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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江苏省镇江市回龙社区的小朋友在南山茶林研究
所学习体验手工制茶的过程。当日，南山茶林研究所开展“体验
茶文化”活动，让孩子们感受茶文化的魅力。 石玉成 摄

山东汶上郭氏木雕
600年古艺传承绽新葩

“尚书嫡传精雕细刻，诰封艺林独具特色。”这是山东省汶
上县汶上街道郭氏木雕门前的一副木刻对联。起源于明朝永
乐年间的郭氏木雕，到郭宗磊这里，已经传了 22 代，走过 600
余年。因工艺独特、做工精细、古朴典雅，郭氏木雕2016年被
列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郭宗磊获得省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民间手工艺制作大师等荣誉。

郭氏木雕技艺历史上不仅为皇家服务，汶上县南旺分水
龙王庙、文庙等标志性建筑都有郭氏族人的手艺。传承人郭
宗磊16岁就系统学习雕刻手艺，先后到广东、浙江、福建等地
磨炼技艺。24年间，他大胆吸收先进技法，融合儒家文化、运
河文化等元素，创作出了《锦上添花》《牧歌》等一大批在国内
文化产业博览会上获奖的优秀作品。他以钟南山院士肖像为
元素的木雕《大国担当》被评为“山东省以艺战疫优秀作品”，
被汶上县博物馆永久收藏。

近年来，郭氏木雕除了木雕、根雕、古建装饰等作品外，在
家具装饰领域也取得佳绩。 胡克潜 付一凡

贵州清镇市举办村支书读书班

“读书是提升素质和才干的阶梯。巧用支部书记读书班，
赋能乡村振兴加速跑。”4·23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贵州省清
镇市麦格乡举办支部书记专题读书班活动，中观游村党支部
书记陆再华在读书班上发言，抒发读书学习体会。

近年来，清镇市麦格乡党委融汇整合多平台定期开办支部
书记专题读书班，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书记队伍整体素质。读
书班将党的政策法规、生态文明建设、农村产业发展、美丽村
庄建设、乡村社会治理等作为重点学习内容，同时开展研讨交
流。该读书班还开设党史田间课堂，邀请专家学者到田间地
头为支部书记、农村党员授课。活动开展以来，已举办支部书
记专题读书班12期，培训人员600余人次。 徐笑宇

日前，由河南省曲艺家协会、社旗县委宣传部主办的2022
中国社旗·赊店书会在社旗县酒乡小镇举行。社旗是传统曲艺
之乡，本届书会通过云上社旗客户端、社旗发布、抖音号、视频
号等进行现场直播，超过30万网友在线观看、评论互动。图为
书会现场。 申鸿皓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帅杰 摄

浙江淳安
高效高质打造最美亚运分村

近日，杭州 2022 年第 19 届亚运会淳安亚运分村竣工亮
相。浙江淳安亚运分村位于千岛湖畔界首乡境内，包括场地
自行车馆、室外赛事场地和运动员村、技术官员村、媒体村等。

为助推亚运项目顺利实施，淳安县审管办党工委建立健
全“党建+”服务制度，部署成立项目审批、招投标、政府采购以
及环境整治等攻坚服务小组，推动6个下属基层党组织、90名
党员参与亚运服务各项工作，加快推进亚运项目实施进度。
亚运项目事项审批服务评价率、满意率均达100%。具体项目
实施中开启绿色通道，保障亚运项目采购高效、高质，以人文、
绿色理念打造最美亚运分村。 钱民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周涵维 文/图

以书香中国建设促进文化强国建设，为奋
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注入强大精神力量。4月
23日到25日，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
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指导，中宣部出版局、北京
市委宣传部主办的首届全民阅读大会在北京中
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行，期间，
共举办论坛、展览展示、新闻发布、主题活动四大
类23项活动。通过多元化形式，进一步加强了
百姓阅读引领，培育阅读新风，推动全社会形成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点亮读书灯
激活全社会的阅读热情

4 月 23 日晚 7 点，北京市各区百余家实体
书店共同举办“点亮读书灯”主题快闪活动。在

“北京图书大厦全国新书首发平台”首秀——
《万历十五年》（四十周年纪念版）新书发布会
上，阅读推广人与现场读者共同诵读经典名著
精彩篇章。在王府井书店“诵读经典 薪火相
传”主题诵读活动现场，孩子们沉浸在诵读《论
语》的热情中，朗朗书声如春风，阵阵书香溢
心田。

为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北京图书大厦、王
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北京市外文书店4
月23日当天延长营业时间至24时。以书为灯，
诵读经典，点亮阅读空间，让广大读者感受阅读
的魅力。

