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晨打开手机浏览新闻，午间捧一本书静享阅读时光，睡前听一节有声“课堂”……无处不在的阅读，已融入越来越多
人的生活，也成为“书香中国”的生动注脚。

随着时代的进步，阅读正在成为更多人的生命需求，成为全社会的共同需要，成为文明传承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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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微微化化
[人物]

从书荒到书海
精神食粮愈加丰富

世界读书日来临前的周末，北京朝
阳公园内人头攒动，无数爱书人从四面
八方来赴“与书的约会”。

当天，2019北京全民阅读暨第九届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开幕。92岁的
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与大家分享他的读书
感受：“书是精神食粮，要像吃饭一样坚
持天天读书，否则就‘饿得慌’。”

改革开放让物质富足起来的同时，
也丰富了“精神食粮”。据统计，改革开
放之初我国每年出版图书 1.5万种，如今
每年出版图书约 50 万种。“书荒”到“书
海”的跨越，见证了国家的发展、时代的
进步。

“图书产品数量的大幅提升，是出版
业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最大变化。”中国
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说，图书的可选
择性不断增强，进一步丰富了人民群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

特别是近年来，图书品种结构日益
优化、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原创精品不断
涌现，推出一大批富有时代精神、思想性
与艺术性相结合的精品出版物。与此同
时，实体书店纷纷转型，迎来春天——

在黑龙江哈尔滨，百年老街上的果

戈里书店，用温暖的灯光、柔和的音乐、
经典的文学书籍为读者营造了古典氛围
浓厚的阅读世界；

在海南岛的凤凰九里书屋，“诗和远
方”在此相拥，山海间的人文关怀和诗意
之美让读者流连忘返……

全国各地的“最美书店”用“颜值”和
“内涵”打动了读者。“书店也能作为城市
的眼睛，带来温暖和光明。”模范书局创
始人姜寻说。

从倡导到践行
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河南郑州市文化路第一小学的校园
阅读中心内，书声琅琅。这里是孩子们
放学后最爱去的地方。

这家于去年 11月成立的阅读中心，
利用“前后两扇门”打通了校园与社会的
界线——一扇门通向校园，对师生开放；
另一扇门面向街道，在课余、周末、节假
日对社会开放。

“希望通过丰富的阅读资源、多彩的
读书活动，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进
而推动全民阅读。”建设方大河书局董事
长李建峰说，未来 3年，还将在河南省投
资建设 1000家校园阅读中心，让这一阅
读工程在中原大地开花结果。

全民阅读活动如火如荼，得益于国
家的政策支持。2012年，“开展全民阅读
活动”被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是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一项重要举措；2014
年至今，倡导全民阅读已连续6年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

从大力倡导到积极践行，全民阅读
活动已在全国遍地生花。目前，各省区
市都开展了全民阅读活动，400多个城市
常设读书节、读书月，每年吸引 8亿多读
者参与。

“从城市到乡村，从政府机关到田间
地头，我们感受到越来越热烈的书香氛
围；从校园到家庭，从莘莘学子到白发长
者，百姓的阅读热情充分激发。”李忠认
为，全民阅读正走向日常化、精准化、专
业化。

从数字化到智慧化
阅读让生活更美好

6 月 27 日，国内首个常态化空中阅
读服务“天际悦读”项目上线，通过提供
智能化阅读服务和沉浸式阅读体验，打
造“空中图书馆”。

掌阅创始人张凌云表示，为了更好
地推广全民阅读，近年来积极探索推广
阅读的新场景、新模式，在图书馆等城市

公共文化空间以及高铁、餐厅等场所提

供数字阅读服务，“天际悦读”将让阅读

的空间更加广阔。

从铅与火、光与电到物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技术改变了阅读的面貌和

形态。如今，阅读已不再仅仅是打开一

本书，而是出现更多可能。5G、人工智

能、增强现实、虚拟现实、云计算等新技

术纷纷亮相，宣告“一屏万卷”的数字阅

读时代已经到来。

柳斌杰说，随着对新技术的广泛使

用，“传播＋阅读＋沉浸式”的智能化出

版将为人们提供更美好的阅读体验。

在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还有无数

双渴望读书的眼睛。技术的发展，也正

在消弭城乡之间的阅读鸿沟，让书香飘

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58.7 万家农家书屋，让 11亿册图书

走进农村，为农民解决了看书难问题。

如今，通过推进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将

以图文声像等更生动的形式，使优质文

化资源惠及广大基层群众，补齐书香社

会建设的短板。

“农村阅读推广和普及，关系着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美丽乡村的‘成色’。”魏

玉山说，更多优质阅读资源涌向农村，将

激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共建书香中国 见证时代进步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今年暑期，这个距离地铁口 5号线（郑州人
民医院C、B出口）只有 500米的图书馆，将成为
小读者消暑度夏的不二选择！昨日，河南省少
儿图书馆启动“2019暑期阅读季”，6月 27日至
8月 31日，该馆推出14大项800余场阅读活动，
满足全年龄段小读者和家长的阅读需求，这些
活动全部免费开放。

