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访人：皮应明
身份：自由职业

在书店二楼的《人文社科》类图书
角，年近五旬的皮应明捧着一本《中国秘
密战——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读得
如痴如醉。

他说虽然工作常常忙碌有加，但是
只要有一点空闲时间，他就会选择读一
些书，特别喜欢看历史类书籍。

他不明白20岁的儿子为何迷恋网络
那种虚拟的东西，“陷在里面，拔都拔不
出来，还损害身心健康，成绩不咋地，眼
镜近视度倒是不低。”

环顾书店舒适温馨的环境，他说这
儿多好啊，等下要用手机拍些图片，回去
给儿子看看，希望儿子能够来书店，体验
纸质图书的魅力。

受访人：裴丽珊、李丽敏姐妹
身份：一个是即将上岗的年轻妈妈，一个
是大三在读学生

裴丽珊、李丽敏是一对亲姐妹，她
们分别跟爸妈姓，长得也不是很相像，
但是两人各捧一本书，依偎着坐在书店
洁净的地板上，依旧散发着浓浓的姐妹
情谊。

姐姐裴丽珊是一个两岁宝宝的妈
妈，正在看《汉武王朝》，她坦言自己虽然
对历史类书籍充满兴趣，但是近两年忙
于家务，看书很少，“今天是跟妹妹来开
眼界的。没想到咱们咸宁还有环境这么
好的书店！不用说，以后只要有空，我会
常常来。”

活泼爱笑的妹妹李丽敏下半年将读
大学三年级，喜欢读小说，尤其喜爱外国
文学。暑假回家发现书店这个“好场所”
之后，一个星期会来四五次。她认为如
今的书店，是家乡人民讲究品质生活的
一种表现，“这儿很安静，每天有很多人
来读书，特别有氛围。”

画外音：采访发现，与皮应明一样，
希望能以身作则带动孩子来书店阅读纸
质图书的家长有很多，像裴丽珊、李丽敏
这样，姐妹相约书店，领略阅读快乐的同
时享受亲情的例子也很多，由此可见，书
店作为“文化生态圈”中的重要一环，开
始真正成为老百姓享受文化获得感和幸
福感的公共文化场所。

受访人：欧阳丽红
职业：妇产科医生

“两只小蚂蚁最后都明白，一片树
叶子，要大家分享才会更有趣，于是，他
们又成为好朋友，对不对？”

见到欧阳丽红时，她正半拥着儿子
石哲瀚坐在书店的实木地板上，轻声讲
述着亲子绘本故事《一片树叶两只蚂
蚁》。四岁半的石哲瀚微微偏着头，凝
神倾听着，似乎不舍得漏掉一个情节。

欧阳丽红说，医务工作很忙很辛
苦，趁着休息带孩子来书店，一则可以
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再则也可以尽量
弥补平时忽略孩子的歉疚之情，“孩子
爸爸也有空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都会
来书店，因为我们都喜欢这里的读书氛
围。”

受访人：李维
职业：桂花镇政府工作人员

这天，李维与妻子、女儿一家三口
牵手来到书店，各自阅读，度过整个上
午。上午11点半，女儿李金璇因为爸
妈买下了她为自己选择的一本《125游
戏——提升孩子专注力》，因而一蹦一
跳，哼着小曲满意离开。

平素就喜爱阅读的李维说，历史、
文学类书籍是他的最爱。“我相信阅读
能带给人以力量。这种力量不会显而
易见，但会在潜移默化之间让人变得充
实、强大。”他希望女儿通过阅读，拥有
走向强大的“通行证”。

同时他也相信，孩子健康、快乐成
长，需要父母真切的陪伴，“比如读
书，不是你把孩子送到书店就行，而
要陪着她一起享受阅读，这才是孩子
需要的陪伴。”他认为，一些好的习
惯，孩子刚开始也许会拒绝，但随着
她成长，悟性增长，就一定会明白父
母的良苦用心。

