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8%

数字化阅读成主流

过去十年

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

从24.5%增长到76.2%

2018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达

4.32亿
人均数字阅读量达

12.4本

我国数字阅读市场规模已经达到

254.5亿元
其中

大众数字阅读占比超过九成

数字化阅读方式包括网络在线阅读、

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Pad阅读

等的接触率为

据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

2018年我国国民综合阅读率为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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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

4月 22日，走进太行山脚下的林州市姚
村镇，一座古铜色的二层楼格外显眼，这是
远近闻名的姚村镇图书馆，面积 900 平方
米、藏书 6万余册，附近村民称它是“最美的
农村图书馆”。

其实，在图书馆创办之初，是有不同的
声音的：“如今人们都是看手机，不少农民没
有阅读的习惯，在农村办图书馆谁来看书？”

“办个图书馆是摆花架子吧？”……
姚村镇领导不这样看：“乡村振兴需要用

文化来激活。兴办图书馆，就是培养农民及其
子女好的阅读习惯，让广阔的农村大地飘书
香，培养新时代的读书人，打造农民的精神家
园。要是开饭店办商场，还用政府来弄吗？”

距镇政府 1公里多，有栋闲置楼，镇政
府投资600多万元进行了改造。

馆舍解决了，书从哪里来？姚村镇文化
站站长刘拥军介绍：“去年 5月初，我们镇通
过‘文明姚村’微信公众号发出捐赠倡议，乡
村干部、企业家、爱心人士纷纷响应。”中畅
铸业公司总经理李成军特干脆：“我捐上一
万元，你们想买啥书都行。”这一带头，一下
子收到捐款 14.78万元，图书馆用捐款购买
了大量有口碑的好书。郑州的李琰女士按
需捐赠，提供了价值 8万余元的图书架。至
今，仍有大量的爱心人士源源不断地向图书
馆捐赠图书或资金。

阅览处有8台崭新的电脑，里面的20万
册电子图书系统，是由在北京打拼的村民陈
爽浩挑头，在京老乡共同捐助的，就是想让
家乡人也能读上电子图书。

购买的新书需要电脑录入、分类整理，
日常管护仅有两个管理员很难应付。姚村
镇党委书记栗强云出高招：“招募志愿者。”
谁都没想到，一下子报了100多名志愿者。

有了图书馆，引来读书人。邻近的一所
学校，学生们常常一出校门，就一头扎进馆
里。老师们说：“图书馆成了孩子的另一个
学习阵地。”

周边 10 多个村庄的村民也经常来看
书。下陶村的刘海萍对记者坦言：“我干完
家务活后，就来这儿看会书。我喜欢看书，
更喜欢把学到的知识与村民分享。”

尝到文化甜头的姚村镇，又新建了一个
乡村书屋即将开张，让农民享阅读便利，也
给姚村镇孕育了一股向上的力量。③9

农村图书馆
有诗有远方

本报讯（记者 孙静 通讯员 常存涛）4月22日，
记者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即日起至今年11月
30日，我省将对大中型商场超市（营业面积500平
方米以上）全面开展食品安全管理水平提升行动；所
有大型商场超市（营业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均将
设置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专职管理人员。

据介绍，我省将在所有独立经营的大型商场
超市、连锁经营超市总部，设置食品安全管理机
构，配备分管食品安全的负责人和专职食品安全
管理人员，建立健全符合其经营实际的食品安全
管理制度；所有中型商场超市均将配备专职食品
安全管理人员。

本次行动要求所有独立经营的大中型商场超
市、连锁超市总部全面开展食品供货商资质审核，
留存加盖有供货商公章的《营业执照》、食品生产经
营许可证明文件，并建立供货商管理档案。③5

□本报记者 曹萍

据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最新发布的
统计数据显示，2月份全国手足口病发病数已达
2.8万例。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的急
性传染病，患者多为学龄前儿童。专家提醒，家
长要注意避免带孩子到人群密集场所，即使已经
得过手足口病，也不可掉以轻心，避免出现反复
感染。

“每年 5-7月为手足口病的高发期，主要表
现为发热和手、足、口腔等部位的皮疹或疱疹，多
数患者可以自愈，少数病例可引发脑膜炎、脑炎、
心肌炎和肺炎等重症，3岁以下发病率最高。”4月
18日，河南省儿童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王芳介
绍，少年儿童和成人被感染后虽然大多不发病，
但作为病毒携带者能够传播病毒，所以患儿家人
也要注意隔离。

很多人在孩子手足口病痊愈后，会认为孩子已
经产生抗体，不会再次感染。“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
病毒种类较多，所以感染后只能对其中的一种病毒
型获得免疫力，而对其他的病毒型没有抵抗力，还
有可能再得手足口病。”王芳提醒。

如果患上手足口病，居家护理时一定要注意
隔离。“一般自发病日至发病后2周，不要与其他儿
童接触，避免病毒传播。”王芳说，“生活中预防的
关键在于勤洗手、勤通风、勤晒衣被、勤锻炼。”③9

