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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书香安徽 “阅读风景”更好

阅读为你安一双翅膀，心游万仞、坐观天下，情通古今。 阅读与意义紧密相连，滋润心灵、塑造人格、熏陶
气质、提升能力。 “好的书籍是最贵重的珍宝”，多读书、读好书，让我们更有理智、情趣，更懂得生活的真谛。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 全称是 “世界图书与版权日”。 设立专门的读书日， 是为了提醒我们， 要读
书———不仅是在这样的日子，更要日常笃行，化为生活的一部分，时时汲取文明蕴藏、啜饮文化甘露，享受精
神洗礼。 让我们翻开书页，让智慧的阳光照亮人生。

向“三苏”学读书

■ 吴晓征

培根说：“人的天性像是野生的
花草，读书像是修剪移栽。 ”人的才
干幼苗，寄寓美善利世的追求，遵循
自然之道，脱樊笼，删杂枝，壮筋骨，
通节理，才能培育出大美奇卉、参天
栋梁。

苏洵、苏轼、苏辙“一门三学士”，
同列“唐宋八大家”。一个家庭怎能有
这么高的成材率？涵养了如此高密度
的智慧文才？如苏轼所言：“其学必始
于观书”。 “书香型”家庭的家风传习
和科学的方法路径，培育了中国文艺
史上的这三株名卉、巨木。

那“三苏”是怎么读书的？
有句话说的好 ，种一棵树最好

的时机是十年前 ，其次是现在 。 什
么时候读书都不算晚 。 《三字经 》
云：“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
籍。 ”苏洵少年耽于游乐，成年后发
愤苦读，卓然成家。 “白首方悔读书
迟”，错失学习效能高 、时间最充盈
的少年读书窗口期固然可惜 ，但成
年后“觉今是而昨非 ”，重拾读书乐
趣也有独特优势———扯着光阴尾
巴读书，往往欲求强 、意志坚 、兴趣
浓、思考力强，更能观照现实 、参阅
人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苏洵输
在了起跑线上 ，却笑在了终点 。 所
以说，好饭不怕晚 ，老大勿伤悲 ，不
论何时，努力攻读都不会错。

苏轼说 ，“腹有诗书气自华 ”，
苏辙说，“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 ，
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何谓“气”，
那是从文明和自然的 “无尽藏 ”中
汲取的丰美生命底蕴和精神特质 。
文章有气韵 ，人物有气质 ，家庭有
气场。苏洵“有书数千卷，手缉而校
之，以遗子孙。 ”苏家主要教育形式
是记诵作文 ， 书读千遍其义自见 ，
多读多写积淀成文 ，父子三人在册
页笔墨间驰骋古今 、 经天纬地 ，终
身学习和“输出 ”，离不开亲子劝学
之功 、伴读互勉之效 、家庭文化气
场熏陶之力。

多读硬书 ，远离 “俗学 ”。 苏门
教 育 以 “经 史 ”为 主 ，辅 之 以 “子
集”。 读书就要真读，啃经典。 经典
是文明史上承前启后的智慧结晶
和精神丰碑，努力 “平视学习 ”历史

上的巨人怎么观察 、 思考问题 ，精
神身躯才能变得高大伟岸 。 苏辙
说 ：“人之学也 ，不志其大 ，虽多而
何为？ ”苏轼光《汉书 》就抄写了三
遍，“虽是玉堂挥翰手 ，自怜白首尚
抄书”。苏洵兀然端坐七八年，攻读
“圣人贤人之书 ”，从 “入其中而惶
然”，到“胸中豁然以明 ”，将经典著
作体宏思精 、 牢笼万物的微言大
义 ，读成难以自制的 “胸中之言 ”，
流溢出篇篇宏文 ， 全靠下笨功夫 、
硬功夫 。 所以 ，不能盲从世俗流行
之学 ，陷入以 “浮巧轻媚 ,丛 错 采
绣” 掩盖浅陋不学的文风陷阱 ，学
生背诵再多“金句 ”，徒然塞死了眼
睛和耳朵 ，只是亲手给自己配上一
块低矮的才智“天花板”。

要注重方法、提高效率。抄书是
苏轼每日必修课，他读书反复揣摩，
“旧书不厌百回读 ， 熟读深思子自
知”；书富如入海，人之精力，不能兼
收尽取，有针对性地做主题阅读，能
做到既博又精；他倡导 “博观约取 ，
厚积薄发 ”，博览群书之外 ，要独立
思考、去芜存真、精取慎取，因为“尽
信书不如无书 ”， 既进取而又不迂
执，既超脱而又不厌世。

有句话是 ：“你如今的气质里 ，
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爱过的
人。 ”行和读，为了遇见更精彩的世
界、更有为的自己。 三苏父子皆喜行
走天下、游山玩水。 苏洵在《忆山送
人》 中生动详尽地描述了历次游历
名山大川的情况。 苏辙《武昌九曲亭
记》云：“昔余少年，从子瞻游 ，有山
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
之。 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
乐山乐水，增仁增知，文化旅游带来
文明、博识、健硕与拓新 ，能造就更
丰沛充实的身心。