在这里得到锻炼与成长
“2019 暑期阅读季”推出了众多适合小读

者们参与、实践的活动，帮助少儿读者得到全方
位的锻炼与成长。

暑期志愿者服务。省少儿图书馆的小志愿
者实践活动已举办6年，凡年满10周岁、具有一
定独立能力，并且喜欢阅读、热爱志愿服务的少
年儿童都能在这里得到锻炼。

“童心 童梦 同成长——全国、全省少儿美
术、朗诵作品征集”系列活动。活动共包括 4个
子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童心向祖国”
少儿美术作品展征集，小读者们可将讴歌祖国
的美术作品提交，优秀作品有望参与全国巡展；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我和我的祖国’
朗诵活动”作品征集，小读者们可朗读一段描绘
祖国壮丽河山的文字，或品味一首抒发爱国情
怀的小诗，将美好读书声传送给省少儿图书馆；
全国“最美亲子共读时光——‘陪伴·记录’”主
题作品征集，活动征集展示绘画、摄影、手工、亲
子阅读记录等作品，记录那些感人的亲子瞬间；
建国七十年 礼赞新时代——“童心献礼 手绘图
书”作品征集，活动围绕红色经典读物、历史类

读物、传统文化读物三大类图书，用手绘报的形
式为祖国献礼。

系列展览陪你快乐过暑期
暑期，省少儿图书馆推出“快乐 成长”系列

展览，共包括三个展览。
“陪伴·记录”主题展。展览展出亲子共同

创作的 100 本原创图书、166 幅绘画及图文作
品、200件家庭场景雕塑等，小读者可亲身感受
一个个鲜活而独特的陪伴故事。

“背背抱抱陪陪宝宝”——民间婴儿用品
展。活动展出来自云南的民间婴儿手工品，一
件件针脚细腻、做工精巧的婴儿用品，是温暖亲
情的鲜活表达。

喜迎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豫”见——我的

可爱祖国少儿美术作品巡展，作品分为文明华
夏、美丽中国、畅想未来三大板块，通过少儿的
视角勾勒并赞美祖国。

图书馆里传承优秀文化
这个暑期，省少儿图书馆还推出了多项传

承传统文化主题活动。
历史教室系列活动。省少儿图书馆与河南

博物院联合开展历史教室系列活动，6月29日至
8月31日的每周六，文物刮画——鼎、绘制团扇、
画盘子——彩泥、丝路交流的物证——黄釉扁
壶、文物刮画——鸮尊、文物有意思——骨笛等
10项活动将陆续举办，使小读者对中原历史文化
有更直观的了解。

“遇见国粹”京剧体验夏令营。6月 30日至

8月 4日的每个周日，京剧互动、京剧乐器互动、
京剧服装展示、京剧化妆体验、京剧剧目互动等
活动将举办，带大家近距离感受国粹的魅力。

古琴素养公益课堂。该活动同样在每周日
举办，感兴趣的小读者们可在省少儿图书馆里一
起弹奏、赏析古琴乐曲。此外，每周六下午还有
亲子陶艺美学体验活动，带您体验手作的乐趣。

“彩虹”周末共享亲子乐
作为省少儿图书馆的常设活动，“彩虹周

末”系列活动将与小读者及家长见面，彩虹故事
会、彩虹手工坊、彩虹英语角、彩虹科学俱乐部
等丰富多彩的亲子阅读活动伴您度过美妙的书
香时光。

6月29日至8月31日的每周六，彩虹故事会
将如约与小读者见面，为大家讲述《再见小树林》
《环游世界做苹果派》《色彩的翅膀》等10个故事；
彩虹手工坊将分别于7月21日、8月18日举办两
场活动，带小朋友们制作卡通书签、彩泥盆景；彩
虹科学俱乐部将陆续举办“奇异博士”“跟着姜太
公钓鱼”“平衡鹰”“玩转大富翁”“黏土披萨”，带小
读者们感受科学的乐趣；彩虹英语角将于7月7日
至8月25日的每个周日与大家见面，将围绕着快
乐暑假、DIY彩蛋、动物园、开学了等话题开展活
动，提高小读者的英语听、说、读能力。