全省大型商超
将设食安管理机构

手足口病进入高发季

提前预防 避免反复感染

台账民生

4 月 23 日，一年一度

的“世界读书日”如期而

至。伴随着社会不断发展

进步，从个人阅读到全民

阅读，美好的愿景正在一

步步照进现实。即日起，

本报推出“倡导全民阅读

共建书香河南”系列报道，

从不同角度关注全民阅

读，营造爱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的浓厚氛围。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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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栾姗）4月 19日，记者从省发
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一季度，我省 10件重点民生
实事进展顺利，部分重点民生实事超额完成预期
目标。

关于新增城镇就业 100万人以上方面，全省
城 镇 新 增 就 业 33.82 万 人 ，完 成 年 度 任 务 的
30.24%。关于提高高龄老人医保报销比例、实行
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方面，4月1日起全省城乡居
民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实现按提高后的比例直接结
算，同时启动补报工作；上半年的老年人高龄津贴
6月底前可补发到位。关于继续开展妇女“两癌”
筛查方面，全省累计完成宫颈癌筛查12.43万人、
乳腺癌筛查 13.37 万人，分别完成年度目标的
8.9%、9.6%。关于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方面，共
有 5290名 0~6岁残疾儿童接受了免费康复救助
服务。关于实施农村人居环境“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工程方面，45个县（市、区）的农村垃圾治理配
备保洁员8.4万名，配备占比达到2‰以上的目标
要求；累计清理陈年垃圾约11.5万吨；7758个行政
村的农村生活垃圾基本得到有效治理。关于持续
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方面，全省空气优良天数比例
为 42.6%。关于进一步改善农村出行条件方面，

“百县通村入组”工程累计完成新改建农村公路
984公里，完成年度目标的19.7%。关于新建和改
扩建城乡幼儿园 1000所方面，全省新建、改扩建
幼儿园项目已开工434所，开工率为43.4%；已竣
工25所，竣工率为2.5%。关于持续推进农村电网
改造方面，新建改造 10千伏及以下线路 1245千
米，新建改造配变台区871个，已完成312个行政
村电网改造，占年度任务的 10.4%。关于加快县
（市）人民医院提质升级方面，50个县域医疗中心
建设项目县中，20个县印发了工作方案，20个县
已成立领导小组，其他10个县正在加快推进。③5

书好，卖得好，才能实现多方共赢。由
海燕出版社引进，源自法国的经典绘本《小
兔汤姆》就是令人瞩目的优秀营销案例。

据海燕出版社《小兔汤姆》资深编辑郑
颖介绍，从2008年出版第一辑《小兔汤姆》
到今年已经风靡 11个年头了，共推出了 6
辑，累计在当当网销售2000万册。畅销的
背后是海燕出版社在绘本阅读推广上做的
众多有益的尝试。从最初的引进版权，到
现在合作出版，海燕出版社和法国公司共
同拥有《小兔汤姆》的全球版权，开启了中
国绘本国际合作新模式。

“书要卖得好，还得畅通营销渠道。”
张彩红表示，出版单位与发行单位通过合
力打造畅销书、同力推出品牌书、努力服
务读者用户、协力编制重点书目，实现推
介类别明细化、销售路径个性化。此外，
还要用好活动载体，出版发行通力协作，
加大对精品图书省内省外、线上线下的整
体推销力度。

业内人士认为，真正决定出版行业未
来的，终究还是图书本身的题材和内容，好
的设计和营销也至关重要，但仍然要和书
的内在相配。③6

一季度我省
重点民生实事进展顺利读屏时代“好书”赢青睐

编者按

▶4月 22日，旅客在郑州东站通
过手机和电子阅读器体验网上阅
读。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上接第一版）结合时空地理信息云平
台与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手段，覆盖全
县 60万亩耕地，构建全县域信息化环
境监测预警网络，预计今年 6 月竣
工。工程主要生产技术由中国科学院
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和湖北省面源
污染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提供，实
施单位为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据了解，该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农
田径流、快速检测和面源污染的关键
数据因子的采集、传输、处理和预警，
并提供“环境监测网”及“监测信息智
能化管理与决策平台”应用端技术，对
项目范围内的土壤、水质等面源环境

进行实时监控，将有效保障全县人民
群众“粮袋子”“菜篮子”的安全。

南乐县是我省农业面源污染的重
点防控地区，先后出台了《南乐县蔬菜
产业重点县土壤环境保护方案》《南乐
县 水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 实 施 方 案
（2017—2019 年）（试行）》等文件，积
极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作，农业
面源污染防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科学推进“减肥减药”。南乐县实
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和化肥农药

