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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春娜 赵大明

“上小学时，我看到母亲读书，很好奇，
等她睡着就把书拿来看，那是一本小说，这
对我后来的阅读影响很大……”9月 22日
上午，书香河南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主会场
里，出版家、作家聂震宁在《爱上阅读：学龄
前儿童分级阅读》新书发布会上讲述了自
己的故事，并号召大家珍惜现在丰富的图
书资源，多读书、读好书。

书展现场，不少人在大别山精神红色
教育VR体验馆驻足。该项目由河南人民
出版社采用 VR技术，对鄂豫皖苏区首府
革命博物馆等红色资源场景进行了复原和
虚拟展示。“太真实了！就像真的站在博物
馆里一样！”正在体验的李女士说。

位于现场一隅的朗读亭，也成为读者
眼中的“香饽饽”。它是由河南电子音像出
版社开发的一套“数字阅读+朗读+活动”
产品，拥有专业化录音设备、隔音一体式朗
读空间，具备朗读、畅听、背诵、演唱、普通
话矫正、书籍借阅等功能。

下午，主会场还举行了打拓片、临摹经
典碑帖、《清明上河图》拼图赛等活动，大读
者、小读者共同参与，其乐融融。

据悉，此次河南书展主会场为期两
天。分会场分布于省内各地的公共图书
馆、新华书店、农家书屋、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等，活动将持续1个月。③9

河南书展主会场
都有啥

以浓郁书香滋养厚土中原

全省各界各方面广大朋友们：
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

远大；新时代的河南，牢记嘱托、奋勇争先、

更加出彩。值此书香河南首届全民阅读大

会开幕之际，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感悟于这一伟大思想

凝结的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感受于中华民族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精

神传承，感动于中国共产党依靠学习走到

今天、也必然依靠学习走向未来的行动价

值，感触于中原大地以前瞻 30 年的眼光和

行动跑赢赛道的创新创造，感同于无数个

人、万千家庭因阅读而快乐精彩的人生际

遇，我们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书香中

国的重要论述体会更为真切，对建设书香

河南、推进全民阅读的共识更为强烈。为

此，我们倡议：留足宝贵的时间给阅读吧，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陶染阅读求知、阅

读启智、阅读增慧的好风尚。

请扮靓我们的书香生活，把阅读当成

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

求，“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

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

琴瑟”，让流过指尖的年华多一分厚重顿

悟，让历经沧桑的岁月多一分清澈纯净，以

清幽的书香温养心灵、浸润生命，在字里行

间仰望星空、放飞梦想。

请致敬一切伟大经典，涵括古今中外，

萃取中原精华，让心灵和思想揽胜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宝库，汲取人类文明共同滋养，在与伟

人大师智者的对话中，感受最有活力的呼

吸，领略最为深邃的思考，体味最富真理的

香甜，眼纳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

之美、精神之美、生活之美，读懂中国、读懂

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

族，永葆自信自强。

请激扬踔厉奋发的力量，希望我们的

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习，学深悟透党的创

新理论，修身养志，知行合一，增长才干；希

望我们的孩子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

康成长；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提

高素质、涵养情操；希望我们共同为全民阅

读贡献力量，活化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让

公共图书馆、城市书房、农家书屋美起来、

热起来，把阅读嵌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充溢

城乡每个空间，用璀璨的文化之光照亮现

代化河南建设的新征程，用强韧的文化之

力汇聚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

的磅礴伟力。

朋友们，读起来、更出彩！让我们共同

赞美和热爱阅读吧，那些不断擦亮我们心

灵的文字和智慧，必将使我们的精神更欢

愉、天地更广阔、生命更芬芳！

省书香河南工作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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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河南
全民阅读倡议书

共赴书香之约

感受中原魅力

通过多年来的“书香河南”建
设，如今，全民阅读已成为引领中
原大地的文化风尚，滋养中原儿女
精神世界的生活方式。

2014 年—2022 年，“ 全民阅
读”连续 9次写入我省政府工作报
告。

2019年 3月，省人大常委会通

过《关于促进全民阅读的决定》，把
“河南全民阅读指数”纳入各级单
位考核指标体系。

2021 年 12 月，省委十一届二
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加快建设“十个河南”，其中一项就
是全面实施“书香河南”建设，强调
要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加快构建学

习型社会。
最是书香能致远。相信首届

书香河南全民阅读大会的举办，
必将进一步振奋全省上下奋进新
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让全
民阅读之风吹拂中原大地，激励
人民群众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
活。③9

□本报记者 胡春娜 赵大明

金秋九月，中原大地处处飘香。郑州国

际会展中心内，更是书香弥漫。9月22日，

书香河南首届全民阅读大会在此举行。

腹有诗书气自华。对于一座
城市、一方水土来说，书香氤氲，会
彰显出其与众不同的文化魅力。

据了解，除了在郑州国际会展
中心设立省级主会场，书香河南首
届全民阅读大会还在省辖市、济源
示范区、郑州航空港区和部分县市
设置了分会场，参展机构数量和规
模创下历年阅读活动之最。

主会场由“喜迎二十大”主题
出版板块和红色河南、厚重河南、
文化河南、活力河南、出彩河南 5
个出版物板块组成，主要展出河
南 12 家图书出版社、4 家电子音
像出版社近年来获得全国大奖和

