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不仅是个人的事，也是全
社会的事。如果说，全民阅读“七
入”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促进全民
阅读工作的意见》印发……除了政
府顶层设计进一步加强，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今年的全民阅读也呈
现新特点，如公益阅读、云阅读进一
步凸显力量和优势，这些都会为文
化强国建设贡献书香力量。

顶层设计再加强力量

2020年全民阅读第七次被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强调，倡导全
民健身和全民阅读，使全社会充满
活力、向上向善。

2020 年 10 月，中宣部印发《关
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意
见》明确，到 2025年，通过大力推动
全民阅读工作，基本形成覆盖城乡
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全民阅
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活动更加丰
富多样，氛围更加浓厚，成效更加凸
显，优质阅读内容供给能力显著增
强，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完善，工作体
制机制更加健全，法治化建设取得
重要进展，国民综合阅读率显著提
升。《意见》提出了全民阅读工作的
重点任务，包括加大阅读内容引领、
组织开展重点阅读活动、加强优质
阅读内容供给等。此外，《意见》还

从加强组织领导、服务保障、评估督
导等明确了全民阅读工作的部署和
要求。

民法典深入社会生活

2020年 5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它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
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
设的重大成果。故从它诞生之日
起，各地就掀起了全民学习热潮，其
中关于民法典单行本、新旧对照、释
义解读方面的图书就成为读者今年
关注的焦点。

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单行本、大字版等图书原文呈现了
民法典内容，《民法典条文对照与重
点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
义》等书，都将重点放在法条释义方
面，它们通过具体解读配以案例，让
读者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法可
依，同时它们也成为私权保障和社
会责任实现的重要参考。

解读形式多样也成为今年民法
典图书的重要特点。如《生活中的
民法典：看图说法》《身边的民法典》

《民法典与日常生活》等，以漫画、案
例解读、热点解答等形式让读者理
解民法典中的难点和创新点。

云上阅读助力抗疫

阅 读 能 为 人 带 来 慰 藉 和 希
望。疫情之下，捧书而读的“读书
哥”，便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
以读攻毒，以益抗疫，进一步凸显
了公益阅读的力量，更彰显了相关
单位的社会责任和担当。无论是
各家出版单位，还是图书馆等，均
依据各自资源优势，或免费向公众
开放数字阅读资源，或搭建沟通平
台，助力知识战疫，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总结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的公益阅读推广中的有效经验，可
以为建立公益阅读推广长效机制
提供科学决策和参考。

2020 年 4 月 23 日，我们迎来
第 25 个世界读书日。疫情影响的
特殊时期，阅读并未缺席。为弥
补线下文化活动和服务不足，本
刊《读书》充分利用江西日报微信
平台、江西新闻客户端等融媒体，
特邀全国知名文化大咖“云上品
书香”，通过阅读释放更多正能
量，让人们从容应对疫情。期间，

《读书》版还成功举办了第七届
“十大赣版好书”评选活动，该活
动丰富了疫情期间公众的阅读需
求，为推动全民阅读深入开展贡
献了一份力量。

抗疫、脱贫攻坚，是 2020年主题出
版非常重要的两个关键词。围绕着这
两个主题的图书，全方位地阐述了中国
在这两场最重要的大考面前所取得的
成绩和经验。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谱写抗疫恢宏篇章

2020年冬春之交，突如其来的一场
疫情，让九省通衢的湖北、武汉一度按
下了“暂停键”。在那场惊心动魄的斗
争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中国人
民，筑起了抗疫防疫的钢铁“长城”，最
终夺取了疫情防控总体战、阻击战的重
大战略成果。

《中国战“疫”！》（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6 月版）从治理观念、经济政策
应对、科技力量应用、区域政治共同体、
文明观念比较等角度，结合历史和现实
经验，解读中国在抗疫中的经验和成功
之处。

抗疫期间，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共
渡难关。为了坚定信心，鼓舞斗志，《中
国疫苗百年纪实》（人民出版社 2020年
2月版）适时出版。全书以写实的手法，
真情讲述了一代代中国医者，在大疫面前
英勇显大爱的动人故事，于荡气回肠中，生
动展现出中国百年抗疫的奋斗历程。

事实证明，新型冠病毒是可防可控
的。为了增强人们对新冠病毒本身的
认识，回应大众对疫情的关切，由广东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编写的《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防护》（广东科技出版社
2020年 1月版），以一问一答的方式，对
大众普遍关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与
防护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奋力夺取脱贫攻坚
伟大成就

减少贫困是世界性难题，为了更好
地向世界各国人民介绍中国减贫经验，

《中国共产党领导脱贫攻坚的经验与启
示》（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3月版）一
书，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
国人民摆脱贫困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
和经验启示，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全面展现脱贫成就的《决胜 2020:
打赢脱贫攻坚战跟踪评估研究》（格致
出版社 2020 年 12 月版），聚焦贵州、广
西、安徽等地20多个贫困县的百余个贫

