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多年前，我读到一篇文章《从甲
骨文到口袋图书馆》。不论文题当否，
就其内容给我们传递了这样的信息
——盛行了近两千年的纸质媒介渐行
渐远，电子媒介奔涌来袭。当时，我只
视为梦，曾几何时，各种类型的缩微图
书迅速面世并普及，口袋里果能揣上

“图书馆”了，超帅，超神！
当下，我也成了“低头族”，或端坐

于笔记本电脑前，或信手掏出智能手
机，尽情享受数字技术的优越。像昔日
在图书馆、阅览室或睁大眼睛在排排书
架里翻检所需，或索性张开怀抱借它一
摞书的身影不见了。现在，只需打开网
络，正如阿 Q 所说的，“我要什么是什
么，我喜欢谁就是谁”，实在方便快捷，
好家伙，惬意极了！

然而，我仍得感谢蔡伦。我是读纸
书长大的，我从小爱看书，长大了又教
书，书伴我终身。因此，我对纸媒有着
特别的情愫，怀着深深的敬意。

父亲是我读书的启蒙人，他断文识
字，夏天纳凉，冬天烤火，常给我们讲一
些古人勤苦读书的故事，诸如苏秦引锥

刺股、匡衡凿壁偷光、孙敬系头悬梁、车
胤囊萤照读、孙康映雪识书，这在我幼
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书之火种。

正值我读书的黄金期，罕见的冰冻
出现了：“破四旧”铺天盖地；读书无用，
知识越多越反动；书刊横扫“封资修”，
举国背诵“老三篇”。“四书”“五经”之
属，绝对的旧书黑货，谁读打倒谁；不少
时文新卷也归咎于毒草：连《林海雪原》
也不能读，白茹倾心少剑波，那是诱惑；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亦要禁，保尔、冬
妮娅河边诉衷肠，那是私欲；《背影》有

“影”，瓜恋子是小资产阶级情调。
黄生有书可借，孔乙己有书可窃，

我读书啊，除了“日月水火山石田土”的
简易课本外，再只有“红宝书”了。

看了电影《红雨》，“一根银针治百
病……采药愿找万丈崖”，突发奇想，
买药书来读罢。没钱，花了一个夏天
的空余，拾桃核砸壳取仁去卖，凑足了
1.31 元，购回一本精装的《常用中草药
手册》。这本书，我活学活用，读了很久
很久。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只要有

欲望，不愁没办法，我暗中觅书偷着乐，
十里八村拜求一些懂书的老先生，喜有
收获：宣先生见我恳乞再三，从墙缝里
取出《楚辞》相送；东先生见我心真意
决，从箱子底翻出《史记选》借我。一
天，大雪纷飞，我弄到一套线装的《水浒
传》，限时三天奉还；天寒算啥，我双脚
踩在火钵上快速赏读；不知何时，左脚
上厚厚的棉鞋燃着了；幸好扑得快，没
伤着，只给鞋烧了个大窟窿；母亲知道
后，训了我一顿；骂归骂，读书是必需
的。

几年后，寒冰解冻了，迎来了读书
的春天，我的墨水也渐渐多了。我喜欢
读书，但我不博学，没有杜甫的破万
卷。从零星的杂书中，我知道了孔丘哀
麟、释迦拈花、庄周梦蝶，还知道了乾兑
离震巽坎艮坤。我喜欢买书，但不是藏
家，没有六一居士的一万卷。上街喜于
逛书店，散步乐于游书市，携儿戏欢喜
至书摊去捡漏。四库全书，四大名著，
辞海辞源之类，皆我所爱。书啊，你让
人其乐融融！

我仿佛成了历史老者。人难百年，

读书可长你千秋万岁。雪白的书页中，
我读到了三皇五帝、唐尧虞舜、秦皇汉
武、唐宗宋祖、洪武康熙、中山润之。思
接千载，历年人事，瞬间联成一线。

我仿佛变为世界巨人。读书可让
你视通万里，闭了眼随便一想，脑际便
浮现出无数画页，不同地域的、不同时
令的、不同年代的，林林总总，色彩纷
呈。像微风燕斜，草低牛羊；像小桥流
水，大漠孤烟；像池生春草，山舞银蛇；
像野渡舟横，水落石出。千千万万的叠
加，那又是何等的奇观？

关羽月下读春秋，此乃三国佳话，
众人皆知，何也？因为读书能使人豁
达、理智、超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
上下而求索”“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
年初照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
汗青”，读到这样的锦言妙语，谁的心湖
中不荡起层层涟漪？

大凡名人强人都酷爱读书。高尔
基读书“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鲁
迅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拿来读书”；
李嘉诚每晚觉前要不读书都不行——
是书让他创立了鸡蛋哲学：“从外打破
是食物，从内打破是生命。”

生命的辉煌在于读书，读了书的人
就是不一样。朋友，读书吧，书引领你
走出斗室，越过高山，奔向大海，扬帆远
航。大海无垠，洪波涌起，海鸥群飞，美
哉！壮哉！

翻弄雪白雪白的书页，纸香墨香馥
郁扑鼻；那是书海畅游，那是踏雪赏
梅。啊，奇妙的文字，你乃书之精魂！

弄 雪 闻 香
□津市三中 范鹏飞

药山论道道
创建学习型机关
争做学习型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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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禁种铲毒第一枪
■ 现场铲除罂粟1168株