大会期间，举行了青少年阅读分论坛、银龄
阅读分论坛、全民阅读研究分论坛、乡村阅读推
进论坛……在各分论坛活动中，专家、学者齐聚
交流，深入探讨各领域阅读现状，共谋推动全民
阅读深入发展的新策略；“大众喜爱的阅读新媒
体号”、年度最美书店等评选结果的揭晓，通过
榜样的力量，激励全民阅读领域各实体单位奋
发有为，助力书香社会和文化强国建设。

与此同时，一大批新书首秀、经典好书联
展、图书捐赠、读书会、书香惠民购书折扣、网店

“乐惠淘”等线上线下齐惠民的全民购书节活动
热闹开场，掀起了一股“读好书、荐好书、购好
书”的春日阅读热潮。

北京发行集团在新媒体平台开展线上“名
家荐书”直播活动，邀请知名专家、作家、学者做
客直播间，还有“奇幻童年 阅享读书日”“故宫

以东·书香之旅”等线上读书活动，旗下四大书
城同步开展书香进校园、进社区、进公园等活
动。京东、当当自营图书平台等线上平台也第
一时间参与全民购书节，开启十万种图书优惠
活动。

乡村阅读
星火燎原守护希望

在新时代推进全民阅读，乡村不能缺位，农
民更不能缺席。

4月24日，在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乡村阅读
推进论坛上，由中央宣传部、农业农村部、国家
乡村振兴局主办的 2022“新时代乡村阅读季”
启动。今年的“新时代乡村阅读季”将围绕“阅
读小康气象，奋进振兴征程”主题，以农家书屋
为平台，重点开展主题出版物阅读、“农民喜爱
的百种图书”推荐、“我爱阅读 100 天”读书打
卡、“携手奔振兴”图书捐赠、“发现乡村阅读榜
样”、乡村阅读创新示范项目、“山乡·书香”融媒
体推广和新时代乡村阅读盛典等 8 项重点活
动，推动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交融结合、线上活
动与线下推广相互促进、阵地建设与知识服务
整合优化，引导和带动更多农民群众参与阅读、
热爱阅读，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来自河北、吉林、江苏、福建、山东、河南、湖
北、四川、甘肃、宁夏等省区的10位优秀农家书
屋管理员获得了“乡村振兴十大阅读推广人”
称号。

他们中有自建书屋点亮农家女读书希望的
村党支部书记苗花娣；传播党的声音，让草原深
处党旗红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张树森；无偿服
务乡邻，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
草根名嘴乐华泽。有一家三代接力帮助乡亲既
富口袋又富脑袋的图书馆馆长林岳铿；伉俪携
手，用传统文化润泽农村孩子精神家园的乡村
教师李济远；怀揣“一个都不能少”信念，用阅读
灯火为农村孩子照亮更广阔世界的“微光书苑”
创办人李翠利。还有常年开展校外读书助学活
动的“劝学”者叶华程；返乡创业，带领村民科技
致富的新时代“90后”大学生苏小伦；为村里孩
子义务辅导，帮助更多孩子圆梦大学的甘肃省
首批试点农家书屋管理员景正红；亲历西海固
移民搬迁，带动鼓励农村妇女识字读书、自立自
强的农民作家马慧娟。

脚沾泥土手捧书香，星火燎原守护希望。
农家书屋建设以来，全国58万农家书屋管理员
扎根基层、服务农民、传播文化、推广阅读，以星
星之火形成乡村阅读的燎原之势。

充实内在力量
阅读让生活更美好

阅读让更多的人走进书籍这个时空容器，
打开了一个辽阔的精神世界。

在全民阅读诵读活动中，茅盾文学奖获得
者、著名作家梁晓声讲述了阅读对人生的深刻
影响，分享了以文学感知时代脉动，以阅读涵养
精神世界的感悟。2022年，梁晓声创作的小说

《人世间》被改编后搬上电视屏幕，用最平凡的
人间烟火，抚慰了众人心灵。“读书的目的，不在
于取得多大的成就，而在于，当你被生活打回原
形，陷入泥潭时，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梁晓
声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激发人们手捧书本阅
读，让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读书活动中去。

在收到全民阅读倡议书后，作家、国际安徒
生奖获得者曹文轩响应说：“读书是一种生活方
式，不仅能丰富和壮大我们的经验，更能涵养我
们的心性，引领我们走向前方。”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卷帙浩繁的书卷
中，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那
些灿若星辰的名篇佳作，能温润着我们的心灵、
陶冶着我们的情操、启迪着我们的智慧。

