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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动中原，满城书香。4
月23日是第24个世界读书
日，“豫副酒源杯”大河全民
阅读第一季朗读比赛也将拉
开帷幕，同时面向社会招募
全民阅读领读人。

大河全民阅读活动由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省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大河报
社、河南省作家协会、河南省
副食品公司承办。河南省演
讲与口才学会、河南省糖酒食
品流通协会等单位协办。“豫
副酒源杯”大河全民阅读活动
今年将分三季进行。第一季
活动不仅将以招募全民阅读
领读人的方式面向社会招募
志愿者，还将进机关、进学校、
进企业开展读书、讲书、送书
等公益活动，全民诵读比赛将
成为本季重头戏。

志愿者招募及诵读比赛
报名将开通网上报名通道。
根据组委会的安排，报名者
将按照报名先后顺序安排比
赛场次。本次比赛评审由我
省专业作家、朗诵艺术家、媒
体人组成。

你想成为大河全民阅读
领读人吗？喜爱读书、朗诵的
您可以通过大河客户端填写
报名资料，参与“豫副酒源杯”
大河全民阅读第一季朗读比
赛，就有机会成为大河全民阅
读领读人。报名者还有福利
等你：大河客户端阅读频道
VIP阅读卡，数量有限，先报
名先得，海量图书供你畅读。
扫描二维码，参与互动，也可
领取你的书单，开始体验吧。

除个人报名参赛外，本次
活动还可以团队形式报名。

团队报名人数要求10~50人，
可以单位、社团等形式报名。
扫描二维码，开始报名吧！

在本报的持续关注和
带动下，大河圆梦书屋将在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当天，
在周口市太康县小姐妹家

中正式挂牌。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同时获悉，目
前，中建三局已对小姐妹家
的图书馆完成装修升级，如

今的图书馆看起来更加明
亮整洁。

这几天，为了替吴楠楠
和吴适可两个外甥女取爱

心人士捐助的书籍，舅舅陈
纯新每天都要骑着电动车
往集镇上跑两三趟。目前，
家中大大小小的快递包裹
堆如小山，已经拆开的有
21件，尚有27件还没来及
拆开整理。

陈纯新高兴地说，这下
孩子们有书读了，“七八年
也读不完”。4月22日，大
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在小
姐妹家中看到，爱心人士不
仅捐赠有图书，还有一些玩
具等物品，有的还附有鼓励
点赞的书信。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
爱，目前我们的图书已经饱
和了，希望再有爱心人士捐
赠图书，可以捐给其他地方
等待创建的大河圆梦书屋，
我代表两个外甥女再次谢
谢大家了。”陈纯新说。

4月23日，也就是世界
读书日当天，首个大河圆梦
书屋将在太康县小姐妹家

中揭牌，届时，大河报旗下
新媒体平台将进行直播和
短视频展示。

目前，由大河报发起的
“大河圆梦书屋”公益行动，
持续引发反响。周口市商
水县姚集镇务台小学、开封
市尉氏县南曹小学、商丘市
虞城县田庙乡刘杨庄村、周
口市郸城县李楼乡博士双
语小学、焦作市武陟县詹店
镇何营东村、周口市太康县
杨庙乡五里张小学等纷纷
致电大河报，希望援建大河
圆梦书屋。

鉴于小姐妹家中的图
书已经饱和，在此呼吁爱心
人士，如需捐赠可致电大河
报新闻热线0371-96211，
或大河报周口运营中心
13703876937（接收短信捐
赠信息），我们将传递您的
爱心，建立更多的大河圆梦
书屋。

在焦作,针对农村
中小学校图书欠缺的
现状，焦作市图书馆采
取“走出去”策略，主动
在一些基层学校、儿童
福利院、特教机构、社
区、厂矿等处设立图书
馆外流通点，满足了读
者尤其是孩子们的读
书需求。

4月17日下午2时
45分，沁阳市常平乡山
路平学校内，孩子们在
老师的指导下上课，窗
台上设置的“书香小
屋”，摆放着成摞的各
种书籍，引人瞩目。

“我们是市图书馆
建立的馆外流通点之
一，图书馆每学期都会
给我们配送图书，供学
生免费借阅。”山路平
学校图书管理员毋静
说，学校的图书流通点
建立近5年来，焦作市
图书馆每次配送书籍
1000册左右，每学期都