“零增长”行动，对耕地质量变化进行
及时监测，2018 年化肥使用总量比
2017年减少9100吨，化肥利用率达到

38％。推行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
统治和绿色防控，重点推广精准施肥、
有机肥替代化肥、精准施药、生物防治
和物理防治等技术，加强对农民、农民
合作社的技术指导和培训。利用中央
资金，实施小麦“一喷三防”统防统治
社会化服务补助项目，受益防治面积
3.1万亩。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
推进规模经营主体按标准规范生产，
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提高
27%以上。

积极开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依
托总投资4.29亿元的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建设 7个区域性

畜禽粪污集中处理中心，对 58家规模
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进行改造升级。
完成全县 196家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
利用配套设施建设，设施配套率达到
100%。加大兽药饲料生产经营企业
监管，防止有害成分通过畜禽养殖废
弃物还田对土壤造成污染。

大力促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对农作物秸秆，通过宣传引导、网
格监管、监管督查、综合利用等措施，
采用肥料化利用、基料化利用、能源化
利用、饲料化利用，圆满实现了“卫星
监控零火点”目标，避免了进一步破坏
土壤。2018年该县秸秆产量约 74.33

万吨，可收集量 66.83 万吨，综合利用
量 60万吨，综合利用率 89.7%。发展
沼气用于做饭、取暖，沼渣沼液用于种
植蔬菜、绿化苗木以及小麦、玉米追施
肥、猪饲料添加剂等，推进循环利用。

全面加强水污染防治。实施城区
雨污分流管网建设项目，建成雨、污水
管网共20.45千米。完成全长17.68公
里、总面积 472 公顷马颊河水生态综
合治理项目。推进三里庄低洼易涝区
水污染防治综合治理项目，综合治理
水面 435 亩，绿化 210 亩。对纳入濮
阳市年度目标的 14个综合整治村庄，
制订详细整治方案，科学施工，建设三

处污水处理站，已完成 14个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任务。实施“沟渠相连、水系
相通”项目，对县域内 600余公里河道
沟渠全部连通。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强农业面
源污染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内容。”南乐县委书记刘冰表示，
该县将紧扣乡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
的需求，通过实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农村生活污水和安全饮水项目，破解
农村生活垃圾、畜禽粪污、秸秆焚烧、
生活污水治理四大难题，不断提升群
众生活质量，让他们拥有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

南乐成为我省首个开展全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县

□本报记者 温小娟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读屏时代，倒逼着图书出版方改革创新、转型，打造精
品好书，吸引更多读者回归传统阅读方式。在此背景下，图书出版如何精准着
力做出“好书”吸引读者？又怎样实现“书好，还要卖得好”？

4月20日，一场“最美书的故事”分享会
在郑州尚书房海汇中心店举行，现场座无虚
席。这一幕让河南文艺出版社书籍设计师、

“中国最美的书”获得者刘运来很是兴奋，
“这说明大家对纸质书还是很期待的。”

好的设计可以把一本图书变成一件艺
术品，让人不忍释卷。眼下，用“设计”来拓
宽书籍的表现形式，提升书本的附加值已经
成了出版方提升图书销售的共识。刘运来
一年设计50本左右图书，在他看来，纸质书
的艺术审美功能是其他阅读载体无法代替
的，很多读者愿意为好的设计买单。“做一本

书的设计前，要熟读书本内容，深刻领会其
中意境，这样做的图书设计才是合拍的。”

刘运来说，其实出版社的书籍设计，就
是为图书销售提供一个优秀、合理的解决
方案。

书籍设计师樊响同样认为，好的图书
设计可以带给读者全方位的立体感受，必
然会带来商业的附加值。

当天，记者在尚书房海汇中心店随机
采访了几位读者，当遇到同一作品“不同
款”时会怎样选择，大部分人给出的答案是
首先考虑颜值、再考虑价格。

郑州松社书店老板刘磊直言，他的“进
货”渠道合作对象首选是出版社，出版社就
是“品牌”和“态度”。那么出版社如何才能

“扬名在外”？这终究还得靠精品书籍来支
撑。

作为我省文化产业的龙头老大，中原出
版传媒集团旗下拥有 10家出版社，每一家
出版社战略定位各异，它们瞄准专业特色，
出版了一大批精品力作。如大象出版社历
时十余年出版的大型文献整理工程《全宋笔
记》、海燕出版社打造的原创绘本《金羽毛绘
本书系》《肖定丽经典童话系列》等，都成了

业界响当当的品牌。继《中国三十大发明》
《花儿与歌声》《梦与真——许渊冲自述》入
选2017年度“中国好书”后，《边将》又入围
2018年度“中国好书”……这些作品市场占
有率和影响力不断提高，有力提升了中原出
版的竞争力、影响力、传播力。

2018年，中原出版传媒集团10家出版
社全年出版图书 7827种，出版物数量连续
两年明显下降。“虽然出版数量下降，但我
们出版质量稳步提升，实现了从规模数量
增长向质量效益增长的转变。”中原传媒出
版部副主任张彩红说。

靠“设计”提升书本“颜值”

瞄准特色，打造品牌书籍

书好，还要卖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