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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书香，感悟文明，10月 26
日，2019年“我爱慈溪”万人彩绘
创意美术比赛、2019年“好书伴成
长”暑期征文比赛的颁奖典礼暨“慈
溪市第十九届全民读书月·新华周”
启动仪式举行。

当天，儿童文学作家王一梅为孩
子们作了题为“温暖的童年记忆”的
讲座，现场还有图书文体用品展销，

“万册图书赠市民”、红领巾E站展览
等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今年的“新
华周”系列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持续时间为一个月。据悉，“慈
溪市第十九届全民读书月·新华周”
由市全民读书月组委会、市文化和广
电旅游体育局主办，市新华书店承
办，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市民参与，
成为我市全民阅读的一大品牌活动。

☆万双小手共描慈溪之美
高楼林立的明月湖畔、风驰电掣

的高铁客车、呆萌可爱的杨梅团宝
……童眼看世界，小朋友们以爱祖
国、爱家乡为主题，用创意美术画
报的形式表现家乡慈溪的变化和发
展。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优美的城
市景观以及我市在“绿色环保”“平
安慈溪”“五水共治”“慈孝文化”

“志愿服务”等方面的成果。
市实验小学二年级卢思翰的作品

《治水护城将绿绕》着眼的是“五水
共治”，画中的孩子们和杨梅团宝一
起宣传“五水共治”知识，捡拾岸边
的垃圾，用行动来守护城市的洁净，
用美丽来擦亮慈溪名片。母亲杨益
维告诉记者，卢思翰多次参加这样
的活动，每次回来都会讲他的感受，

这次美术比赛就把所见所闻所想画到
了纸上。

今年的“我爱慈溪”万人彩绘创
意美术比赛共收到 4600 余份作品。
比赛共评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共
440名，网络人气奖40名。卢思翰的
作品《治水护城将绿绕》获得了一等
奖。与此同时，以“队队飘书香，好
书伴成长”为主题的“好书伴成
长”暑期征文比赛也得到孩子们的积
极参与，参赛作品达到3500余件，比
赛评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共 340
名，产生 10名优秀指导老师奖、10
家优秀组织奖。这次颁奖典礼对两项
比赛的一等奖和优秀指导老师奖、
优秀组织奖的获得者分别进行了颁
奖。

据悉，2019年“我爱慈溪”万
人彩绘创意美术比赛、2019年“好
书伴成长”暑期征文比赛由团市委、
市少工委举办，市新华书店承办，至
今已经连续举办五期。每两年，获奖
作品都会集结出版，目前已经出版
《2015- 2016 年美术比赛获奖作品
集》《2015-2016年征文比赛获奖作
品集》《2017-2018年美术比赛获奖
作品集》《2017-2018年征文比赛获
奖作品集》各一册。

☆名家讲座分享写作乐趣
鼹鼠米加一家住在美丽的月亮河

畔，与众不同的米加不喜欢爸爸为他
选择的人生，揣着一块月亮石开始了
自己的冒险；神秘雨街上，一只叫阿
洛的猫陪伴着雷莎太太，雷莎太太等
待着来自大海的雷特船长的第 81封
信……《鼹鼠的月亮河》《雨街的
猫》，一个个优美感人的故事都是出
自儿童文学作家王一梅的笔下。

王一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苏

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现就职于苏州市
职业大学教育与人文学院，共出版图书
200多册，代表作有长篇童话《鼹鼠的
月亮河》《木偶的森林》，小说《城市的
眼睛》《一片小树林》，短篇童话《书本
里的蚂蚁》《蔷薇别墅的老鼠》等。曾
获第十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第五
届国家图书奖等。她的童话作品，语言
活泼有趣，故事生动感人。上海市作家
协会理事、著名作家朱效文曾评价她，
以优雅智慧的童话语言，在幻想境界
的无穷尽的变化中，凝聚起对于理想
生命状态与和谐精神世界的执着守望。

在讲座中，王一梅同孩子们分享了
自己温暖的童年记忆，并介绍写作的三
大法宝：观察、想象、情感。她说，作
品里的人物大多来自她和孩子们的故
事，雨街是江南多雨的街，蔷薇奶奶
就是她的外婆，正是这些生活的点点
滴滴让她编织成了一个又一个故事。王
一梅给孩子们讲“阿根”的故事，这是
一个苦命的孩子，父母去世，生活陷入
困境，只能住在一个土洞里，王一梅
用一个月时间观察他在土洞的生活。
写作给王一梅带来了快乐和满足，在
她眼中，写作就是在孤独中思绪飞
扬，在真诚中化解困顿，在梦想中萌
生希望，在陌生的故事里遇见熟悉的
自己。