画外音：在新华书店，像欧阳和李
维这样领着孩子共同阅读的画面很多，
那种温馨而美好的情景，于不经意间深
深打动人心。来到这里，既能弥补因工
作繁忙让孩子缺少父母陪伴的缺憾，又
能为孩子树立一个读书的榜样，书店作
为重要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功不可
没。

受访人：陈嘉逸
身份：小升初学生

暑假期间，13岁的陈嘉逸是书店常客，有时他也
会带着5岁的弟弟一起来。

陈嘉逸说，他最喜欢看图文并茂的绘本，“因为好
看啊！”其时，他手里捧着的是馆野鸿的动植物系列《虎
凤蝶》，书中图片精美，行文简洁有趣。

“书店这么多书，好多都是我喜欢看的！我爸妈都
说上中学后学习会很紧张，所以我现在差不多每天都
来书店看书。”过完这个暑假，陈嘉逸就要去读初中了，
他想趁着这个唯一没有暑假作业的夏天，多看一些趣
味盎然的图书。

有些羞涩的陈嘉逸，还像个小大人一样表扬了在
一旁翻看绘本的弟弟：你看我弟弟，来了几次书店之
后，都没有刚开始那么调皮捣蛋了。

受访人：鲍欣然
身份：即将成为六年级学生

暑假悠长，家住大楚城的秀气小女生鲍欣然，常常是
跟家人打好招呼，就带着一瓶水，独自来到书店，一呆就
是大半天。她最近正在阅读的小说是《阳光姐姐系列》。

“读书可以掌握很多词汇量，写作文的时候就比较
轻松。我作文每次都只扣0.5到1分！”鲍欣然说话轻
悄悄的，说起阅读带给自己的好处，笑容里有着掩饰不
住的小自豪。

受妈妈影响，鲍欣然从上幼儿园开始就喜欢看书，
尤其爱看侦探类小说，她经常把自己看过的精彩情节
讲给小伙伴们听，也因此赢得更多的好朋友。

受访人：霍俊
身份：下半年即将高二的学生

趁着难得的假期，一直处于紧张学习状态的高中
生霍俊，开始阅读《鬼吹灯》系列小说，他说这类小说特
别能减压。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霍俊就喜欢读文学类书籍。
自认通过阅读不仅学到很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还开
阔了思维，让自己变得更加豁达。但遗憾的是，上高中
之后，课余时间愈发的少，没办法，只能读篇幅短小的
励志类书籍与杂志。

“下半年读高二，学习会更紧张，我要趁着这难得的
假期，读读我喜欢的文学类图书，也算是轻松休闲，提前
充电吧。”

画外音：地处繁华街区，装饰简约、时尚，拥有文
学、社科、生活、少儿、教辅等诸多类别在内的约3万多
种可供挑选的10万册图书——这一切，让那些期待不
断充实自我、积淀知识的市民趋之如骛。作为我市最
大的阅读场所，新华书店提供种种新概念服务方式，成
功引起诸多市民关注。

陪着我
慢慢长大

陪着他
慢慢前行

陪着你
慢慢阅读

近来，读了杨绛先生的著作
《洗澡》。所谓的洗澡，并非在澡
堂子里洗澡，而是指思想上的一
种清洗。

杨绛先生笔下的一群知识
分子，在文学研究社这个小舞台
上，合唱了一出颇为热闹的戏。
小说里错综复杂的人物情节描
写之间穿插了两条线，一条线是
事业线，充满了知识分子阶层特
有的尔虞我诈，但是给人的感觉
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高潮，仅有
的一场盗稿事件也没引起多大
的波澜便被轻轻地解消了。

另一条线则是情感线，大体
上以许彦成、姚宓和杜丽琳之间
似有还无的三角恋为主，掺杂着
罗厚、姜敏、余照等其他人做为
陪衬，同事业线一样，情感线上
也安排了一场高潮戏，也就是香
山游事件，可也没发展到激烈冲
突的地步便结束了。