困村，作者在与一线扶贫干部、村“两
委”、贫困户深度访谈的基础上，遂以调
研报告的方式，形成了这本厚重的历史
文献。

2020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以国画加
日记的形式，生动反映驻村干部扎根乡
村，帮助贫困地区实现精准脱贫的非虚
构作品《驻村画记》（广西人民出版社
2020年 10月版），颇为引人瞩目。该书
以文化产业扶贫为线索，热忱讲述了以
尚新周为代表的广大一线扶贫干部，如
何舍小家顾大家，克服艰难险阻，团结
带领贫困山区的百姓们，充分落实国家
相关扶贫政策，在既扶贫又扶智的前提
下，因地制宜，苦干加巧干，终于走出了
一条全民奔小康的致富新路。

文化创新硕果累累

2020年，除了“全民抗疫”和脱贫攻
坚最为吸睛之外，中国的文化事业同样
可圈可点。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一
大批名家和学者重焕艺术新春，他们不
负厚望，精品迭出，于守正创新中，为弘扬
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贾平凹的第二部城市题材小说《暂
坐》（作家出版社 2020年 9月版），以独
特的散文化笔法，将西安城的市井琐事
娓娓道来。书中对茶艺、书画、古玩之
美的细细摹写，处处彰显出作家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独到理解。从艺术表现上
来看，意蓄丰厚的《暂坐》又像是一座大
观园，写尽了人世间的聚散离合。

与贾平凹同时发力的还有莫言。
《晚熟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 8
月版），是其获得诺奖之后的首部力
作。全书用十二个故事讲述获诺奖后
的里里外外，莫言作为一个写作者同时
作为作品里的一个人物，深度介入到这
本书里。全书以魔幻与现实交融的艺
术手法，描摹了一幅斑斓多姿的凡尘世
相图。

在中华文明史上，黄河享有着崇高
的地位。它有着怎样的历史沿革和地
容地貌？沧海桑田中，黄河又是如何孕
育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面对这
条蜿蜒奔腾的大河，我们又该如何治理
好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著名学者葛剑雄教授的《黄河与中华文
明》（中华书局2020年10月版），为我们
一一揭晓了答案。

20202020，，我们经历了伤痛我们经历了伤痛，，也感受了凝聚也感受了凝聚；；在疫情前被迫在疫情前被迫““暂停暂停”，”，又在奋斗中飞速又在奋斗中飞速““重启重启”。”。在这不一在这不一
般的般的20202020年里年里，，一定有很多让你难忘的事情一定有很多让你难忘的事情，，而那些在过去一年中读过一遍又一遍的书而那些在过去一年中读过一遍又一遍的书，，也悄然汇聚也悄然汇聚
成精神世界里的一束光成精神世界里的一束光，，照亮了我们人生中的无数个日夜照亮了我们人生中的无数个日夜。。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感知文化力量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感知文化力量，，在阅在阅
读中推动文化发展读中推动文化发展，，在阅读中弘扬主流文化价值……在阅读中发现更美好在阅读中弘扬主流文化价值……在阅读中发现更美好、、更广阔的精神世更广阔的精神世界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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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部分经典赣版图书

脱贫攻坚主题：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贫困问题》
《琵琶围》

■江西教育出版社
《“新乡土中国振兴之路”研究丛书》
《博弈——乡村治理现代化诸问题》
《小康新时代读本》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脱贫攻坚·中国故事（江西卷）》
《新三农乡村振兴丛书》（5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独龙江上的小学》《天使的眼睛》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红脉：134位开国将军的故里扶贫70载》
《从长征源出发》《风吹蒿来——驻村笔记》

■红星电子音像出版社
《红星农家乐音像宝库》

■江西高校出版社
《脐橙熟了》《井冈神山》《映山红，又映山红》

抗疫主题：

■江西人民出版社
《戴上口罩就出发》
《筑成“心”长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心理自助与疏
导手册》

■江西教育出版社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手册》
《抗疫心声》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手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大爱无疆》《白衣超人》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行纪中国：我们在一起》

■江西美术出版社
《向光而行——战“疫”的色彩》

那些氤氲书香的温暖那些氤氲书香的温暖那些氤氲书香的温暖
这些书这些书卷照亮人生卷照亮人生

□ 于 山

时间的步履如此匆匆，还来不及细细品味，
2020年就在你我的指间悄然而逝。过去的一年，改
变了很多人的生活航向，影响了很多人的人生抉
择，也涌现了许多不负时代、不负使命的英雄人
物。如果可以将时间的痕迹打包整理，封存在一本
本厚实的档案里，当年华渐远、岁月老去，当事过境
迁、沧海桑田，我们便可以在阅读里与过去重逢，与
现实言和，与未来相拥。

