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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大明

曾经“这年头儿谁还看书”的调侃，反
映出传统阅读的式微。但令人欣慰的是，
近年来，传统阅读又渐渐回归。越来越多
的人走进书店、图书馆等场所，感受阅读
之美、知识之美、文化之美。

作为文化大省，中原大地如今更是书
香弥漫。数据显示，2015年到 2021 年，
我省综合阅读率由 79.8%提高到 84.1%，
居全国前列。

人生识字读书始，阅读，不仅是改变
命运的钥匙，也是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
一粒粒热爱阅读的种子，正悄然播撒在人
们的心中。

一把改变命运的钥匙
今年 4月，一段视频走红网络：一位

超市老板闭着眼睛坐在椅子上，摇头晃
脑、念念有词，来了顾客也浑然不知。老
板娘好气又好笑：“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他
一背诗就进入忘我的境界了。”

这家超市坐落在新郑市文化路上，老
板名叫牛喜军。虽患有先天双下肢残疾，
但通过读书尤其是吟诵气势恢宏的诗词，
他恢复自信，靠着勤劳苦干创立了8家加
盟店。

在我省，像牛喜军一样从书本中汲取
力量、改变命运的并不少见——

舞钢市李楼村“放羊诗人”李松山，自
小患病致残辍学。放羊间隙，他坚持读
书、学习写诗，作品陆续在报刊发表并出

版诗集，获得由中宣部、农业农村部联合
颁发的“乡村阅读榜样”荣誉证书。

荥阳市汜水镇新沟村的曹建新，小时
因触电失去双臂，但他从《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等书籍中收获信心，还从书上学到
养羊技术，带领乡亲一起致富，荣获“2017
河南十大年度扶贫人物”“2018‘感动中
原’十大年度人物”称号。

一种执着的信念
“读书始觉人间亲。小时候在山上放

牛放羊，也手不释卷……”9月22日，光山
县二高心理辅导老师谢秀霞向记者讲述
了自己幼时读书的往事。

从阅读者到阅读推广者，43岁的谢
秀霞一直在与书打交道。2014年，她创
建“心灵养生读书会”，2018年成为“书香
光山 你我同行”志愿服务项目负责人，还
在城市书房设立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定期
开办读书沙龙，组织志愿者走进机关、社
区、学校、农村、养老院等开展系列读书活
动。截至目前，她所在的光山心理协会微
信读书群每日线上互动书友近 500 人；
QQ读书小屋共举办线上读书会 172场；
城市书房举办阅读活动86场……

推广全民阅读的道路上，不乏众多同
行者——

2008年，内黄县马上乡李石村的李
翠利在自家超市创办微光书苑，以零门槛
借阅模式推广乡村阅读，至今已自费投入
40余万元，募集图书 10万余册，年开展
各类阅读活动 30余场，还组建了 30余人

的乡村阅读推广团队，带动志愿服务千余
人次，服务近 20万人次，获评国家级“乡
村振兴十大阅读推广人”。

方城县的杜海龙，花费多年积蓄收集
2800多件红色书籍和红军生活用品等，创
办红色文化馆并常年免费开放，参观者络
绎不绝，获评首届“南阳十大书香个人”。

一粒热爱的种子
9月 11日，由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

团有限公司、郑州市金水区委宣传部主办
的最美读书声——青少年“传承传统文
化·建设书香河南”阅读比赛决赛落幕，二
年级学生段梦雨喜获第一名。

段梦雨家中的书架上，不仅摆放有
《飞花令里读诗词》、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
丛书等，也不乏《安徒生童话》《爱的教育》
等外国经典读物。段梦雨的母亲王女士
介绍，为了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全家老
少平时都“少看电视多看书”，周末有空了
也常和孩子一起逛书店和图书馆，“以身
作则就是最好的引导”。

热爱阅读的种子一经播撒，必会长成
参天大树。

“人民群众多读书，我们的民族精神
就会厚重起来、深邃起来。”

河南全民阅读根基深厚、需求突出。
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全民阅读工作，把书
香河南列为“十个河南”的建设任务之一。
黄河两岸书声琅琅，中原大地书香充盈。

希望在这盈盈书香里，也有你我的身
影。③9

□本报记者 胡春娜

9月 22日，书香河南首届全民阅读大
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作为主会
场的河南书展，因其精美、大气且富有文
化味的造型，吸引许多读者前来“打卡”。