此外，专为 0~3 岁小读者打造的“乐兔宝
宝”系列活动于每周三至周日定时开放；围绕爱
祖国、爱家乡，阅读点亮梦想，国际象棋，绘本数
学等主题举办的“大家讲堂”“公益课堂”及各种
读书会也将如约与大家见面。

本报讯（记者 秦华）豫籍作
家刘庆邦曾写过一篇散文《在哪
里写作》，以地点为线索回顾了
自己的写作生涯。如今，他的

“ 在 哪 里 写 作 ”又 有 了 新 的 答
案。近日，刘庆邦文学创作室在
怀柔区翰高文创园挂牌成立，这
里将成为今后刘庆邦文学创作
的地点。

刘庆邦当过农民、矿工和记
者，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
他的作品富有浓郁的河南地方
特色，著有《断层》《红煤》等多部
长篇小说，他的作品先后获得了
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北京

市 政 府 奖 和 第 八 届 茅 盾 文 学
奖。根据他的小说《神木》改编
的电影《盲井》获得第 53届柏林
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对于文学创作室的成立，
刘庆邦说：“我庆幸自己生活在
一个好时代，写作的条件在持
续改善。但同时，我也很警惕，
好的环境会不会让作家过于享
受，被安逸侵蚀，丧失了创作能
力 。 所 以 我 无 论 走 到 什 么 地
方，都会保持对人生的热爱、对
生活的热爱、对文学赤诚的心，
希望能够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刘庆邦说。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图）
26日晚，“赞歌献给党·舞动新
时代”——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广场舞大赛在高楼林立的
新型社区间举行。来自上街区
峡窝镇各村（社区）的 24 支参
赛队伍用热情的赞歌和优美的
舞蹈，讴歌我们伟大的党和祖
国，展示新时代的新风貌。

本次活动由上街区委组织
部、宣传部主办，峡窝镇党委、政
府承办，旨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展示峡窝镇全民文化艺术
素质，提升公共培训成果。

本次广场舞大赛具有广泛

的群众参与性，参赛队伍中有
辖区的职工、干部、教师、农民
等，600 多位参赛者献上了 20
余支舞蹈，虽然大家大多没有
舞蹈基础，却坚持刻苦训练，舞
台上的他们个个满怀激情，展
现出了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河南省舞协副主席、郑州市
舞协主席周玲娣，上街区舞协主
席姜新文、上街区舞协副主席崔
瑞英、李欣荣、李丽娜等担任大赛
评委。经过现场激烈角逐，一、
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花落各家。
数千位居民驻足观看，数十万网友
通过网络直播在线欣赏了大赛。

本报讯（记者 秦华）由导演
柯珂执导，瞿颖、丹尼斯·吴、徐开
骋特别出演，李昕岳、王祉萱等领
衔主演的时尚话题剧《热搜女王》
昨日再爆预告片及阵容海报，主
演期待而又无助的内心独白也直
戳人心，让观众更想一探背后的
秘密。

《热搜女王》由搜狐视频与青
岛倾世芸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
合出品，根据娱乐圈真实事件改
编，是国内首部原创娱乐新闻 IP
剧，全剧将明星的真实生活状态
与时下热搜新闻话题结合，聚焦
娱乐圈生存状态，题材极具话题

性和吸引力。
在昨日曝光的情感预告片

中，光怪陆离的娱乐圈，每个闪
现的人物都光鲜亮丽，表情丰
富，而随着内心独白的娓娓道
来，憧憬与希望的下一秒就是跌
下神坛般的幻灭，形成强烈反
差。全剧也将运用美剧惯用的
视点人物叙事手法，每集通过一
名主角的主观视角展开故事，观
众通过剧中不同人物的眼光和
想法来探究娱乐圈背后隐藏的
秘密。

据悉，该剧将在 7 月 4 日搜
狐视频全网独播。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昨日，高品质动
画电影《未来机器城》发布最新战斗版预告
片与海报。有别于之前的预告版本，本次
预告片中除了深入揭示主人公苏小麦与机
器人 7723之间从相识到相知的感人过程，
更是借几场燃爆的打斗特效场面展示出影
片真正的硬实力。

在新版预告片的前半部分，7723 化身
贴身保镖，寸步不离苏小麦。守在小麦的高
空教室外，从爆炸中将小麦救出，与小狗馍
馍斗嘴……一系列有趣惊险的日常不仅体
现 7723 呆萌的属性，同时，也隐约透露出

