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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书淘出故事来淘书淘出故事来
本报记者 杨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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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 来
独特的视角：通过

一个具有先知先觉能
力，却被人们普遍认为
是傻子的少爷的视角，
讲述土司家族之间及家
族内部的纠葛，呈现了
人生和人的命运的复杂
性。此书语言明朗灵
动，充满诗意，融合魔
幻色彩与诗性白描，来
自民间却又超脱于民
间，具有独特的语言魅
力。

作者 独木舟
她们不在同一条船

上，却在同一场风暴
里。在剧烈的失去的痛
苦下，她们逐渐变成可
以相互展示伤口的朋
友。飘荡在广阔的北
京，两个女孩让彼此明
白：在无常的命运里，
在反复自我拉扯的过程
中，知道自己生命中最
重要的那件事是多么的
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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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名叫高君柱，47岁，金牛化工普通工
人，柴米油盐生计老婆孩子之外，平生所爱，
唯有书。读书从少年时代开始，淘书则始于刚
刚步入社会，到如今家中藏书 2000 多册。晚
上，卸去一天的繁琐和劳累，泡壶清茶，遨游
书海，成了他最惬意的事情。与书为伴，与古
人神交畅游，常常于字里行间欣欣然。对老高
而言，读书是乐，淘书亦是乐。这里就讲讲他
的淘书故事。

淘来的书成就朋友好姻缘

1994 年，老高刚刚走出校门，在我市印染
厂上班。那时工资微薄，新书价值不菲，闲暇
时候，旧书摊成了他经常光顾的地方。

一天，他花 8元钱淘来一套《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这套书共 4本，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品相极好。他爱不释手，禁不住向朋友炫耀。
那时印染厂没有职工宿舍，他借住在某银行的
宿舍里。舍友正谈女朋友，女友正在河北大学
政法系读书，周末时他常去石家庄探望女友。
舍友正为给女友带什么礼物犯愁，一见这套
书，马上双眼冒光：“快把这套书奉献出来吧！
我女友肯定喜欢！”老高当然舍不得了！舍友干
脆行孔乙己的做法，周末一早不由分说拿了书
就去了石家庄。

最后，舍友与女友喜结良缘，其中肯定有
这套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的功劳。2004 年，
老高又在旧书摊上淘到了这套书。此时距离他
第一次淘到此书，整整过去了 10年。

10年后才知早已购得全集

老高喜欢读史，史书在众多书籍中占有一
定比重。上世纪 90年代，他分三次从旧书摊上
先后购得人民出版社 1965年版的范文澜著《中
国通史简编》。其中，古代史 4本，从三皇五帝
写到五代十国；近代史只有一本上册，写到义
和团运动。那时网络不发达，很长一段时间他
都纳闷：怎么从来没有看到过范老的近代史下
册？

10多年后，他在另外一本书上偶然读到介
绍范文澜的文章，才恍然大悟：原来，范文澜
只写过近代史上册，并没有写过下册，这套
《中国通史简编》，自己早在 10年前就已经买齐
了！

一本书辗转多年又回到手中

老高家的书柜上，有一套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1979年版的上下两本《五四爱国运动》，非
常具有史料价值。他拿出上册说，这本书历经
10多年，一路辗转才又回到自己手中。

这套书也是老高从旧书摊上淘来的。淘来
后，他又没抑制住冲动，向同事们显摆了一
回。一位绰号“少爷”的好友要借，他舍不
得，可又不好意思驳朋友面子，最后与朋友约
定：“一定要按时归还。”“少爷”拍着胸脯保证
没问题。可书借出去大半年了，他还没有归还
的意思。老高催问之下，他才说：“哎呀！我给
弄丢啦！”老高好不烦恼，却又无可奈何。

多年后，老高登门看望另一好友，在他家
的书橱里发现了《五四爱国运动》（上）。他激
动地拿起书翻阅，兴奋地直喊：“这是我的书！”