《抗疫家书》就是这样一本记录时间的书，更是
一本值得珍藏的援鄂记录档案。2020年 2月 4日，
江西省第二批援助武汉医疗护理队的 101位白衣
天使，告别亲人，走上战场，面对未知的病毒，她们
毫不畏惧，英勇奋战，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江西护理
队的飒爽英姿和动人风采。在疫情焦灼和纷繁复
杂的境况下，正是这一封封质朴的家书，震动着我
们的心弦，激励着我和我的很多医护同事们，让我
们在阅读中获取了前进的力量。

谁人没有忧心事，谁人不曾牵挂人？面对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医院在院本部、援助湖
北前线、湖北麻城分院、联防联控点“四大战场”同
时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许多同事都在第一时间
纷纷奔赴一线，医院也在后方招募志愿者支援，那
时我也曾有过犹豫和迟疑。当我翻开一页页家书，
映入眼帘的是一句句朴实无华的文字，浮现脑海的
是一张张自信坚毅的面孔，涌动心头的是一份份感
人肺腑的真情。字里行间，我看到她们义无反顾的
身影，听到了她们无怨无悔的心声，读懂了她们舍
我其谁的担当。这一刻，我不再犹疑，毅然加入了
志愿者队伍。

聚沙可成塔，积水可成渊。也许我们每个人只
是一粒沙子、一滴水，力量微弱有限，但无数的人团
结在一起，就可以汇聚成磅礴的力量。在抗疫一
线，有我朝夕相处的同事；在后方，有我和众多的志
愿者们。当国家、当人民需要我们站出来的时候，
我们愿意并敢于挺身而出，做那一粒坚硬的沙子，
做那一滴顽强的水。

想起那天送同事们出征武汉，遍寻不见领队唐
院长的身影，后来才知道她怕看到同事们落泪，情
难自禁，早早就“躲”进了车子里，“闭门”不见。我
在她的抗疫家书里，读到她怕父母亲担忧出征前过
家门而不入的情节，原来所有的坚强背后都有款款
的深情，原来所有的坚硬之下都潜藏着柔软。

在抗击疫情的日子里，尚有阅读不可辜负。我
不仅是这段历程的阅读者，也是亲历者、见证者，还
将是这段历史的档案整理者。无论时间翻越了多
少山水，当我们回望，一定能从这些珍贵的档案中
感受到生动、细微、勇敢的生命书写。2021年，愿你
我可以读更多更好的书，愿与君“把酒祝东风，且共
从容”。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那些读
过的书，像是日子的书签，轻轻一拨
便荡开一圈圈记忆的涟漪，勾起无限
温暖。

去年，受疫情影响，我们单位只上
了四个月的班。长长的假期，滋长了人
们心底的焦虑和浮躁，于是有些人沉溺
网络，以此消磨时光。

有一段时间，我也曾陷于网络的纷
繁热闹中。然而，对于我们这代读纸质
书长大的人来说，习惯了台灯下持卷而
眠，当对网络的新鲜劲过去后，几日没
有读书，便觉着心里空了，人也蔫了。

索性丢开手机，重拾书卷，决心找
回以前那个爱读书的自己。于是，立即
开启自己的读书计划，并买回厚厚的

《纳兰词》《罗斯福传》等心仪已久的书
籍。为预防长假里自己犯懒病，还强迫
自己买下一系列如《历史的轨迹》《伟大
的梦想》等猛一看去感觉很严肃又难懂
的“红书”。读一些严肃又难懂的书，是
我从中学养成的习惯，因为每次读完

“难懂”的书，总会觉得自己的眼界又提
高了一个层次。

怕完不成计划，假期回老家看望父
母时，我便将这些书带着。一边和父母

聊天，一边将书放在膝盖上翻阅。后
来，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城市各行各业
开始复工复产，省城最大的图书城也重
新开业。逛街时，我见里面摆出最新的

《小说月报》《人民文学》等杂志月刊，不
由自主地立即将其收入囊中。回家读
完后，一些深深浅浅的文字清晰地印在
心里。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让我从
更多角度认识了她；十几本系列《几米
漫画》，以悦目童真的方式解读了成人
的沉重；细读《三国演义》，愈加品出历
史大幕下跌宕不凡的江山传奇；现代作
家白落梅著的《在最深的红尘里重逢》，
以诗一样的语言拨动读者紧绷的心弦，
与仓央嘉措同乐同悲；而重读《诗经》及

《唐诗三百首》，古人那简约又深湛的语
言像新雨初雪般涤荡我的内心……

古人有云：书香多情似故人。一个
有情有义的人，如何丢得下他的故友
呢？一路读来，我便与所谓网瘾、手机
瘾离得远远的了。

读书与不读书有区别吗？个中妙
处，书对于精神那种润物无声的滋养，
我想，只有读过的人才能领会。

书香留痕又一年，我在书香中作别
2020；2021，也从书香中缓缓开始。

书海又一年
□ 张 叶

尚有阅读不可辜负
□ 李香麟

□ 闻赣言

印迹

这些力量催人奋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