苏轼说:“道可致而不可求。 ”君
子觅道是个长期实践过程， 打铁才
能成为铁匠，长时间“日与水居”，才
能学会游泳，这里没有捷径可求。掌
握知识，认识这个世界的逻辑、方法
和哲理，要端正意念、勇于实践。 切
记，读书不是为了逃离这个世界，走
向消极和虚无， 而是引导人们从幽
暗走向光明 、 从无力走向有为 ，拥
抱、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营造人
生万千气象。

■ 本报记者 张理想

白天，深入田间地头，了解村民急
难愁盼 ；晚上 ，走进知识殿堂 ，寻找乡
村振兴方略。 “工作+读书”，这是储晓
薇的日常“标配”。去年 6 月，作为滁州
市第八批选派干部 ， 储晓薇带着一包
生活用品、一包图书，来到来安县施官
镇龙山村，担任党总支第一书记 、驻村
工作队长。 近一年时间里 ， 她阅读理
论、农技、文学等图书 30 余本 ，不仅坚
定了扎根农村的决心 ， 更带领乡亲们
探出发展农业的道路。

读书 ，是最美丽的风景 ；书香 ，是
飘散在江淮大地上一缕缕最动人的
气息 。

4 月 20 日 ，在第 27 个 “世界读书
日”到来前夕，书香安徽全民阅读活动
组委会发布 《2021 年安徽省居民阅读
状况调查报告》。 一项项指标 ，一个个
数据，解开书香安徽的“阅读密码”，详
实反映出全省全民阅读的时代气象。

全省居民阅读总指
数 71.45 点

———全民阅读综合
实力全国领先

最是书香能致远 。 自 2018年起 ，
我省连续5年公布上年度 《安徽省居
民阅读状况调查报告 》。 2021年 ，全省
居民阅读总指数为71.45点 ，居民个人
阅读指数为72.56点 ，公共阅读服务指
数为70.43点 ，各项指标较上年度均有
所提升 。

阅读指数 ， 是综合反映一个地方
全民阅读水平的科学测量数据 ， 一方
面反映居民的阅读现状 ， 另一方面体
现政府在促进全民阅读水平提升各方
面的成效 。 “调查表明 ，2021 年 ，我省
全民阅读综合实力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出版
局（省版权局）局长查结联介绍，去年，
全省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 ，组织开展主题鲜明 、内容丰富 、形
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燃起 “红色阅
读 ”热潮 。 “读党史 、守初心 、担使命 ”
主题演讲音视频大赛，历时 6 个月 ，投
送作品 1000 多件 ，有声平台点击量达
1500 万人次 ； “读党史 、跟党走 、少年
志”安徽省青少年红色经典朗诵大赛 ，
收到 1800 多件朗诵音视频作品 ，参与
人员达 100 万人次。

全省成年居民人均阅读 4.79 本
纸质图书 ，人均每天花 21.39 分钟阅
读纸质图书 ；0 至 17 周 岁 未 成 年 人
图 书 阅 读 率 为 91.4% ， 人 均 阅 读
11.01 本图书……2021 年 ， 全民阅读
覆盖各个年龄段 ，读书 ，在江淮大地
蔚然成风 。

“从去年合肥市新华书店零售和
共享书店借阅情况看 ， 红色主题和文
学类图书排在前列 ，比如小说 《红岩 》
销量 2610 本，仅次于《新华字典》。 ”皖
新传媒文化消费总公司运营总监金岳
晴认为，“我省读者阅读的主要目的是
提高修养、获取知识，青少年群体是全
民阅读的主力。 我们根据读者阅读需
求，举办名家讲座、亲子阅读等特色活
动，营造阅读的浓厚氛围，更带动了图
书销售增长。 ”

成年居民数字化阅
读接触率 81.7%

———信息技术深刻
改变阅读方式

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正在深刻地
改变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 根据调查报
告，2021 年， 全省成年居民数字化阅读
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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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人均阅读电子书 3.65 本 ，都较
上年度有所增长。同时，78.1%的成年居
民将“网上购书”作为购书的首选渠道。
从阅读方式到购书渠道，向互联网转移
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为适应数字化阅读新趋势，我省全
民阅读活动注重线上与线下结合、纸媒
和数媒结合，形成多媒叠加效应。 尤其
在去年疫情期间，丰富多彩的线上阅读
活动充分调动城乡居民的读书热情，如
“皖家阅读颂党恩” 等亲子阅读系列活
动，累计征集音频 1000 多个，参与线上
阅读活动约 80 万人次。