深受读者欢迎的 4000 余种精品
出版物。

在红色河南展区，展示有焦裕
禄、红旗渠等红色主题系列图书。
前来参观的读者杨铭玉对记者说：

“这些书里的文字和图片让我非常
感动，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时代之
书 ，对我们增强文化自信有着深
刻的示范导向意义。”

在厚重河南展区，传统书院造
型吸引了众多读者“打卡”。充满
古典雅韵的陈设布置以及拓片体
验、碑帖临摹等活动吸引读者纷纷
体验，让人们深切感受到传统文化
的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豫版图书在
海外”展台，还展示有《二七塔——
中原大都市郑州的精神造像》《清明
上河图——宋朝的一天》等在国外
发行的书籍。据介绍，中原出版传
媒集团的版权图书在海外出版发行
400余种、涉及20多个语种，海燕出
版社的绘本、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的生物医药图书、大象出版社的科
技史图书等亦在国际市场初露锋
芒，为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了河南声
音。

现场，各大出版社还举办了新
书发布会、传统文化讲读会、传统
经典诵读会等活动。

当下，阅读已不仅仅局限于传
统纸质图书，好的内容需要多元化
的传播方式。电子书、有声书、视
频书、数字平台、直播间……一系
列创新阅读的新业态将全民阅读
提升到新高度。

图案精美的相框、线条感十
足的线娃娃、文创布袋……活力
河 南 展 区 吸 引 了 不 少 人 驻 足 围
观。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该区域
展示图书均为融合出版产品，其
中的手工、三农类图书，目前在全

国细分市场中均排名第一，并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延伸了产业链，
开发了教育培训、研学游等衍生
产品。

此外，数字农家书屋项目、“天
下农书”数字图书馆项目等均为根
据受众阅读需求打造的数字化阅
读平台，满足了用户“随时随地，掌
握科技”的需求。书香河南数字阅
读平台目前已免费向公众开放 10
万种数字图书、3 万集有声图书、
200余种数字期刊等正版数字内容

资源，深受读者喜爱。展区一角，
两个直播间内，一些出版社利用抖
音、快手、淘宝等平台直播说书、讲
书，增进实时互动，让好书遇到更
多的读者。

数据显示，2015年到 2021年，
全省综合阅读率由 79.8%提高到
84.1%，居全国前列，这其中就有阅
读新业态的较大贡献。此外，研学
文旅融合、版权智库建设创新等，
也充分展示出我省阅读新业态充
满活力的一面。

书香氤氲文化美

融合业态受热捧

引领新阅读时代

制图/单莉伟

书香润万家 奋进新时代

参观者在全民阅读大会大别山精神红色教
育VR体验馆进行阅读新体验。⑨6

在全民阅读大会读书分享会现场，读者正
在聆听分享。⑨6

9月21日，博爱县新华书店，读者在阅览书
籍。⑨6 程全 摄

参观者在全民阅读大会展览现场参观。⑨6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全民阅读大会展览现场。⑨6

□本报评论员

最是书香能致远。为展示全省上

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

围，擦亮叫响“书香河南”文化品牌，让

中原大地处处书香充盈，人人因阅读而

精彩，书香河南首届全民阅读大会 22

日在郑州举行。

晴耕雨读度余年，朝听樵歌暮看

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阅读是人类获

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

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

理想，涵养浩然之气。中华民族自古提

倡阅读，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传承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塑造中国人

民自信自强的品格。对我省而言，建设

书香河南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必然要

求，是落实省委锚定“两个确保”、实施

“十大战略”总体部署，加快构建学习型

社会的关键举措，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精神文化需求、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的重要条件。

厚土中原，文脉悠长，自古便有耕

读传家、诗书济世的传统。从悠远神秘

的河图洛书，到源远流长的龟甲兽骨，

河南创造出中国最原始的象形文字，孕

育了《道德经》《周易》《诗经》等经典，彰

显着中原文化的厚重底蕴，唱响了中华

文明的辉煌乐章。近年来，河南高度重

视全民阅读工作，将“书香河南”列入

“十大河南”建设之一，琅琅书声汇聚成

中原儿女踔厉奋发的铿锵足音，浓浓书

香充盈为中原大地澎湃涌动的学习热

潮。

今 天 的 阅 读 ，“ 听 、看 、读 、写 ”与

“走、讲、研、游”相得益彰，数智赋能与

纸韵墨香交相辉映。加强优质内容供

给保障“有书读”，夯实硬件基础确保

“ 读 好 书 ”，开 展 各 类 活 动 引 导“ 爱 读

书”，我们要以书香河南首届全民阅读

大会为契机，既在“全”上做文章，也在

“细”上下功夫。要倡导全民阅读，厚植

书香河南建设底色，让阅读成为每个河

南人的兴趣爱好和生活方式，让中原大

地处处书香充盈；要打造精品阅读，提

升书香河南建设质效，让人们充分感受

阅读之美、知识之美、文化之美；要发展

数字阅读，拓展书香河南建设空间，树

立多媒介融合的“大阅读观”；要推进便

民阅读，培优书香河南建设环境，不断

提高公共阅读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

为群众随时随地进行阅读创造条

件。

厚重河南书香浓，奋

进中原阅读兴。让我

们 牢 记 习 近 平

总书记谆谆教诲，践行书香河南建设行

动部署，把阅读当作一种生活方式，把

“笃学慎思”的种子在中原大地播撒，让

中原大地书香弥漫，让全民阅读蔚然成

风，不断在学习和实践中提升境界、提

高素质、提振信心，为谱写新时代中原

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提供强大的思想

保证、文化滋养和精神动力。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