一进会场大门，两侧各5本“书”的新
颖造型，不仅突出书展的主题，也让人眼
前一亮。这 10本“书”，生动地展示了党
的十八大以来书香河南建设的丰硕成果
和精彩故事。

展区整体以九曲黄河为动线，另加入
了书法暗纹、青铜器纹络等体现浓厚书香
氛围以及中原文化的元素。展厅内的五
个展区造型各异。“红色河南”展区以正
红、赤金为主色调，并借鉴采纳党建、红色
出版等元素，集中展示“喜迎二十大”主题
出版和有关河南故事的图书。“厚重河南”
展区借鉴传统书院造型，陈设布置充满古
典雅韵，木质书桌、镂空的博古架以及文
房用品有序摆放，与设置的拓片体验、碑
帖临摹等活动相得益彰，展现了传统文化
的魅力。“文化河南”展区主要采用厚重大

地色，采集元素为黄河、水纹、书法字帖
等，整体造型取意“黄河之水天上来”，亦
有遨游书海之意，展示中华文脉探索、黄
河文化研究的成果。“活力河南”展区主要
展示河南数字阅读新体验，以蓝色、绿色
为基调，突出科技感，展现阅读新业态充
满活力的一面。“出彩河南”展区以豆青
色、蜜黄色等中国传统色为色彩背景，并
以有山水神品之称的《千里江山图》作为
背景点缀，整体形状似一幅展开的书卷且
融入蜿蜒的黄河，为观众徐徐打开令人陶
醉的书香画卷，集中展示精品豫版图书。

这些造型独特寓意深刻的设计，出自
河南博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总设
计师侯振之手，他向记者讲述了背后的故
事。

今年8月初，他接到了书香河南布展
设计的任务，时间紧迫，压力较大。因这
样的书展，其他省份并无先例，他只能抽
调或借调出版行业资深人员，组建团队，
研究制定大会及书展的整体设计方案。

从《书香河南建设实施方案》《关于推
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中

提炼设计思路，依据阅读内容提质、阅读
阵地提升、阅读品牌引领、数字阅读建设、
阅读分众服务、阅读文旅融合规划书展区
域进行设计，并突出新时代河南古籍工作
成就，他们完成了设计大框架。

大框架确定后，侯振又开始思考如何
将黄河元素、出版元素及厚重河南元素等
融入布展设计。“能表现咱们河南文化的
元素有很多。”侯振说，在多次调研和团队
讨论后，决定借鉴隋唐洛阳街区和嵩阳书
院、应天书院等的传统造型，应用到书展
设计中。

“这次书展的设计，展台的造型基本
要兼具实用性、艺术性、观赏性以及传播
性，又要满足观众的观展需求及体验，让
观众自然而然地融入书香氛围中，舒心、
自然、沉浸式地体验书香之美、阅读之
美、文化之美。”侯振说，这两天，听到许
多读者在展会上说展区造型优美、创意
独特，让他觉得那些日夜的辛苦都是值
得的，因为他们的设计，吸引来的每一位
参展者，都可能成为书香河南建设的参
与者、传播者、受益者。③6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浩

9 月 22日上午，位于郑州美术馆
新馆的黄河文化特色书展现场，市民
付先生正拿着一本《黄河故事》翻看，
他告诉记者，这些书籍展示了河南厚
重的黄河文化。

走进书展现场，只见展台后方的
“万里黄河”背景图气势恢宏。在“喜
迎二十大”主题出版展区，近几年的主
题出版物琳琅满目；黄河文化特色展
专区集中展示了《河洛图》等黄河文化
研究成果图书……

在为期一个月的读书活动期间，

除了位于郑州美术馆新馆的黄河文化
特色书展展场外，郑州市出版物发行
业协会还组织市新华书店、大河书局
等出版物发行单位，在全市各大公园、
商场等近 200 个点位设置书展分展
场，为全民阅读大会营造浓厚氛围。

随着丝竹钟磬悠扬响起，朗朗诵
读声从淮河路街道盛世社区传出，穿
着汉服的孩子们正全身心投入到《爱
莲说》诵读节目表演中；京广路街道漓
江社区的经典诵读比赛同样热火朝
天，《永远跟党走》回顾了党的百年历
程、《我喜欢红色》表达了对党的无限
忠诚与热爱……③9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9月23日，书香河南首届全民阅读
大会洛阳分会场活动在洛阳隋唐大运
河文化博物馆开幕。记者了解到，活动
期间，洛阳市将开展第二届书香洛阳“牡
丹杯”经典诵读大赛等经典诵读活动。