亲切的话语和有趣的故事让孩子们
听得津津有味。“王老师的讲课非常精
彩，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告诉我们要
用心去观察生活，去表达思想，学会展
开想象去写作。”小小故事迷叶子昕非
常喜欢阅读，也看过王一梅很多童话作
品，这次讲座听得特别认真，拿到王一
梅签字的书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妈妈袁
杨雁告诉记者，家里人都喜欢阅读，囤
了很多书，不管是纸质书籍还是手机里
的电子书都看，看书已经成为全家人的
习惯。

☆全民阅读乐享美好生活
越来越多的人捧起了书本，安装了

阅读软件，图书馆的藏书量和借阅人数
稳步攀升，读书已经成为大家的一种生
活习惯、一座城市的流行风尚。

五年级的应柬之热爱阅读和写作，
在此次征文比赛中也获得了一等奖。他
从三年级就开始向刊物投稿，参加各类
写作相关的比赛，至今已在《语文报》
《小学生时代》《未来作家》等刊物上发
表 40 多篇文章。小小年纪已爱书成
痴，每年竟保持着四五百本的阅读量。
他说：“一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只要
手中有故事，时光便不再寂寞。”

在赠书摊位前，市民周真炀从成排
的图书中选了一本《回忆是场孤独的重
逢》。“我们家都喜欢看书，这本是给我
自己挑的。”刚从图书馆出来的她，手
臂挎着一只帆布包，包里是厚厚的10本
书，挑好书后她又领了两本地方刊物
《慈溪乡贤》和《宗汉文学》。

“慈溪市全民读书月”至今已举办
十九年，每年都会举办各种形式的读
书活动，倡导全民阅读，提升城市品
质，为书香慈溪的创建和文化强市的
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市新华书
店作为“全民读书月”的承办单位之
一，每年都会参与多项文化惠民活动，
营造全民阅读的良好氛围。每年“新华
周”的开展，也是新华书店服务社会、
服务读者的创新体现。据介绍，“第十
九届全民读书月·新华周”系列活动为
期一个月，包括“新华杯”儿童公益绘
画比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书
展，“为祖国妈妈庆生”主题手工活
动，新华绘本营活动，图书展示展销活
动，作家书城讲座，万人彩绘创意美术
比赛获奖作品展，“红领巾E站”展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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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惟时以坚，逐梦前行”，10月

27 日，新时代文明实践理论宣讲
“思享汇”暨稻读公社三周年年会庆
典举行，众多阅读爱好者集聚一堂共
襄盛事，共同回顾稻读三年来的成长
历程，展望未来的发展前景，开启新
一轮的逐梦之旅。

三年前，稻读公社起于毫末，短
短数月即风靡阅读圈，直至发展成现
在的浩然之势，卓然而立成为这座城
市的生活风尚和文化地标。但它绝不
止步于此，而是日琢月磨，愈行愈
远，将阅读与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倡
导阅读者以知识和思想来观照社会，
以赤诚之心改变世界。

打开一本书
让清泉滋润心田

“打开一本书，我静静地读，就
像清早打开窗户；打开一本书，我慢
慢地读，在这寂静深夜，与繁星月华
共度……”总有一些文字，不经意间
叩开心扉，仿佛一道清泉缓缓流入干
涸的思想荒田，让你瞬间充满希望和
力量。

“我原本有些胆怯，也不自信，
是稻读激发了我的潜能，让我变得越
来越自信、胆大。”

阅读给予人们的常常超乎想象。
稻读公社会员刘玲感受到了稻读的

“魔力”，变得开朗活泼，从来没有
碰过单反的她，还学会了摄影和视
频制作，她说是稻读让她变得更美
好。

改变，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热
爱阅读的叶央聪，是稻读绘本组的志
愿者，还是文学群、社科群的活跃分

子。“自己变得不一样了，这是稻读
带给我的惊喜。”叶央聪说，稻读公
社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让她的生活变
得充实而有意义。

6岁的岑梓菡和妈妈都是稻读公
社的会员。第一次跟着妈妈参加稻读
绘本组的活动时，她还不敢自己一个
人坐，不敢举手发言，更不敢上台
去，但她很喜欢听稻读的老师讲绘本
故事。稻读让岑梓菡的童年生活更
加有趣，也让她获得了勇气和自信。

“稻可果腹，读亦润身。”成立
于 2016年 10月的稻读公社，是市社
科联统一领导管理下的民间社会团
体，是市委宣传部重点打造的人文慈
溪建设品牌，它秉承“推广分享优质
阅读”的理念，倡导全民坚持“每天
阅读一小时”行动，让线上线下分享
拥有更多开放的平台，让更多的阅读
行为拥有正确的方式，让更多的市民
享受到阅读的乐趣。年会盛典上，