本报讯（通讯员 刘定朋 喻靖淇 陈晖）3月26日，津
市市公安局禁毒大队、新洲派出所通过走访辖区摸排，及
时查处一起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案件，现场铲除罂粟
1168株，犯罪嫌疑人严某菊涉嫌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被
刑事拘留。

当日上午，新洲镇派出所民警在走访时得到线索：新
洲镇青山峪村有人疑似种植罂粟。禁毒大队、新洲镇派
出所民警得到线索后立即赶往现场进行调查，办案民警
在青山峪村严某菊家中后院围墙内发现大量毒品原植物
罂粟。经查，毒品原植物罂粟系村民严某菊（女，62岁）非
法种植，民警当即对种植的罂粟进行铲除。经清点共计
罂粟1168株，犯罪嫌疑人对非法种植罂粟的犯罪行为供
认不讳。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月26日，津市市国
土资源局总工程师朱文
君带领土地整理中心工
作人员前往新洲镇青山
峪村、毛里湖镇灯塔社
区对 2017 年度高标准农
田项目进行了细致的检
查指导。
本报通讯员 李俐娇

刘烜君 摄

时下，各种大大小小的网站、微信平台如雨后春笋般
地迅速崛起。为夺人眼球、提高收视、点击率，有些平台
前台的小编、后台的策划，个个几乎都铆足了劲，挖空心
思制造新闻，就连一篇普普通通的会议消息，总爱把标题
搞得很大、近乎耸人听闻。前些日子，某市有家官方微信
平台就经常编发过这类“东西”。例如，原本就一篇反映
某部门上级领导来调研的工作动态新闻，也叫这个平台
把标题硬是弄得神兮兮的：某市出大事了。结果让人大
跌眼镜，令人遗憾之余，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像这样

“哗众取宠”的标题新闻，标题大，内容平平，笔者着实阅
览了一些。

笔者以为，在这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有的信息平台
为了达到爆炸式的宣传或传播效果，玩点花样，搞点别出
心裁的“名堂”，只要不触碰法律底线，一般可以理解，但
像官方网站、微信这些平台，出现了这种低俗的“东西”，
这就显得不应该、不正常，这种哗众取宠的做法，不仅有
违党对新闻的要求，有悖新闻纪律，更有损这些官方平台
在老百姓、微友之中的可信性、权威性。到头来，微友只
会越来越少，原本戏弄他人之举，反而会戏弄了自己，从
而应验了这句“害人终害己”的警世箴言。

“哗众取宠”要不得
□周林军

本报讯（记者 单家庆 通讯员 朱
继跃 郑媛媛）3月18日上午，津市市互
联网产业园在市创新创业园举行了隆
重的开园仪式。津市市委副书记、市长
黄旭峰宣布津市市互联网产业园正式
开园，津市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伍子
科主持开园仪式。

市创新创业园位于高新区津市大道
南，由原鑫洲汽配公司厂房改建而成，作

为电子商务创新创业、快销品仓储配送和
高新区生活服务基地，建筑面积约7000
平方米，由津市嘉山实业有限公司投资
3000万元，2017年7月动工建设，12月竣
工。该园区由运营管理办公中心、商务洽
谈中心、电商品牌孵化中心、图文制作中
心、写字楼办公中心等区域组成。创新创
业园为入驻企业提供市场资讯、政策咨
询、海关业务等综合性服务；快销品仓储

配送基地拟建商品展示馆、物流配送中
心，为入驻企业拓展营销网络渠道；生活
服务基地为入驻企业提供完善的基础设
施，为员工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促进津
市市互联网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市互联网产业园由园区管理办公
中心、众创洽谈中心、电商品牌孵化中
心、津市特色产品展示中心、会议培训
中心等区域组成。目前，已入驻津市湘

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湖南省南北特食
品有限公司、津市金湘猪鬃实业有限公
司、中国邮政津市分公司等22家企业。
其中，津市本地工业企业8家，本地注册
电商企业 14 家，入驻人员约 80 人。园
区拥有南北特豆干、创奇鱼仔、新中意
糖果、津品澧物酱板鸭、鸿粉知己牛肉
米粉、苏公子酥糖、湘泰桃酥、张老头牛
肉干、木子腐乳、孟姜女姜糖、野生菌
油、华华糕点、毛里湖莲蓬、灵犀山茶油
等20多种津市特色产品。

津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景
峰，副市长杜强、高见参与开园仪式。

津市市互联网产业园正式开园

本报讯（通讯员 朱曦琴）3月28日
上午，津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景
峰就津市家事审判调解工作开展专题
调研。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家稳天下
固。”在价值多元、利益格局多变、私权意
识增强的当今社会，家事纠纷逐年增多，
新型案件层出不穷，矛盾日趋复杂，化解