近年来，洛阳市深入推进书香洛
阳建设，河洛书苑、农家书屋遍布城市
与乡村，已构建起完善的城乡一体化
阅读体系。

在孟津区城关镇寨沟村农家书
屋，读者不仅能够看到传统的纸质书
籍，还能通过扫描二维码收听内容丰
富的电子读物，通过“听书”方式，解
决了农村老人群体阅读难的问题。

在洛阳，这样的精品农家书屋不
下百家，洛宁的“三余书屋”、栾川的

“新农村书屋”等，均各具特色。
截至目前，洛阳共建成农家书屋

2684 个，与 16座公共图书馆、205 个
城市书房共同构建起遍布城乡的“15
分钟阅读圈”服务网络。③6

□本报记者 陈晨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

全民阅读，书香鹤城。9月23日上
午，为期一个月的书香河南首届全民阅
读大会鹤壁分会场活动正式启幕。

本次活动通过开展经典诵读、阅
读分享会、好书推荐、主题演讲等系列
活动，全面展示“书香鹤壁”建设成效
和特色亮点，进一步在全市上下掀起

“爱读书、读好书、好读书”热潮。
活动当天，在淇滨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理论宣讲室，该中心特聘讲师田
妮妮正在主持《袁隆平的世界》图书阅读
分享会。田妮妮告诉记者，她每周都会在
此举办不同主题的阅读分享会，希望通过
阅读分享在人们心中种下读书的种子。

除阅读分享会外，鹤壁分会场还
设立了“理论读物”主题出版展、黄河
文化特色专区展、豫版好书展、儿童优
秀绘本展、鹤壁本土作品展等板块，展
出百余种精品出版物，并以儿童故事
会、木偶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增
强活动的互动性与参与度。③9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9 月 23日，书香河南首届全民阅
读大会三门峡分会场活动，在老子著
书《道德经》的灵宝函谷关隆重举行。

会场开幕式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
合形式。线上，大屏幕展示千人诵读
《道德经》的宏大场面，邀请专家深入讲
解《道德经》的博大精深，身着汉服的青
少年齐声诵读《少年中国说》。线下，读
者纷纷走上舞台，诵读经典，分享读书
体会，全面展示三门峡人的读书生活。

近年来，三门峡市全力打造提升
全民阅读阵地，共建设 1281 个“农家
书屋”、49个“城市书房”，为群众随时
随地开展阅读创造便利条件。广泛开
展“我的书屋·我的梦”农村少年儿童
阅读实践活动等主题阅读活动，深入
探索“农家书屋+”共建模式，做到农民
群众在哪里，阅读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三门峡市还围绕传统节日、纪念
日等，广泛开展专题讲座、读书征文等
形式多样的主题阅读活动，已举办各
类活动 1000 余场次，受众 10 万余
人。③6

全民阅读 书香满城

书香悠远 润泽城乡

与书同行 点亮人生

诵读经典 汲取力量

读书方见

天地宽

书展主会场是怎样设计出来的

书香润万家 奋进新时代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娜

9 月 23日，书香河南首届全民阅
读大会开封分会场活动在开封博物馆
开幕。

活动现场，开封书展、书香开封全
民阅读成果展、数字阅读体验展等，为
市民呈现了一场书香盛宴。

八朝古都，人人爱读书，处处有书
香。12座“书香汴梁”城市书房打通公
共文化建设“最后一公里”，让阅读成
为市民的享受。

2158个农家书屋，覆盖开封所有
行政村。“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我的书
屋·我的梦”让农家书屋成为群众致富
的“充电站”。

“最美读书声”“宋词雅韵·汴地书
香”“开图讲坛”等独具特色的品牌活
动，让书香与菊香融为一体。

据介绍，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开
封将推出 14场经典诵读活动、100项
社会宣传活动、200 场黄河文化读书
主题活动和 2200场书展活动，让浓浓
书香飘溢在古城的每一个角落。③9

八朝古都 人人爱书

郑州

洛阳

开封

鹤壁

三门峡

分会场花絮

记者探访

9月23日，焦作市解放区各中小学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主题阅读活动，孩子们沉浸在浓浓的书香中。⑨6 李良贵 摄

9 月 22 日，参观者在全民阅
读大会展览现场浏览图书。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全民阅读大会展览现场全民阅读大会展览现场。。⑨⑨66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聂冬晗聂冬晗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