“稻读耕耘奖”“稻读新人奖”“稻读
稻苗奖”等名单纷纷出炉，诉说了稻
读人的心路历程和阅读收获。

建书香之城
矗立一座文化地标

三年来，稻读公社从无到有，从
少到多，在日琢月磨中不断提升，跃
然成为慈溪这座城市的文化地标。这
三年，稻读公社依托微信公众号以

“领读者”为主打引擎品牌，开设了
“二十四节气”“獬豸说法”“医生手
记”“同学之间”“稻读译介”等网络
栏目；根据不同的阅读爱好，组建不
同门类的读书群，形成了一支由作
家、书法家、史学家、方志专家等组
成的领读者队伍，同时汇聚各类阅读
志愿义工140余人，线下服务时间累

计达6000小时。
书海畅游，稻读领航。稻读发动广

大读者推荐好书、分享读书笔记，自成
立以来，稻读已发布原创读书笔记
1218篇 360余万字，联合推荐书目 588
册。各种创新的活动载体层出不穷，稻
读推出了“一句话”笔记，邀请知名作
家举办读书分享会，开展各种线下活
动，讲述阅读故事，共享优质文章，通
过设立微信读书群，定期组织俞白桦、
岑燮钧、施双玲、笛安等市内外作家开
设讲座，累计开展线下阅读分享活动
30余期，有效连接起“作家”与“读
者”间的良性互动。稻读亲子绘本阅读
志愿者团队通过不定时开展线上线下活
动 38期，让更多孩子爱上阅读，服务
线上线下活动参与群众达 2万多人次。
线上的公益讲座也搞得风生水起，“通
识共读”已开播94期讲座。

公共阅读空间也如雨后春笋遍地开
花，成为阅读者有温度的家园。依托文
化礼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企业等各
种场所，线下稻读基地实体“公社”增
至 85个，包括了慈溪图书馆、明州书
城、供电公司职工文化俱乐部、城展馆
城市书吧、影读基地等场所。

一千多个日子，稻读公社坚守初心
不改，与温暖阅读一路同行，它先后获
得了第六届“浙江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创新奖”、2017年度“浙江省十佳社科
普及项目”等荣誉。不但人民网、新华
网、央广网、《浙江日报》、《宁波日
报》等新闻媒体对“稻读公社”进行了
报道，还得到了省委、市委有关领导的
批示和肯定。

不只是阅读
而是改变世界

惟时以坚，逐梦前行。在物质丰裕

的基础上，既脚踏实地、奋斗不止，又
不忘仰望星空，对文化孜孜以求。这是
稻读人的一种情怀。

稻读公众号普法专栏“獬豸说法”
的作者张熠在年会上分享了自己与稻读
的点滴，她说，“獬豸说法”并不是想
要跟你一起来探讨深奥的法律问题，而
是想为大家普及一些基础而实用的法律
常识。在她看来，稻读不仅仅是阅读，
而是更加贴近生活，把生活中的收获感
悟分享出来，去影响一个群体，甚至是
一座城市。

稻读公社发起人之一、公众号主编
胡飞白对稻读也有自己的理解。他认
为，稻读公社的成长发展，不仅仅代表
社团组织自身演变和自我优化的需求，
更昭示着一种可能，那是对未来的一种
相信力，对即将发生改变的未来抱有执
念和确证，这来自于阅读本身或者说阅
读者天然的敏锐嗅觉。

“阅读不是在读书这件事本身，而
是提供更正确的阅读方式。”稻读公社
发起人之一陈迪让大家对稻读有了更加
深刻的认识。“打开一本书，是打开思
想的疆界，在阅读中启迪明智。趣味阅
读与严肃思考的结合，能够让你保持一
种仰望星空的求知韧性，对任何事物保
持着一颗好奇心。”他说，阅读一本
书，并不是远离世俗，而是观照社会，
用探索的目光在书本与外部世界之间来
回逡巡，用一种更加清醒的头脑与审慎
的目光去看待周遭世界。

“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
也。不日进者必日退，未有不进不退
者。”稻读也在日新中实现日进，在日
进中追逐梦想。以稻读公社为平台，
以线上线下活动为载体，集聚更多的
稻读人，开拓更多的资源平台，推动更
为广泛的阅读活动，让阅读成为改变世
界的坚定力量。

从生活风尚到思想风暴

稻读公社不只是阅读

■全媒体记者 陆燕青
通讯员 胡巢燕

■全媒体记者 陆燕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