曾是外卖小哥，获得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
总冠军，现为江苏宿迁某国学培训机构老师的
雷海为说：“多读书，总是对自己有好处的。想
当初，我就是因为十几年如一日地利用碎片化
的时间去阅读，后来才有机会参加中国诗词大
会并且拿到了冠军，所以，对于阅读的意义我是
深有体会的。”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在我国悠久的
农耕文明史中，农家始终将耕读作为安身立命
之道。“乡村振兴十大阅读推广人”李济远深知
阅读对于农家子弟个人成长，对乡村全面振兴
的重要，他说：“阅读可以充盈自己，温暖他人，
照见文明乡风。亲子共读共成长，书香家庭必
将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力量。”

河南省内黄县“微光书苑”创始人、“全国三
八红旗手”李翠利说，通过十几年的坚持，读书
不仅富了村民的脑袋，也鼓起了乡亲们的口袋，
更教育了下一代。农民工吴桂春说：“看书是一
种享受，既休闲，又能学到一些知识，明白好多
道理，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读书成为全社会最美的风尚，书香中国的
城市与乡村两个版图将熠熠生辉。

以书香中国建设促进文化强国建设，首届全民阅读大会圆满收官——

点亮一盏读书灯，焕发文化振兴力量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付雅

近日，在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上，由中国新闻
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
调查结果公布。此次调查发现，目前国民阅读
呈现以下特点：

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持续稳定
增长。2021 年我国成年国民包括书报刊和数
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
81.6%，较 2020 年的 81.3%提升了 0.3 个百分
点。2021 年城镇居民的图书阅读率为 68.5%；
农村居民的图书阅读率为50.0%。

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倾向明显。2021 年
有 77.4%的成年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71.6%的

成年国民进行过网络在线阅读；27.3%的成年国
民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21.7%的成年国民使用
Pad（平板电脑）进行数字化阅读。

纸质图书的阅读仍然具有优势。2021 年
我国成年国民中，有 11.9%的国民年均阅读 10
本及以上纸质图书；有8.7%的国民年均阅读10
本及以上电子书。2021 年农村居民的纸质图
书阅读量为3.76本，高于2020年的3.75本。

国民阅读形式更加多样化。2021 年，有
45.6%的成年国民倾向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
读”，比2020年的43.4%上升了2.2个百分点；有
30.5%的成年国民倾向于“在手机上阅读”；有
8.4%的成年国民倾向于“在电子阅读器上阅
读”；有 6.6%的成年国民倾向于“网络在线阅

读”；有7.4%的成年国民倾向于“听书”；有1.5%
的成年国民倾向于“视频讲书”。

全民阅读品牌活动效应日渐凸显。我国成
年国民对阅读活动的诉求较高。有 80.1%的成
年国民认为当地有关部门应当举办读书活动或
读书节。参与过全民阅读品牌活动的成年国民
中，七成以上（71.6%）的人对其参加过的阅读活
动表示满意。

城镇居民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的使用满意度
日益提升。2021 年我国城镇成年居民对居住
的街道附近有公共图书馆、社区阅览室/社区书
屋/城市书房、报刊栏等至少一种公共阅读服务
设施的知晓率为 51.7%。城镇成年居民中，使
用过公共图书馆的比例为 14.5%；使用过社区

阅览室/社区书屋/城市书房的比例为10.5%；使
用过报刊栏的比例为10.1%。

0—17周岁未成年人阅读向好。2021年我
国 0—17 周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 83.9%。
对亲子早期阅读行为的分析发现，2021年我国
0—8周岁儿童家庭中，平时有陪孩子读书习惯
的家庭占 73.2%，较 2020 年的 71.7%增加了 1.5
个百分点。在 0—8 周岁有阅读行为的儿童家
庭中，家长平均每天花 26.14分钟陪孩子读书，
较2020年的25.81分钟增加了0.33分钟。

全民阅读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调查数据显
示，成年国民读书时间较上年增幅超过一分钟，
但仍不敌使用网络消遣的时长。建设书香社会
需要久久为功。

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公布，调查数据显示——

纸质阅读仍具优势，村民阅读略有增长

□□ 张光剑 郑安妮

日前，浙江省仙居县举行“让农民持股、村集体
入股”农村共富计划签约仪式。该县淡竹乡首批民
宿代表与低收入农户代表签署了共同富裕合作协
议。16家民宿被授予“仙居县共富示范民宿”称号。

淡竹乡作为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乡），近
年来，依托国家5A级景区神仙居景区和仙居国家公
园核心区的区位优势，在探索建设共同富裕过程中，
把旅游作为撬动乡村经济的杠杆，将民宿产业作为
乡村旅游升级发展核心业态和重要抓手，做足了“山
水+乡村旅游”文章。目前，该乡共有民宿200家，床

