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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全民阅读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
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直接影响一个国
家的未来。 在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战
略时，历来崇尚“耕读传家”的湖南情况
怎样？9月28日，正是丰收的秋天。记者
从在岳阳召开的2017全省全民阅读、农
家书屋工作会议上获悉，“书香湖南”倡
导全民阅读已取得丰硕成果， 并在全国
树立了众多品牌。

首创城市阅读指数调研
“书香中国”湖南成功启动

从2009年起， 湖南持续8年开展了
全民阅读活动，大力推进全民阅读“进机
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
家庭、进军营”。效果如何？务实的湖南人
要用数据说话。2011年， 湖南在全国首
创开展城市阅读指数指标体系调研，至
今已是第6年，通过科学、可量化的阅读
评价体系， 切实考察居民的阅读现状和
公共阅读环境，加快创建文明城市进程。

据《2016年湖南省城市阅读指数调
研报告》，2016年湖南省城市阅读指数
总得分为69.29分，城市居民普遍具有了
阅读的意识和兴趣， 居民整体阅读类型
丰富度较好，个体阅读行为（即阅读量和

阅读消费）15至18岁的青少年群体表现最
好；阅读公共资源的使用，56岁以上人群得
分最高； 对传统阅读资源的使用远高于数
字阅读，数字阅读意识提高快，但资源建设
需跟上。

调研和分析是为指导工作服务。2017
年4月， 在首创城市阅读指数调研的湖南，
全国全民阅读工作会暨2017书香中国启
动仪式在长沙成功举办。 电视晚会在全国
产生很大影响， 节目收视率为同时段全国
第一。 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播出了长沙县
青田村、安仁县豪山村农家书屋读书活动。

岳阳讲坛吟诵活动品牌响
衡阳社区企业群体组织多

9月28日，一场名为“书香湘鄂赣·同
脉同承同梦” 的吟诵会在岳阳洞庭湖边举
行，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经心书院3座古
老书院现场连线诵读， 并联合寻找30名

“最美诵读者”。
吟诵会是岳阳的品牌。2016年10月15

日上午9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诗人、
游客与市民共10万人齐诵《岳阳楼记》。
自此，无数人梦想在岳阳楼前吟诵一首《岳
阳楼记》。除了吟诵会，岳阳的“岳州讲坛”

“巴陵名师讲坛”“国学讲坛”“岳阳文学讲
坛”也赫赫有名。

“雁城”衡阳推广全民阅读，打通城市

“毛细血管”。 投资近千万元完成城区180
多个社区图书阅览室、道德讲堂、市民学校
的建设。政府补充图书，全市各大宾馆、饭
店、茶楼、咖啡屋等场所自设书架，设置了
341个阅读点。 衡阳市总工会建设职工书
屋10家，其中3家获评全国“职工书屋”。更
值得称道的是，衡阳还有仁德读书会、耕读
园等各类阅读兴趣组织1500余个，加入读
书会成为“雁城”一种时尚生活方式。

益阳培训阅读推广人
株洲农家书屋会下“五黄蛋”

阅读是要靠人来推广的。“银城” 益阳
重视妇女在家庭阅读中的影响， 市妇联倡
议每个家庭确立每天30至60分钟的全家
读书时间，举办十万家庭亲子读经典活动，
并评选书香家庭。近年来，该市共评比表彰
书香家庭1600户，其中全国书香家庭4户。

从2014年起， 益阳在全省率先举办
“阅读推广人培训班”，截至2017年8月，培
训阅读推广人近千人， 其中200名阅读讲
师成为阅读活动的核心力量，活跃在社区、
学校、乡镇。

株洲推广全民阅读讲究细分市场。村
里外来妹多，设立“外来妹特色农家书屋”；
紧邻小学，设立“红领由特色农家书屋”；村
民要卖农产品，设立“电商农家书屋”。株洲
的农家书屋还会“下蛋”。攸县羊塘镇谭家

垅村高桥农家书屋，就把书“下”到了周边
南田村等5个农家书屋，这种下“五黄蛋”模
式得到了中宣部的高度肯定。

长沙图书馆分馆进村镇
新晃“书生管书屋”成示范

别以为农家书屋就是几本翻烂了的
旧书，去长沙县看看就知道了。

这里的农家书屋就是一个图书馆，它
们与长沙市图书馆、县图书馆联网，实现了
通借通还和“一卡通”式服务。一些新建书
屋设在本地农民、 退休教师、 伤残人士家
中，全天候开放。县图书馆定期组织培训，
使每一名书屋管理员都成为行家里手。

