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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

本报讯 （记者 陈金路）“王凯
老师的故事感人至极、令人深思，使我
们受益匪浅，不仅感召我们学习孝道
精神，更新了传统养老理念，更重要的
是督促我们从行动上践行孝道精神，
弘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传统美德，
为全方位提高养老服务质量提供了坚
实的思想基础。”8月3日，山东健康集
团聊城馨泰颐养中心董事长殷秀真
说。

“我今天汇报的题目是《孝的长
征路》，既然是孝的长征，我们就有责
任、有义务将其进行到底，孝的长征
永远没有终点，必将是代代相传，直
到永远。”7 月 26 日，聊城馨泰颐养中

心邀请“感动中国十大孝子”王凯做
了一场生动的孝道文化讲座。他用
质朴、诙谐的语言讲述了“孝行”路上
的经历、见闻及自己在过程中的深刻
体会。

来自山东老年产业协会、市农科
院老干部处、聊城企业家协会、聊城
安泰城投集团和山东健康聊城馨泰
颐养中心的工作人员共同聆听了兄
弟俩自制“感恩号”带母游全国的感
人故事。

年近六旬的王凯、王锐兄弟俩，为
了完成父亲的遗愿，让晕车的母亲能
有机会游览祖国大好山河，自制了一
台 300 多公斤重的人力“房车”，取名

“感恩号”，载着年过八旬的老母亲先
后两次从黑龙江省兰西县岀发，跨越
30 多个省份、1000 多个城市，走过近
20000公里路程，到达香港、福州两地，
然后返回。王凯表示，自己当初的目
的就是尽为人子女的拳拳孝心，让母
亲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从出发开
始，王凯就受到了全国媒体的广泛关
注，先后有 600 多家媒体对其进行采
访。他还做客过央视及“鲁豫有约”等
栏目，先后被评为“麻城孝子”“绥化市
道德模范”“感动黑龙江十大人物”“感
动中国十大孝子”“中国第二届十大慈
孝人物”“中国十大敬老孝亲之星”和

“全国十佳孝贤”。

小孝孝父母，大孝孝天下。十多
年来，王凯、王锐兄弟分别在全国各
地公益演讲 2000 余场，目的是将“孝
的长征”进行到底。他们先后被全国
各地多所大专院校聘为讲师、名誉教
授、校外辅导员，讲座受到了广泛的
好评。

从古至今，敬老养老都是亘古不
变的话题。孝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更是中华民族持久不衰的根
基。讲座中，王凯分享自己的亲身经
历，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仁
孝、尽孝的精神，感染了每一位听众，
让参与者更加深刻地感悟到孝道文
化的内涵。

孝行天下 情传万家

王凯来聊讲述孝道文化

全民健身热 篮球赛正酣

日前，由市第十二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组委会、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的聊
城市第十二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篮球比赛开球，来自全市的23支代表队在20
余天的时间内一决高下。

■ 本报记者 陈金路

非遗曲艺节目亮相消夏文化周

7月27日晚，2022年“燕塔之约”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暨非遗消夏文化
周举办。山东琴书、北词二夹弦、张鲁查拳、河南坠子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
节目精彩亮相。 ■ 本报记者 赵琦

暑假学剪纸 民俗育新人

7月25日，茌平区洪官屯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一名儿童展示自己的剪
纸作品。当日，该文明实践所联合镇妇联、镇文化站开展剪纸公益课堂，不仅
让参与者感受民俗文化，掌握剪纸技巧，还起到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积
极作用。 ■ 本报通讯员 谭淑媛 张慧慧

图片展中感受黄河文化

7月30日，一名小学生在参观《古韵悠悠历千载，大河汤汤育华夏》线下
图片展。该展览由茌平区文旅局主办、茌平区图书馆承办，将持续至8月20
日。 ■ 本报记者 赵琦

■ 文/图 本报记者 赵琦

7 月 26 日，由莘县图书馆与莘
县共读书房共同打造的莘县城市书
房商业街馆正式揭牌运营。

8月1日，记者走进莘县城市书
房商业街馆，看到小读者们有的在
一角读书，有的在谈论着书中的情
节，还有的在认真书写读书笔记。

“场馆面积 500 多平方米，有各类藏
书 2 万多册。除提供基本图书借阅
服务外，我们还会开展多种形式的
阅读推广活动，如故事会、阅读沙
龙、国学讲堂等。每周定期举办集
体阅读活动，每月开展两次成人阅
读会。同时举办特色阅读活动，把
书中人物当作原型，带领孩子们利