位5000多个，日接待游客2万余人。
“在前些时间的一次‘共富夜谈’活动中，部分

民宿经营者反映有资金需求、村干部则反映了低收
入农户持续增收难，于是我们与仙居农商银行对
接，通过‘共富贷’让低收入农户抱团投资到有资金
需求的民宿。”淡竹乡党委书记李鸿凯介绍，通过金
融赋能为低收入农户提供保障和服务，让民宿和低
收入农户结对帮扶，既助推了民宿产业提档升级，
又带动了低收入农户增收。

除了民宿带动，该县田市镇水阁村则以党建联
盟助推共同富裕，精心打造“助富工坊”，创新农民
就业增收新模式。

为传承红色基因、
厚植爱国情怀，近日，贵
州省桐梓县尧龙山镇组
织辖区学校开展丰富多
彩的“党建带团建、党建
带队建”主题教育活动，
激发学生们爱党爱国爱
人民的热情。图为尧龙
中学党支部邓开林老师
为同学们讲述红军长征
路经尧龙山的故事。

罗玉林 姚伟 摄

图为在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乡村阅读推进论坛上，“乡村振兴十大阅读推广人”揭晓。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周涵维

为创新做好农村移风易俗宣传和教育引导，
营造培育文明乡风的良好氛围，农业农村部、国家
乡村振兴局决定开展第三届“县乡长说唱移风易
俗”活动。该活动已于4月中旬启动。

“县乡长说唱移风易俗”活动以推动农村移风
易俗为主题，由熟悉基层、群众熟悉的县乡领导主

持策划演出，围绕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老
爱亲、邻里和睦、勤俭节约等文明风尚，以当地最
具特色的曲艺形式为载体，把中央精神要求、当地
经验做法和老百姓所想所盼结合起来形成说唱节
目，反映各地农村移风易俗工作经验成效，加强宣
传和展示推介，引导农民群众自觉抵制陈规陋习，
营造文明乡风。

活动持续至10月中旬，分为征集推荐和展示

传播两个环节。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乡村振兴
部门将在深入总结各地农村移风易俗经验成效的
基础上，动员相关县市策划排演说唱节目，鼓励县
乡长积极参演，节目聚焦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难点
问题，形式喜闻乐见、内容寓教于乐。说唱节目组
织策划排演应与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
专项治理工作紧密结合，在当地进行持续展演，线
上线下结合扩大影响力，让农民群众在参与演出、

观看表演、传播节目过程中受到教育启发，在当地
农村移风易俗宣传教育中发挥引领作用。

说唱节目需录制成视频，经各省级农业农村部
门、乡村振兴部门组织审核遴选，于7月20日前将
节目视频、拍摄脚本和当地农村移风易俗工作情况
介绍等材料报送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
司。各地推荐的说唱节目将在有关新媒体平台进
行展示推广，并打磨形成优秀节目组织集中展演。

第三届“县乡长说唱移风易俗”活动启动

浙江仙居：共富示范民宿乐了村民

广西柳州鱼峰区“红色乡旅”启航

“从这里坐船到江口需要五六分钟，以前只能看风景，现
在坐船的过程中还能了解家乡的人文和红色历史。”白沙村村
民黄柳梅感叹道。近日，广西柳州市鱼峰区白沙人渡驶来两
艘意义非凡的渡船——“初心号”和“振兴号”，船内洋溢着浓
厚的红色文化氛围。渡船上，乘客可以一边欣赏柳江两岸的
旖旎风光，一边了解发生在白沙的党史故事，让红色文化在心
中生根发芽，用新时代的思想指引航向。白沙人渡圩日的时
候约有上千人次乘坐渡船，乘客们可以抓住江面上的“微时
段”，学习一节“微党课”。

白沙镇人文底蕴深厚。1948 年 2 月，上级决定把中共桂
柳区工委下属的中共象（县）柳（工）修(仁）武（宣）区工委机关
设在白沙小学，同时将工委的全部档案寄放在白沙街一居民
家。随着该据点的设立，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在艰苦的岁月里
进行了大量的革命活动。

如今，鱼峰区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依托辖区丰富的旅
游资源和优越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红色主题游和乡村生态
游。“党建初心路 特色乡村旅”航线，通过“初心号”“振兴号”
渡船，将沿岸白沙廉亭、白沙老街、白沙码头、青龙双洲、炮垒
坪码头、破额山等人文景点和自然景观串珠成链，将党史学习
与自然观光有机结合，实现了以党建有效引领乡村振兴。

包华武 唐千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