2016年，新晃的“书生管书屋”成为
“书香湖南”全民阅读品牌示范项目，在全
国推广。“书生”是爱读书的学生，让他们
来协管书屋，每年换届选举，开展各种读
书活动，评选读书之星，奖励借阅量最多
者。现在，新晃296个农家书屋覆盖率、利
用率、知晓率、开放率、学生参与管理率均
达100%。

一份《2016年湖南省城市阅读指数调
研报告》显示，湖南的各个人群之间，14个
城市之间仍然存在着阅读量的显著差别。
而在乡村，那些留守的妇女、儿童、老人，
仍需我们为他们送上一本书。

全民阅读，生机勃勃，仍任重道远。

（2017年9月）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

《红色传家宝》
梁晓婧 主编 ;钟伦荣、荀娟、李伟

责编
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7年8月

出版
内容简介：本书选取领袖人物、军队

高级将领以及普通战士留传下来的100
件传家宝，时间跨度90年，每个传家宝都
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全书采用AR实现虚
拟与现实互动，还可扫码收听。

推荐语： 从红色传家宝的斑驳历史
中感受民族魂、家国爱、鱼水情，探寻信

仰的力量。

《门孔》
余秋雨 著;徐小芳 责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年9月出版
内容简介：本书是余秋雨“记忆文学”

的结集， 收录了作者缅怀导演谢晋的散文
名篇《门孔》，以及缅怀和描述巴金、星云大
师、白先勇、余光中等文化名家的文章。

推荐语： 余秋雨唯有写作这本书时一
次次搁笔哽咽。

《我不》
大冰 著，薛健、刘诗哲 责编，李娜 策划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年9月出版

内容简介： 这本畅销书作家大冰的最
新作品， 书中的每一个人物， 都在对命运
说： 我不！ 那些动人的故事， 大都始于平
淡，蕴于普通。却又伏藏在人性关隘处，展
现在命运的精彩处。

推荐语：“我不”是一种善意坦然，也是
一种善意的随缘，更是一句善意的幸福感。
愿这声“我不”，能助你涉川。

《雪峰豺》
谢长华 著；周亚丽 责编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年8月出版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抗日题材的少年

传奇动物小说。经历种种波折的少年，终于
和一群聪明勇猛的豺狗结下了深厚情谊。

他们协助地方抗日武装， 一举消灭了在山
林间流窜的战争魔兽。

推荐语：父子情、朋友情，人与动物、人与
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于字里行间熠熠发光，
再现了雪峰山脉别具一格的文化、生活图景。

《吃的风度》
施亮 著;刘茁松 责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年8月出版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出自小说家之手

的饮食文化主题散文集， 用讲故事的生动
笔调表达饮食文化与有趣情调， 贯通了中
国饮食文化的民族特色与美学韵味。

推荐语：文人的美食逸闻，美食流派，
吃的风度，跃然其中。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通讯员 余佳桂 吴雨霖 记
者 胡宇芬）由省科协、省教育厅共同主办的2017年湖
南省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 日前圆满
结束。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健龙、印遇龙分别来到长沙人
民会堂和湖南科技大学，为两地高校师生、科研代表作
宣讲报告。据悉，我省已连续7年举行科学道德和学风
建设集中宣讲活动，今年将报告会扩大到两场，并要求
各市州同步开展， 发挥科学道德对清正学风的正向引
领作用。

在题为《加强学术道德修养，做一名合格的科技工
作者》的报告中，郑健龙院士认为，一个合格的科技工
作者，必须坚守以“诚实”为核心的科学精神，志存高
远、不懈追求，爱护自己的学术生命，旗帜鲜明地反对
学术不端行为。他以李连生、李富斌等曾经的“科技之
星”因学术不端行为而身败名裂的事件为例，语重心长
地寄语大家一定要弘扬科学精神，加强思想道德修养，
用科技行为准则自觉规范自己的科研工作。印遇龙说，
研究生的学习阶段是最重要的阶段， 加强其科学道德
和学风建设，是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培养
创新人才的重要保证。他希望同学们珍惜青春年华，既
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又勇于探索、勇于突破，立志报效
祖国、服务人民。