这两件无疾而终的事，我
想，是杨先生刻意的安排，即将
小说的整体氛围控制在一种含
蓄的状态之中。

小说做了如此多的铺垫，最
终的目的是让人物性格与特点
展示在读者面前，达到最后的高
潮“洗澡”。

小说第三部分就是高潮。
“三反”运动突然到来，随着运动
的愈演愈烈，众人从无足挂齿的
心态到诚惶诚恐的转变。但可

以明确的是，没有人是自觉自愿
的。狡猾的余楠，“洗澡”不过是
苦肉戏，只要还能爬，一切为了
上位谋利。愚固的朱千里，最后
承受不住自杀未遂，失神落魄。
着墨较淡的社长傅今，影射脱离
群众的形象代表。

小说语言有着女性特有的
恬静和温和，人物语言诙谐和调
侃，只取这一横截面，几个小人
物，却可以回味这特定历史下特
定的一群人，可谓不经意的笔调
中，有着刻意的安排。

杨绛先生冷眼旁观，慧眼看
透了人性的缺陷与劣根性，妙笔
写尽了浮世的喧嚣与悲凉，真正
是耐人寻味。

不经意间的刻意
——读《洗澡》有感

记者 马丽

■佳作欣赏

■新书推介

文化传真文化传真

本报讯 通讯员徐少强报道：日
前，咸安区向阳湖镇组织专班，对向阳
湖文化名人旧址、孙郭胡遗址和笔锋塔
的安全保护工作进行专题督办检查。

该镇重点督查了各文保使用单
位作为文物安全责任主体的责任落
实情况，《文物安全目标责任书》、《文
物保护单位管护协议书》签订情况、
专（兼）职文物保护员配备情况及保
护经费、防护装备使用情况等。

据悉，该镇切实
履行文物保护主体
责任，对辖区内3处
省级及以上文物保

护单位，与有关村、管理人层层签订
了《文物安全目标责任书》，制定了文
物安全保护“一处一策”工作方案，并
为每处国保和省保单位配备了一名
专职文物保护员。

同时，构建了镇文化站、村文物
保护员两级联动的文物安全保护管理
网络，签订了《文物保护单位管护协议
书》。镇文化站坚持每周对文物保护
单位巡查一次，村文化保护员坚持每
天巡查一次，对文物保护区内随意开
挖、乱搭乱建等行为进行及时制止，
并落实防火、防盗、防破坏等各项安
全管理措施。

本报讯 记者刘晖报道：近
日，咸宁籍导演李熟了自导自演的
《失忆症·蟒国》在北京正乙祠古戏
楼热演，新浪、北京青年报、新华
网、中央电视台、北京卫视、凤凰网
等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并给予很
高评价。

李熟了系通山县人，成长于书
香之家。2004 年在苏州大学读新
闻学时，就参加了学校的“东吴剧
社”，其导演的《日出·命运》获“全
国大学生艺术展演”一等奖。2012
年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专业研究
生毕业后，参与中国国家话剧院多

部大型作品的创作，如《青蛇》、《罗
密欧与朱丽叶》等。2016 年创办
蟒国剧团，导演了作品《失忆症·蟒
国》。

《失忆症·蟒国》由文化部艺术发
展中心推出，李熟了既是导演，也是
两位演员之一。该剧由《失忆症》和
《蟒国》两个独立故事组成，隐喻深
刻，批判强烈，且气质迥然，语言风格
对比鲜明。

据悉，该剧获
邀将赴台湾演出，
并于 2017 年赴欧
洲多国演出。

李熟了自导自演作品亮相京城 向阳湖镇加强文物安全保护

■书海杂谈

在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的
事物会使我们快乐，但是读书是
我觉得最快乐的事情。

因为读书会使我忘掉一切
烦恼，沉浸在书的海洋里。我可
以随着书中的主人公去探索世
界，去寻找宝藏，甚至去解救世
界……总之，我可以和书中的主
人公一同去做许多现实生活中
做不到的事情。