用捏面塑等方式，实现阅读和手工
的有益结合，加深孩子对书中内容
的记忆。”莘县城市书房商业街馆
负责人王霄介绍，莘县城市书房商
业街馆致力于打造集静态学习与
动态交流于一体的“活”的文化空
间。

书香弥漫，开卷有益。王天娇
是莘县实验中学的学生，暑假期间，
她几乎每天都会抽出一到两个小时
来这里读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老人与海》以及四大名著，还有自
己比较感兴趣的探险类书籍，是她
与这间书房的共同记忆。“有读书的
氛围感，能和大家一起学习提升。”
王天娇说，“从一年级开始，我就跟
着书房的讲师一起读书，几年来明

显感觉自己的知识面变得广了。老
师在课堂上提问书中的内容，我大
多能迅速准确地回答出其中的细
节。”通过参加阅读沙龙等活动，王
天娇已经达到每年 40 多本书的阅
读量。

王霄本人也是阅读的受益者。
她表示，自己创建共读书房已经 8
年。最初，她发觉现代人对阅读的
需求非常大，但是能交流心得、举办
读书活动的场地却十分缺乏，便产
生了创建共读书房的想法。为了让
更多人爱上阅读，她一直把推广全
民阅读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对待。
2016 年至 2022 年，王霄负责创建的
图书漂流阅读品牌在莘县取得良好
反响。“整本书阅读进校园”活动荣
获县民政局公益项目创投三等奖、
市民政局公益项目创投二等奖。目
前，王霄还是县教育局、县妇联特聘
的“县家庭教育讲师”，第二届“莘县
和谐使者”。

“希望借助政府的公信力，让更
多人加入到全民阅读的行列。8 年
来，我发现重视阅读的家长越来越
多，同时他们还更加重视阅读的质
量，不再停留在浅层。”王霄说，读书
不仅能拓展知识，还会建构一个人
的思想体系。

“莘县图书馆紧紧围绕广大市
民的阅读文化需求，按照标准化建
设、统筹化整合、规范化管理、特色
化打造的目标要求，努力构建多样
化、多层次阅读生态系统，在推动全
民阅读的同时，将更多优质馆藏资
源送到老百姓家门口，引导人们多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让阅读融入

市民生活、融入城市血脉，让阅读成
为莘县一道亮丽的风景。”莘县图书
馆馆长张记川表示。

全民阅读，是一项持久的公共
文化事业。聊城市第十四次党代会
和 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
建设一批城市书房，塑造“书香聊
城”。今年3月10日，聊城市人民政
府新闻办召开了“聚焦‘六个新聊城
’”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五场，围
绕建设时尚宜居的美丽新聊城部署
重点工作，其中就包括建设美丽新
聊城，让水城飘满书香气。

一直以来，聊城市文化和旅游
部门倾力打造“书香聊城”品牌，在
做好市图书馆新馆运行开放、提升
各分馆运行质量的基础上，重点加
大对城市书房、书吧、实体书店引导
和扶持力度。“十四五”期间，全市将
建设不少于 50 处城市书房，进一步
改善阅读服务水平。具体到 2022
年，我市计划投入 100 万元专项资
金，用于扶持城市书房和实体书店
发展：对市图书馆现有图书借阅点
进行提档升级，进一步丰富藏书数
量，优化阅读环境；在人民公园、市
民文化活动中心、九州洼月季公园
等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对现有设
施进行改造，建设一批城市书房；与
规划、住建等部门联合，引导社会力
量在新建小区、老旧小区以及社区，
利用公共用房建设一批“小而精”

“小而美”的新型文化空间。浸润着
一缕缕书香，聊城已成为一座富有
精神气质、创造活力、文化魅力的城
市。

城市书房打造新型阅读空间

■ 谭登坤

岳新敏的小小说聚焦女性，思
考爱情，看似题材狭隘，却呈现出急
骤变革的现实，女性命运的跌宕。
她以女性的敏感，将笔触延伸到一
个个人物的内心深处。她像一名高
明的摄影师，总是能捕捉到最动人
的瞬间，为灵魂造像。她所刻画的，
不是明楼高阁、古代仕女，而是奔波
着、忙碌着、挣扎着的市井女子，邻
家姐妹，是同学，同事，是所见所
遇。她感受着她们的疼痛和欢乐。
岳新敏是真诚的，她是身在其中的，
是休戚与共的。她为美好的情感蒙
尘而忧伤，为扭曲的爱情而悲哀，为
女性的独立而欣慰，更为女性的勇
气和突围而歌唱。