文化视点

“书香湖南”倡导全民阅读

10月8日，洪江市黔阳
古城芙蓉楼，古装情景小品
《江亭送客》 吸引了众多游
客观看。国庆、中秋长假期
间，黔阳古城开展广场音乐
晚会、渔鼓说唱、钟鼓楼灯
谜、芙蓉楼游园等多种形式
的文化活动，让游客体验古
城深厚的文化底蕴。
杨锡建 蒋晓红 摄影报道

文化旅游
乐游客

湘版好书榜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耿星）
近日，在2017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湖
南省分会场上，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作为省高职唯
一参展方，展出的“双创”新成果———学校化妆品生产
与品牌推广中心最新研发的颜如玉“BREW”小清新
系列产品，在展会上“火”了一把，得到许多参观人员
的点赞。

校长王雄伟介绍， 该系列产品由湖南化工职院师
生自主研发生产，产品生产已通过欧盟ISO22716和美
国GMPC化妆品良好生产规范双认证，目前已上市，并
受到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欢迎。作为学校“双创”阵地
之一的学校化妆品生产与品牌推广中心， 目前已开发
出10余款美容产品，从配方设计、生产到使用与推广全
过程都由校企团队共同参与，该中心既是企业研发、生
产、推广基地，又是师生实践、创新、创业基地。

走进该校的创新创业基地， 大三学生王志鹏的植
萃堂系列口红吸引了不少女生驻足。在学校的扶持下，
王志鹏成功掌握生产口红的技术，并计划孵化项目，打
造自己的化妆品品牌。除了植萃堂，基地还入驻了4个
创新工作室、40多个学生创业项目。 该校是首批获得
省级“双创”示范基地和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示范
基地。近两年，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相较于全国高
职院校平均水平分别高出1.5和2.1个百分点。

院士谈学风寄希望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左丹 通讯员 徐鹏）
9位院士，70余位著名学者，40多场精彩的主题报
告……日前，由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
部、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
程与材料学部等主办的第四届建筑科学与工程创新
论坛在长沙举行。周绪红、周福霖、聂建国、马克俭、郑
健龙、张杰、王景全、王复明、陈政清9位院士出席并作
主题报告。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土木建筑行业发展
迅速，完成了一系列使用要求高、设计理念超前、施工
难度大、科技含量高的重大工程项目，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卓越成就。“十三五”规划中，构筑现代基础设施
网络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等发展战略，为我国基础设施
及城镇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在“一带一路”倡议
的指导下， 对应经济区开放后的承包工程项目激增，
亦对我国土木建筑科技创新提出了新的挑战。

为应对这些挑战，各院士、专家围绕大型复杂结
构体系性能与可持续发展、高性能桥梁结构新体系发
展与创新、生态智慧型城镇建设与安全保障、可持续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保障技术、绿色先进土木工程材
料等方面，作了40多场精彩的主题报告，并与参会的
各高校师生、专家学者与企业代表等进行了学术探讨
和技术交流。

聚焦土木建筑创新
9院士长沙论剑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石自
行 商南花）“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新翰少年，奋勇当
强。美哉我少年新翰，与天不老！壮哉我新翰少年，与国
无疆！”10月5日上午，伴着全体师生的朗朗诵读，浏阳
市新翰高级中学举行揭牌仪式。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
大学原校长周其凤出席仪式并为学校揭牌。

新翰高级中学是浏阳市2017年新建的一所民办
高中，也是浏阳市第一所民办高中。该校总投资1.8亿
元，预计办学规模42个班，其中36个常规班、6个特色
班，学生总人数将达2100人。目前，学校已招收高一年
级12个班、国际精英班1个（北京外国语大学基地班），
学生共596人。

“学校树立‘为学生未来着想，对学生发展负责’的
办学理念，致力于创办让学生向往、家长信任、社会满
意的全国一流民办高中。”新翰高级中学负责人张运釮
介绍，在抓好普高教学质量的同时，将联手北京外国语
大学等优质高校，着力打造国际、航空、音体美特长等
教育品牌。

“新翰高级中学的建成，是浏阳高中教育均衡化发
展的新实践， 对于推动全市民办教育事业发展将起到
辐射带动作用。”浏阳市教育部门负责人说。

揭牌仪式后，周其凤还为全校师生作了《我的求学
之路》主题报告，用自己的求知、求索的人生经验启迪
学子。

浏阳第一所民办高中揭牌
打造国际、航空、音体美特长等
教育品牌

湖南化工职院双创“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