会更换。
“现在学校的图书

存量大约5000册，一
个 学 生 平 均 30 多
册。”她说。

焦作市图书馆相
关负责人说，自2011
年新馆开馆以来，该馆
采取“走出去”策略，通
过馆外流通点的做法，
满足孩子的阅读需求。

目前，该馆已经先
后在修武双庙小学、博
爱寨豁小学、沁阳山路
平学校、修武七贤镇韩
庄完全小学等4个山
区学校建立了山区学
校馆外流通点，并建立
了焦作市儿童福利院、
焦作市特殊教育学校
等2个特殊人群馆外
流通点以及 24 个社
区、厂矿、军营馆外流
通点，还有32个学校
班级“萤火虫”读书角
等，定期开展阅读推广
活动。

无人看守,24小时随时
免费借阅,甚至连“门”都没
有……近日，濮阳首家公益
书屋——唐小宫公益读书小
屋建成开放，喜欢阅读的市
民可随时来读书、借书。如
果有人拿走书不还咋办？“那
就归他所有吧，就当送他知
识了，也算是做了一种公
益！”读书小屋的主人说。

4月 22日下午，大河报
记者来到唐小宫公益读书小
屋，小屋位于濮阳市黄河路
与振兴路交叉口东约100米
路南，小屋不大，仅三四平方

米，全木质装修。顺台阶而
上，上面放着几把小马扎，书
架近三米高，上面整齐摆放
着上千册图书，有文艺生活
杂志、国学典籍、国内外名
著、教育励志等多个种类。

读书小屋就在临街处，
但连门也未安装，属于全开
放式，平时也无人看守，读书
小屋一侧还摆放着一个爱心
箱。“想来此借书，只需要在
本子上登记一下即可拿走，
不需要给任何人打招呼。”附
近市民刘先生说。

据了解，该读书小屋是

濮阳市首家公益书屋，读书
小屋的主人叫张憬竹。作为
一名职业经理人,张憬竹不
仅是濮阳市政协委员，还是
濮阳市唐小宫青年志愿服务
队的发起人。

该读书小屋的图书，多
数都是她多年来的藏书，少
部分是为成立该读书小屋于
前段时间刚刚购买的。

张憬竹说，自己藏书较
多，成立该读书小屋的初衷
就是，想让自己的藏书发挥
更大的价值，让更多人方便
读书、喜欢读书。在今年的
濮阳两会上，她还专门递交
了一篇“关于着力打造书香
文润之城的思考和建议”的
提案。

当记者问到如果有人来
将书拿走不还咋办时，张憬
竹很爽快地答道：“如果不
还，那就归他所有吧！就当
是送他知识了，我会再慢慢
进行补充。”

“如果市民对于借走的
书确实喜欢，又不想无偿占
为己有，他可以自愿向爱心
箱里投钱，多点少点没关
系。”张憬竹指着一旁的爱心
箱说，她会将书款继续用于
购书或其他公益事业。她希
望通过这样一间书屋，为濮
阳奉献一个文化地标。

4 月 21 日下午，
在第 24 个世界读书
日来临之前，郑州有
书同城共读会的 30
多名志愿者书友，来
到郑州市图书馆举行
快闪活动。 2 点 30
分，书友们从四面八
方迅速汇集到图书馆
门前，一起大声朗读：
读书之乐，腹有诗书
气自华；读书之美，活

水云影共天光……朗
朗的读书声，引得路人
驻足观看。朗读结束，
书友们纷纷拿出自己
最喜爱的书籍，并在扉
页上写下寄语，赠送给
过往的路人，进行图书
漂流和领养活动，以实
际行动呼吁更多的人
加入到阅读的队伍中，
养成坚持阅读的好习
惯。

大河圆梦书屋今日揭牌 周口小姐妹图书馆再扩容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于扬 李玉坤 实习生 王慧星 文图

大河全民阅读朗读比赛开始报名
报名将有机会成为“大河全民阅读”领读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啸

濮阳一免费书屋没有门,也无人看守

你喜欢哪本书 登记一下拿走即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朝 文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骏
通讯员 尹丽丽 文图

焦作图书馆遍设流通点

沁阳一山区
孩子人均达30本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施学霞

“腹有诗书气自华”
志愿者书友举行朗读快闪活动

迎接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全省各地举办多种阅读活动,唤起全民阅读热潮

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们一起读书我们一起读书吧吧

扫码参与互动，
领取你的书单

扫码报名

周口小姐妹家的图书馆完成装修升级，更加明亮整洁。

濮阳的读书小屋就在临街处，但连门也未安装。

书友们在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