我读书，我快乐……我又哼
着自创的小曲走进书房，阅读自
己喜欢的小说。兴许是被书中
的世界感染了吧，读到优美的地
方我会圈圈点点，读到开心的地
方我忍不住拍手叫好，读到伤心
的地方我会偷偷流泪，读到幽默
的地方我会哈哈大笑，读到疑惑
的地方时，我会立刻做个记号，
然后通过另外的书籍或者电脑
寻找答案。

爱上读书，我真的享受到了
快乐。这不，我又拿着我亲爱的

《小故事，大道理》坐在沙发上读

了起来。我还有个不大好的习
惯，就是边读边吃零食，然而在
我看来，这可真是一种特别的享
受。如果坐累了，还可以躺在床
上读书，靠在座椅上读书，你可
以想尽一切的办法让自己开开
心心的读书，快快乐乐的读书。

爱上读书，我们可以获得许
许多多的知识，让自己的生活变
得丰富多彩，让自己的学习蒸蒸
日上。

合上书本，我依然回味着读
书的乐趣。这乐趣让我久久不
能忘记……

爱上读书 享受快乐
○王小闻

全民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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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丢丢的奇遇》
作者：金波

推介理由：《乌丢丢的奇遇》是一段
关于生命和爱的祈祷。木头小脚丫乌丢
丢偶然丢失了他的木偶身体。在不断的
寻找中，小脚丫经历了许多的奇遇。在
故事中，孩子和老人共同成长。它提醒
人们：成长并不仅仅发生在一个人的童
年阶段，在我们生命的每时每刻，成长都
以它独特的方式在引领着我们走向生命
更高的所在。

《吹牛大王历险记》
作者：戈·毕尔格（德）

推介理由：这本故事合集是根据十
八世纪德国男爵敏豪生讲的故事编写
的。敏豪生将自己描绘成一个无所不能
的英雄，但实际上被人们嘲笑为“吹牛大
王”。拔头发救自己出沼泽、眼冒火星打
野鸭、鹿头上长出樱桃树、月球旅行、火
星漫步……敏豪生的确是个不同凡响的

“吹牛大王”，难怪他的故事会风靡全球、
畅销不衰。

据新华书店店长杨勇介绍，为满足市
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及多元化
业态发展的需要，真正服务读者，书店将
一直开展“慧悦读”（每周六下午3点整）、
书法培训（每周六上午8点30分）、“体验
书店店员”（周末不定期举行）、放映经典
名著电影（每晚7点）、绘画角（每个月两期
展览）以及“以书会友”（长期举办）等形式
多样的免费活动。

联系方式：8272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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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新华书店坐落于温泉城区中
百仓储旁，是我市为落实湖北新华集
团“店堂管理转型升级计划”，倾心打
造的一座经济、简约、温馨、时尚的新
概念书城。

书城精心配备了包含文学、社
科、生活、少儿、教辅等诸多类别在内
的约3万多种可供挑选的10万册图
书，同时还设有茶艺咖啡、步步高教
育电子、晨光生活馆文化礼品等。

名

片

市新华书店经理时军
说：“一座城市的气质离不
开阅读，更离不开有品质
的书店。”书城让咸宁告别
了没有大型阅读场所的历
史，也标志着我市又打出
了一张全新的城市名片，
其独具魅力的“文化生态
圈”，为咸宁搭建了一个良
好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

声

音

新华书店的你我他
记者 李娉

①城区公共文化场所探访录

实体书店是城市化进程中文明程度的一个符号，它不见得能创造很高的经济利润，但它是一

个城市不可替代的都市气质。

咸宁“都市气质”如何？喜欢浸染其中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在读什么书、买什么书，与书之

间有些什么样的故事？

8月14日，骄阳似火，酷热难当。上午9时许，记者在新华书店温泉连锁新概念书城看到，有

的读者正在浏览书籍，有的读者正在安静阅读……顿时让人如沐春风。

编者按：

今起，本报推出“城区公共

文化场所探访录”系列报道。目的

是，反映咸宁力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

化、普及化和均等化取得的成效，展

示老百姓感受到的文化力量，以

及享受到的文化获得感和

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