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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书香邢台” 让这座城因书香而内秀
搭建全民阅读平台引发读书热情
最是书香
能致远。一座
城市有水则灵
动，一座城市因
书香而内秀。
这两点，在牛城
这座城市得到
了完美地结合。
今年以来，
我市运用优秀
传统文化资源，
大力加强全民
思想道德教育，
把倡导“全民阅
读 书香邢台”
作为文化强市
战略的有力抓
手，提升市民素
质、城市文明程
度的有效载体，
并采取多种措
施，致力营造全
民爱读书、善读
书 、读 好 书 的
“书香”氛围，提
升邢台文化软
实力，助力开创
新时代建设经
济强市、美丽邢
台新局面。
本报记者 靳普
通讯员 陈勇曦

人人参与 人人共享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创城背后的故事

提及全民阅读热潮，不得不提到“全民阅读
书香邢台”
活动。
2018 年初，邢台市委、市政府将“全民阅读
书香邢台”活动确定为全市重点工作，纳入年内重
点实施 20 件民生实事之一。发起的“书香邢台”
吉祥物和 LOGO 征集活动，得到全国文创行业的
积极回应，陆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创意案 500
余个。经过反复甄选，通过制作系列文创产品的
形式在全市推广，
加深了建设书香邢台的印记。
与 此 同 时 ，全 市 18 个 点 位 启 动“ 全 民 阅 读
书香邢台”活动，自此“书香邢台”之火便散作满天
星辰，
绽放于无数家庭。
另外，一张覆盖市县乡的读书网开始慢慢形
成。
市委宣传部牵头成立了“邢台读书会”，吸纳
社会各界爱读书、爱写作、有见解、有创意、有建树
的高层次读书爱好者入会，定期组织读书交流、研
讨等活动。各县市区、市直各单位成立读书会组
织 400 余个，搭建起一个市县乡三级联动的网格
化读书管理读书组织。以“邢台读书会”为桥梁和
纽带，沟通连接各县市区、市直各单位热爱阅读的
读书团体，汇聚全市在阅读方面的优秀人才和读
书资源，引领带动“全民阅读 书香邢台”活动有
效互动、全面开花。

（马健

为激励大家阅读，全市还开展“书香家庭”、
“阅读达人”等评选活动，一大批优秀的书香家
庭和阅读达人受到人们关注，向周围传递精神
芬芳。
走入热力公司职工秦红梅家中，各种各样书
籍举目可见。并不宽敞的单元房里最醒目的要数
书房，书柜、电脑、打印机、写字台等设施一应俱
全。
“ 基本上每半年就会购买一批新书来丰富书
柜，也保证让家人在书柜里能找到自已喜爱的书
籍。
”
秦红梅说，
有人把时尚定位于自在逛街、轻松
购物、闲适地喝咖啡时，
她们家则把阅读看成一种
全新的追求。
秦红梅的婆婆六十多岁，退休后她依然保持
着阅读的习惯，并坚持写书出版。良好的阅读氛
围让孩子也爱上读书，儿子韩浩森每周会抽一个
晚上去 24 小时图书馆进行阅读。秦红梅认为，读
书使家庭成员丰富了学识、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
闻、陶冶了情操，
家庭成员无论是在工作中还生活
中，
都感受到了学习带来的魅力。
桥东区任住村的村民沈德顺，虽然大部分时
间务农，
但他深知阅读的重要性，
在督促子女不断
学习之余，他也认真学习做好孩子们的榜样。日
复一日，孩子也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得益于
早读书、读书多，三个孩子也不负众望考入大学，
其中女儿研究生毕业于浙江大学医学系，一家成
为村里人学习的榜样。
爱书人的幸福大多相似。作为书香家庭代
表，
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李虹说，
读书不但使人
“胸藏文墨怀若谷，
腹有诗书气自华”，
还能解决人
生中的挣扎和困惑。日久天长，书籍融化于内心
形成的精神支柱不可估量。她认为，对于读书不
可急躁，
一定要“风物长宜放眼量”。