难度不断加大，传统的民事审判模式已
不能完全适应妥善解决家事纠纷的现实
需要和形势要求。2017年津市市率先整
合融合法院家事审判、民政婚姻调解、妇
联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司法局矛盾调解
资源等成立津市“和家事工作室”。

津市“和家事工作室”负责人夏秀
英、陈卫国分别对近期工作情况、今年

工作重点和存在的问题困难等作了汇
报；津市市司法局局长聂平凡报告了调
解业务指导工作情况；津市市人民法院
院长覃业辉对工作室参与家事审判改
革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

调研时，李景峰对家事审判改革工
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高度重视、发
挥作用。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没有稳定

的家庭关系，就不可能有和谐的社会关
系。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作用，修复家
庭关系，弥合情感裂痕，确实保障未成
年人、妇女和老年人合法权益。二是要
规范台账、查摆问题。台账设立要完善
详细，数据录入要准确，一案一档，分析
我市婚姻不稳定的因素与根源。三是
要协同推进、塑造品牌。各职能部门联
动、社会力量参与的综合解决机制，实
现了对家事案件的综合治理，有效创新
家事纠纷的解决模式，让人民群众受
益，树立家事审判调解工作津市品牌。

“和家事工作室”稳定发挥调解作用

“家+站”
为留守儿童提供“一个家”

本报讯（通讯员 张明焕 雷明洋 石振波 田正杰）
3 月24日，以“家+站”模式诞生的壹乐园社区留守儿童服
务站在津市市毛里湖镇荣台社区正式开站，共接纳36名
留守儿童入站托管服务。

壹乐园社区留守儿童服务站是津市按照“家+站”模
式，引进壹基金·壹乐园项目资助，通过社会组织孵化基
地孵化，借助爱心志愿者协会支持而建立的农村留守儿
童托管服务新形式。

在开站仪式上，爱心志愿者与入站孩子们一起开展
了“问题抢答”“搭火车”“找队友”等丰富多彩的互动游
戏，为孩子们带来了欢声笑语。开站首课，还为孩子们上
了一堂“知安全风险，会安全出行”安全教育课，课堂生动
活泼、形式多样，孩子们认真聆听、积极参与。通过安全
教育课程，使孩子们掌握了基本的交通出行规则与安全
注意事项，为孩子们穿上了“护身符”。

津市市民政局将继续通过社会组织孵化基地，
进 一 步 借 助“ 壹 基 金·壹 乐 园 项 目 ”等 社 会 组 织 的
力 量 ，积 极 探 索 服 务“ 家 + 站 ”等 服 务 留 守 儿 童 多
元 模 式 ，为 农 村 留 守 儿 童 提 供 更 多 健 康快乐成长
的空间。

本报讯（通讯员 高如欣）3 月 15
日，津市市委书记傅勇，津市市委副书
记、市长黄旭峰，津市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王育平，津市市政协主席姜正才等津
市市“四大家”领导调研港口规划及津
港大道建设。

傅勇一行先后前往津市澧水南大
堤、胡年红码头、襄窑路窑坡电排、千
吨级码头等处进行现场踏勘。据悉，
津市港的发展目标是建设成为澧水流
域重要的现代化港口，成为津市乃至
湘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

为水陆联运的重要节点，津市港将在澧
水流域立体交通网络中发挥举足轻重
的作用。随着港口基础设施的完善，将
极大地吸引外资，促进临港经济的形成
和发展。

黄旭 峰 要 求 ，各 相 关 部 门 单 位
要认真研究，精心谋划，加快速度，
强力推进工作。要明确业主单位，
便于资金统筹；规划及设计部门要
深入了解我市实际情况，港口规划、
津港大道建设的规划、设计理念和
标准要接地气，符合我市自身发展

情况。
傅勇强调，港口是我市重要发展资

源，港口经济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津市市拥有丰富的水上资
源，港区自然条件优越，有关部门要按
照此次会议意见，优化港口规划设计，
进一步加以修改完善；同时加快推进项
目前期工作，做大做强津市港，促进我
市临港经济发展。

津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熊斌，
津市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杰，津市
市政府副市长徐兴勇参与调研。

优化港口规划设计 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

津市港将建成澧水流域现代化港口

扫黑除恶在“六个方面”发力
本报讯（通讯员 覃正文 向阳）3月28日，津市市召开

扫黑除恶办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和
省、市领导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有关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决策部署，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津市市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工作。津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景峰，津市市人
民法院院长覃业辉，津市市检察院检察长王朝阳出席会
议，津市市扫黑除恶办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
由津市市政府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戴志刚主持。

会上，津市市扫黑除恶办相关负责人通报了前期
扫黑除恶工作情况，传达了上级近期工作安排，并就
相关工作制度征求了意见；四个工作组组长分别作了
表态发言。

李景峰充分肯定了前段工作成效，同时指出工
作中存在的不足，对下一阶段的工作开展他强调：
一是工作运行要日趋规范；二是线索摸排要全面发
力；三是宣传氛围要持续升温；四是案件侦办要重
点突破；五是执法执纪要严格规范；六是案件质量
要从严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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