论性的尧 历史性的和现实性
的探索遥 读者可以从中看出中国社会信
任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脉络及运行特
点遥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降袁尤其是 70
年代以来袁野信任冶 研究逐渐成为社会科
学领域的重要议题遥 如何理解 野信任冶尧
设定信任袁 国学与不同学科均有过各式
各样的定义尧分类及相关讨论遥 叶中国人
的社会信任院关系向度上的考察曳一书立
足于作者多年积累的野关系冶研究所建立
的野关系向度理论冶袁对中国社会信任的
发生与运行轨迹进行了理论性的尧 历史
性的和现实性的探索遥 读者可以从中看
出中国社会信任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脉
络及运行特点遥

本报讯渊记者 杨向东 通讯员 倪惠玲冤为
引导党员职工做到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清廉自
守，永葆共产党员先进性，努力营造“读书自律、读
书修德、读书明志”的良好氛围，连日来，县农水集
团开展“读廉政书籍 树清风正气”线上主题读书
活动。
读一本好书，提升精神境界。该集团坚持把营
造良好学习氛围作为提升广大党员思想水平、强
化能力素质的重要举措，精选红色经典、传统文化
等充满正能量的书籍放置在读书角，互相借阅传
递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中国
共产党江苏历史》等书籍，共同交流学习心得，进
一步提升廉政觉悟和追求。
列一份书单，提高廉政自觉。该集团党员职工
广泛参与线上读书会，纷纷分享自己最爱好书：
《清风传家 严以治家》
《红色家规》
《人民的名义》
《中华廉洁文化与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
《廉政
家书》等，并将书中最喜欢的章节进行相互分享讨
论。
走一次基层，交流碰撞火花。该集团领导班子
高度重视读书活动，深入分公司，与党员职工面对
面，要求大家将自己在读书过程中的所感、所悟写
成读书心得，并与自身岗位相结合，互相探讨交
流。
“本次读书活动通过交流学习，使得我集团全
体党员职工对严格遵规守纪，永葆党员的政治本
色有了更深的理解。”该集团总经理张棣表示。

叶寻径林间曳

[挪威]龙窑利特窑伍恩 著 傅力 译
面对所爱之人逝去袁 我们该如何自
愈钥 悲剧过后的明天袁我们又该如何定义
自己钥 蘑菇和治愈悲伤能有什么关系钥 人
类学家龙利特伍恩在叶寻径林间曳中以一
种既深刻又轻松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遥
这是一段关于旅程的故事袁开始于作者在
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面对爱人离世的崩溃
时刻遥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段旅程袁开始于
我的生活被颠覆的那一日遥 那一天艾尔夫
像往常一样去工作袁却再也没能回家遥 我
所熟悉的生活在那一瞬间突然消失了袁整
个世界天翻地覆遥 他的离去让我悲痛欲
绝袁这种悲痛把我撕碎袁但我却不想依靠
止痛药来减轻这种悲痛遥 我生生地忍受着
每一分的痛苦袁因为这证明我的丈夫曾经
是那样鲜活地存在袁我不想连这种印记也
跟着他的身体一 起消失遥 我变得六神无
主遥 悲伤慢慢地侵蚀着我袁吞噬了一切遥 丧
亲的心理过程并非是线性的袁而是断断续
续的袁其间发生着不可预见的转折遥 如果

叶爱从不平静曳

[法]塞维涅夫人 著 王斯秧 译
塞维涅夫人是 17 世纪法国文学史
上光彩夺目的女作家遥 她的书信堪称法
国书信文学的典范袁得到司汤达尧圣伯
夫尧普鲁斯特等大作家的赞赏遥 在中国袁
钱钟书曾向杨宪益盛赞其作品遥
本书精选塞维涅夫人 89 封书信袁
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袁其中塞维涅夫人
写给女儿的占绝大部分袁其对女儿的牵
挂尧叮嘱和期盼感人至深遥 塞维涅夫人
文字典雅自然袁又不失俏皮袁她旁征博

一开始有人告诉
我蘑菇将成为我
的救生索袁帮助我
重新站起来袁让我
真正重回到生活
的轨道袁我会翻他
一个白眼袁 心想院
蘑菇和悲伤能有
什么关系钥 但正是
在开阔的林地里袁
在长满青苔的地
上袁我偶然发现了正在寻找的东西遥 我对
蘑菇王国的探索渐渐变成了内心中的一
场漫步遥 身体的旅行很费时袁心灵的旅程
也是如此袁充满了动荡和挑战遥 对我来说袁
对真菌领域的探索不断地把我从悲伤的
隧道中推出来遥 它减轻了我的痛苦袁成为
我走出黑暗的灯塔遥 它为我提供了新的视
角袁并引导我一点一点重新站立起来遥 后
来我才明白袁在我需要的时候袁蘑菇是我
的救命稻草袁而蘑菇和悲伤这两个看似无
关的话题袁其实是可以联系起来的遥 这就
是这本书的主题遥

引袁书信内容涉及政治尧军事尧文学尧经
济等领域袁 堪称一幅 17 世纪法国浮世
绘遥 译者王斯
秧是北京大
学法语系助
理教授尧文学
博士袁主要研
究领域为法
国 19 世 纪 小
说与理论批
评 尧瑞 士 法 语
文学与文论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