《哭泣的古筝》写爱情和婚姻的
关系，表达了作者的爱情思考和爱
情理想。作者写恋爱时的琴棋书画
诗酒花与婚后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写爱情的沦陷与拯救，写美好的爱
情在琐碎庸常的日子里载浮载沉的
窘迫。最后，作者让标志爱情的琴
声在丈夫的理解中苏生，成为世俗
中的一点华彩，一道彩虹，给人温
暖。全文只有 970 个字，故事的起

伏，情感的落差，却细腻委婉。这样
的故事，是可以展开，可以铺陈，可
以写大文章的。或者说，岳新敏在
尺幅之内，勾画了汹涌长河，这是很
不容易的。同样的主题，《门》也写
柴米油盐，写情与理，写婚姻中一个
女人的心路历程，心理刻画十分微
妙。《预言》则以一场自主婚姻的失
败，写人性和人情。女性的独立意
识与残酷现实的对立，让人唏嘘。
母亲对叛逆女儿的宽容，让人动
容。意犹未尽的是，作者对叛逆之
后的尴尬与艰难，母女的心路历程
的铺陈，略显仓促了些。

《枣花》可谓是小小说中的精
品。小说以枣树枣花立意，本身就营
造出一种诗意。贯穿全文的母亲失
踪之谜，又推动情节一步步洞幽烛
微。直到最后，老父亲都一意隐瞒着
真相。却在这隐瞒中，流淌着殷殷父
女情，母女爱。细想，作者依然是在
写爱情，写新老两代人的爱情，写他
们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壮丽。这篇
小说发表后，立即引发反响，被多家
报纸杂志转载，不是偶然的。

如果说《枣花》是一个过渡，岳新
敏由此展开的小说题材，由爱情，向
家庭，向社会，得到了极大延伸，显示

出岳新敏题材探索的广度和深度。
《倔强的萝卜》写在城市化急骤推进
的背景下，父亲的生存模式和精神依
归都受到巨大冲击。种出的萝卜吃
不了、卖不出，只能白白送人，可依然
要种。生活的变与父亲的不变，是冲
突，更是显影。父亲的勤劳、淳朴和
善良，土地为本的生存方式，得以更
真切地呈现。

《抓周》写一个给孩子抓周的场
面。作者巧妙地选取这样一个场面，
再现成年人那些潜藏于心的少年理
想。每个人都曾经是梦想家。这些
淹没于过往尘埃中的梦想，借助于一
个周岁的孩子，一下子复活了。爷爷
希望孙女当官，爸爸希望女儿成才，
妈妈的一双红舞鞋，让人感叹一段被
埋没的青春。这种叙述，造成一种强
烈的错位和反差，掩卷深思，让人产
生深深的感伤。没有强加的理想，也
没有被设计的人生。过程不可代替，
路还得由孩子一步一步走。可人生
的艰辛，常常埋没了理想的因子。自
己没有实现的，就寄托在下一代身
上，这怎么说都是一种自欺。场面有
多滑稽，人生就有多无奈。一个小小
的场景，引发大家的共鸣。《举报信》
则是官场小说的新尝试。构思奇诡，

行文曲折。官场怎样扭曲了人性，正
直和善良如何渗透着辛酸，是一种世
象。

不管写爱情，还是写世象，岳新
敏都是敏感的。真相永远隐藏在生
活的褶皱里，隐藏在一辆轮椅，或一
场抓周的热闹后面，隐藏在一张张假
面的后面，这需要发现，需要体验。
新敏之新，在于她真正体现了小人
物，大舞台；小切口，大视野；小文章，
大天地。

从风格上说，岳新敏的小小说追
求大气象，不投机，不取巧。一般的
小小说，常常是卒章显其志。以出奇
的结尾取胜。短嘛，就要夺人。或先
声夺人，或后发制人，总要让人眼前
一亮。出其不意的点化，让人叹服的
构思。岳新敏似乎有意回避这个。
她多是正面展开，以故事固有的曲折
推动故事。通常都是还原生活本身
的节奏和声色，不急不徐。就像打
仗，少奇袭和埋伏，而是结硬寨，有阵
势，有格局，有气度。这种写法，对作
者提出的要求注定要高。它必须是
字字惊心，才能篇篇夺人的。从这一
点儿上说，岳新敏是可敬的。岳新敏
的持续思考和探索，都是非常值得期
待的。

爱情现场及其他
——读岳新敏的小小说有感

8月1日，在莘县城市书房，主讲老师正带领孩子们阅读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