摄）

“读书明星”
引领文化时尚

“书香家庭”
浸润好家风

郭守敬小学组织校园读书活动。
（陈振蕊 摄）

尹雨晴是邢台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教《中国文
学史》
《中国文学》等课程。当尹雨晴从大学讲台站到
“网络讲台”，讲《诗经》、说《左传》，转身就成为“网红”，
还有网友称她为“邢台的于丹”。在上一届“我是讲书
人”
国际讲书大赛时，
尹雨晴获得较好成绩。
2018“ 我是讲书人”国际讲书大赛（第二季）中，邢
台美女褚美影又晋级全国 50 强，为书香邢台增添一抹
亮色。
“ 我喜欢‘读’书和‘听’书，感觉文字变成流动的
语言更有魅力。
”
褚美影说。
包括“我是讲书人大赛”在内，今年以来，千人诵
读、家庭亲子朗读比赛、惠民书市展销等活动争相涌
现，全市的主题读书活动此起彼伏，形成一股城市文明
之风。
举办读书主题活动达 900 余场，直接参与活动的受
众达 30 万人，参评书香家庭、阅读达人等各类读书评选
活动的先进典型近 300 人……一串串数字显示出市民
读书热情的高涨。

加强阅读推广 提升文化建设

（马健

摄）

不管城区或是农村，学校、社区或是机关企（事）业
单位，对广大市民和普通群众来说，
“ 书香家庭”和“读
书明星”评选活动使更多的家长捧起了书。许多家庭
和个人独特的读书经历，通过媒体报道，成为大家争相
学习的榜样。
大量读书活动的开展，让人们在活动中体验着阅
读乐趣、品味着浓郁书香，阅读正逐步融入广大群众的
日常生活中。每逢周末，走进市区大大小小的书店，都
会看到正在阅读的人们。在银行、咖啡店等公共场所，
随处可见读书成为街头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书香惠人，致远万里。全民阅读活动不是一朝一
夕的工程，而是一项持续性、长期性工程。市委宣传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依托各类载体，继续扎实推进全民
阅读活动，充分发挥文化作为发展的内生动力和竞争
软实力的作用，建设有活力、有品质的学习型城市，为
邢台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环卫工捡钱包千方百计归还
本报讯 “环卫工人捡到钱
包后，千方百计寻找失主，她们的
行为让人感动。”10 月 11 日，市民
宋存英致电牛城晚热线，表扬了
达活泉公园的环卫工人赵桂平和
宋坤华。他说，环卫工人做的虽
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却让
他看到了社会的正能量。
10 月 9 日上午，宋存英与老
伴一同在公园健身器材处锻炼身
体，不慎将钱包丢失，里面除了一
千多元现金外，还有社保卡、手

机、车钥匙等物品。当日，宋存英
回到家中才发现随身携带的钱包
不见了，正在着急寻找时，家人打
来电话称，钱包被公园的环卫工
赵桂平捡到，
让他赶紧去领取。
原来，当日上午，赵桂平在园
内健身器材区附近打扫卫生时，
捡到了这个钱包。赵桂平一边打
扫卫生，一边守在附近，等待寻找
钱包的失主，但始终没见有人来
寻找。随后，她将钱包交给了达
活泉公园管理处的同事宋坤华，

由她代为寻找失主。
“我都不记得自己钱包什么
时候丢的，掉在哪里了，没想到环
卫工人费这么大劲儿找到我，真
是太感谢她们了。”拿回钱包的宋
存英想购买礼品以表谢意，但被
赵桂平和宋坤华婉拒。
“我们常年在一线打扫，这种
情况经常遇到，无论谁捡到都会
积极寻找并归还失主。”面对宋存
英的感谢，
赵桂平如是说。
（本报记者 孙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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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气 渐 冷 ，志 愿
者坚持为创文明城市
志 愿 服 务 。 10 月 11
日，迎着清晨的阳光，
市公益服务协会的志
愿者准时来到顺德路
与中兴大街交叉口，
坚持文明交通志愿服
务。
（本报记者
郭红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