广大农村地区是开展数字化阅读
的重点和难点。 去年省委宣传部策划推
出“助力乡村振兴出版计划”，围绕乡村
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
兴和组织振兴 5 个方面，着力高标准打
造大型综合性融媒体“三农 ”科普出版
项目，3 年拟出版 100 本图书，逐步投放
全省 1.5 万多个农家书屋。 该出版计划
在出版纸质图书的同时，同步建成 “助
力乡村振兴数字资源库”， 每本书后附
有二维码， 扫码即可观看相应视频，方
便农村群众学习技术和知识。

“今年，我省将继续探索适应读者阅
读行为和阅读习惯的数字化转型。 ”查结
联介绍，一方面，完善“安徽全民阅读网”
功能，创建“书香安徽”全民阅读微信公
众号， 打造推广全民阅读、 交流经验做
法、展示活动风采的权威窗口；一方面，
用好“学习强国”等平台，依托徽文化数

字化资源数据库、 安徽红色文化数字资
源库，加快建设智慧图书馆，提升数字农
家书屋，努力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更加
智能的数字阅读服务。

公共图书馆使用满
意度达 73.8%

———公共阅读服务
效能持续提升

公共阅读服务设施是开展全民阅
读的基础和保障。 从公共图书馆到社区
阅览室，从城市书房到农家书屋 ，全省
各地正在兴建形式多样的阅读设施，为
城乡群众提供就近、便捷、舒适的阅读
服务。根据调查报告，2021 年，在使用过
以上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的城镇成年居
民中， 公共图书馆的使用满意度最高，
为 73.8%；在使用过农家书屋的成年农
村居民中，有 81.6%的村民表示满意。

在疫情缓和的时候，每天早上，当第
一缕阳光透过明亮的玻璃窗洒在飘着墨
香的图书上，六安市图书馆门前就已经排
起等待入馆的长长队伍。 带上孩子参加
特色读书活动，走进“胶囊书房”独自静心
阅读，直接取走图书享受“你选书、我买
单”服务……如今，六安市图书馆凭借清
新的设计、舒适的环境和优质的服务，已
成为备受市民青睐的“网红”打卡地。

“去年， 全馆接待读者 99.12 万人
次，文献外借流通 85.25 万册次。 ”六安
市图书馆营销负责人朱颖说，图书馆既
是免费获取知识的文化场馆，又是读者
体验多元文化的公共空间。 去年，该馆
在线上线下举办人文艺术展览、阅读分
享讲座、信息素养培训等各类阅读推广
活动 879 场，参与人数超过 13 万人次。

农家书屋是扎根乡村的文化阵地。
2020 年，我省 1.5 万多个农家书屋实现
数字化全覆盖。 农村群众下载“数字书
屋”App 或关注 “徽乡悦读” 微信公众
号，就能进入数字农家书屋。 数字农家
书屋提供海量资源，既能读书 、看纪录

片，又能听戏曲、学技术，乡亲们无论在
田间地头还是待在家里，都能随时享受
数字化阅读的便利。

成年居民对全民阅
读品牌满意度达 87.4%

———品牌阅读活动
闪亮江淮大地

从省直机关读书月到中国黄山书
会， 从全省大学生朗诵艺术节到界首读
书会，我省持续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层次
分明的阅读品牌， 成为全民阅读蓬勃开
展的重要载体。 根据调查报告，2021 年，
成年居民对全民阅读品牌活动的知晓率
为 46.1%， 对参与过全省全民阅读品牌
活动的满意度为 87.4%，其中“书香安徽
阅读季”成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活动。

数十万种精品图书优惠展销，上百
场读书活动集中亮相，一年一度的中国
黄山书会，是安徽书迷们奔走相约的书
香盛宴。 金岳晴说：“经过数十年的精心
打造，如今的黄山书会已成为读书人的
嘉年华、著书人的群英会、出书人的大
舞台，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书展
和全民阅读示范品牌。 ”

界首读书会以注册社会团体的形
式成立，自上而下建立各级分会。 从机
关单位到学校、医院，从乡镇、社区到企
业、社会团体，读书会已在城乡成立数
百家分会；从各级干部到教师、医生，从
农民到企业职工，各个群体不断掀起主
动阅读和学习的热潮。 读书会，让书香
成为浸润城乡的别致味道。

品牌阅读活动让江淮大地一年四
季沉浸氤氲书香 ， 带动阅读人群数量
持续增长。 查结联说：“今年，我省将开
展阅读品牌提升行动，按照 ‘一市一品
牌、一县一特色’的要求，结合‘奋进新
征程 、建功新时代 、喜迎二十大 ’主题
做好读书节、读书周、读书月等阅读活
动， 进一步培育打造具有本地特色的
阅读品牌。 ”

近日，在铜陵市农业银行铜都支行阅读点，工作人员指导市民通过
市图书馆的自助机器借阅书籍。 本报通讯员 高凌君 摄

4 月 20 日上午，在安庆市迎江区华中路第一小学“安徽省最美书屋”的甜趣书吧，老师和同学们诵读国学经典。
本报通讯员 黄有安 余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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