“巅峰机器人”的超强武力。
而预告片后半段剧情急转直下，机器城

危在旦夕。为保护苏小麦，7723终于展露出
最强机甲的真正实力。防御时，7723敏捷躲
闪，速度惊人。与反派在机器城中上演的追
逐大戏画面流畅富有层次，时而坠入地下，时
而飞上高楼，从场景上为观众展示出一个真
实而科技感十足的未来城市。进攻时，7723
以一敌百、火力全开。双肩可开启隐藏武器，
掌中发射出激光与敌方战甲正面对刚。预告
片最后那场城市中央的爆炸戏震撼逼真，特
效大场面也丝毫不输好莱坞水准。

此次与预告片一同发布的还有最新版
海报。在俯视视角下，作为海报背景的机器
城，高楼林立，灯光炫目、赛博朋克风格十
足。画面上方战王穷追不舍，炮火前后夹
击，画面中央机器人 7723开启防护盾将苏
小麦和小狗馍馍护在身后，危机近在眼前，
战斗一触即发。

电影《未来机器城》将于 7月 26日登陆
国内各大院线。

800余场公益活动等你来“打卡”

省少儿图书馆“2019暑期阅读季”启动
本报记者 秦华 文/图

豫籍作家刘庆邦
文学创作室落户怀柔

赞歌献给党 舞动新时代

广场舞大赛精彩上演
河南女孩石云慧：

让豫剧“点亮”《星光大道》
本报记者 杨丽萍 文/图

《未来机器城》曝最新预告海报

机器人战斗力惊人

《热搜女王》再爆海报预告

中央电视台大型综艺节
目《星光大道》是无数人实现
梦 想 的 天 堂 ，记 者 近 日 获
悉，河南女孩石云慧把它变
成 了 现 实 —— 在 本 周 即 将
播出的《星光大道》中，石云
慧将带领 5 位小学员唱起河
南人耳熟能详的《朝阳沟》
选段，他们将让豫剧再一次
声动全国。记者近日采访了
石云慧。

《星光大道》是一档覆盖
全年龄段的大型综艺节目，从
这里红遍全国的歌手不计其
数，西单女孩、阿宝、凤凰传奇
……他们都在这里实现了自
己的梦想。

节目分为“闪亮登场”“才
艺展示”“家乡美”等环节，河
南女孩石云慧将分别演唱歌
曲《我只在乎你》、豫剧《包青
天》选段，柔美的嗓音和扎实
的唱功所带来的视觉与听觉
的巨大反差，届时一定能让电
视机前的观众耳目一新。

石云慧从小就对豫剧情
有独钟，总是有模有样地跟

着电视上的豫剧节目学习。
每次跟着家人下地干活，广
阔的玉米田地就成了她展露
嗓音的露天舞台，她有时拿
着一个玉米棒当话筒，学着
电视上那些大人的模样，唱
起戏来有板有眼，稚嫩的声
音在天地间飘扬扩散，总引
来 邻 居 大 爷 大 妈 的 交 口 称
赞。在家人和亲朋好友的鼓
励下，石云慧上过《梨园春》，
参加过《快乐大本营》，是个
实打实的戏曲小明星。

为了让热爱戏曲的女儿
走得更远，7 岁那年，石云慧
的妈妈卖掉了家里的养殖场，
陪她到郑州的戏校学习，一学
就是 6年。后来的那些年里，
由于种种原因她没有继续戏
曲之路，但步入工作后的石云
慧发现，戏曲之于自己，似乎
有种割舍不断的情缘，她再次
因为唱戏走到了大众的视线，
回到了戏曲的环境中。如今
的她是一名戏曲幼儿园的老
师，每次看到孩子们唱戏，她
就仿佛看到当年那个站在玉

米地里唱戏的自己。
“石云慧是一个很努力的

孩子，她并不像城市里的孩子
那样有十分优越的条件，但她
唱戏的嗓音条件、表现力、台
风都非常好，所以我一直鼓励
她有机会就要多练。”提起爱
徒小石头（石云慧），声乐老师
闫士然的声音中满是赞许。

在本周播出的《星光大
道》“家乡美”的环节，石云慧
将带着一群孩子，唱起家乡
戏《朝阳沟》选段。据石云慧
透露，这些孩子最小的只有
两岁半，最大的 6 岁，在那个
星光熠熠的舞台上，他们将
用稚嫩的嗓音，唱出自己对
豫剧的热爱。

“这个节目我们排练了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可能有的孩
子在舞台上只有一句话，但每
次排练也都坚持到场练习，家
长们的支持让我非常感动，也
让我觉得自己任务很重，我希
望节目播出后，能够让更多的
孩子爱上豫剧，让更多的年轻
人来关注豫剧。”石云慧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