好友不爽地说：“明明在我的书橱里，怎么
是你的书！”

老高说：“多年前，‘少爷’向我借过这本
书，现在这本书的下册还放在我家的书橱里。
当时他说把书弄丢了，你和他住一个宿舍，是
不是你搞的鬼？”

好友不好意思地笑了。就这样，这本书又
完璧归赵，回到了老高的书橱里。

让老高不胜感慨的是，找到这本书时，当
初跟他借书的“少爷”已经不在人世了。

近日，拜读沧州文学爱好者
吴占夫近作、纪实散文《撑起一
片天》，深受教育和感动。全篇
文章字里行间闪耀着我市扶贫干
部杨玉才在扶贫攻坚战线上的光
辉形象。他扶贫的南皮五拨台村
是最贫穷的村子。他带一班人马
刚进村时，村民们都用观望的眼
光看着他们，并说驻村干部是

“水上漂”，镀镀金是“飞鸽
牌”，靠不住。

第一书记杨玉才凭借着当过乡

干部的经验和对村民的热爱和了
解，进村后，先伏下身子，踏实细
致地开展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发
动群众的工作。他和工作组的同志
们挨家挨户地走访了贫困村的情
况，寻找贫困根源。别人走万步是
为了健身，杨书记走万步是不分昼
夜地深入村民家，或是地头树下和
村民唠家常，促膝谈心，扳着手指
头算细账，宣传党的扶贫政策，让
所有的村民都过上好日子。

经过一班人细心地给全村

“把脉”，终于找到了两个致贫
的重要根源：第一是党组织涣
散，党员不起带头作用，第二
是“两委”班子涣散，村干部
只当和尚不撞钟。杨书记先抓
党建，他遵照毛主席将党支部
建在连上的教导，恢复了“三
会一课”为内容的党员会。他
又根据“正确路线确定之后，
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理
论，紧锣密鼓地张罗村“两
委”班子换届。全体党员干部

觉悟提高了，甩开膀子带领群
众实干脱贫奔小康。村民们看
在眼里，喜在心上，高兴地传
颂着一句话：“当年的老八路又
回来了，我们脱贫有望了！”从
此，全村男女老少都争先恐后
地参加到攻坚脱贫的各项工作
中。人心齐，泰山移，干部群
众艰苦奋战 3年，五拨台村旧
貌换新颜，天蓝、水清、道路
宽，粮果蔬菜吃不完，帅哥靓
姐成双对，耄耋老人养天年。

五拨台村彻底脱贫奔小康。杨
玉才被评为河北省优秀第一书
记。杨书记的奉献故事，是千
百万共产党员的缩影。

顿时，我脑子里像过电影
一样，无数英模的人物形象出
现在眼前。无论是战争年代还
是和平时期，哪里有困难有危
险，哪里就有共产党员冲锋陷
阵的身影！鲜红的党旗高高飘
扬，任凭世界风云变幻，我们
伟大的祖国永远国泰民安！

扶贫干部扶贫干部““撑起一片天撑起一片天””
孙连芳

多少年过去了，有些事早
忘记了，可读书是张艳一直坚
持的事。书，也越读越精，越
读越刁，甚至是挑剔。莫言，
池莉，张宗子，车前子……横
岭侧峰，各有美和深度。他们
陪着张艳，一路走来，让她足
以对抗平淡琐碎的日常，让读
书这件事美好得无法用言语来
表达。

从 2014年开始，她每年都
参加市里省里和国家级的读书
大赛，《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慢下来，为健康》《在文字里
放盐》《回民支队与一位母亲》
《闲读诗书慢著文》《记得那时
风日好》《读书可以疗疾》等多
篇文章得了或大或小的奖项。

2020年新年伊始，疫情来
袭，杂事皆无，时间多到无
限。暂时没有工作的压力，没
有应酬，读书成了这段时光里

最踏实的事。细品 《千家诗
选》，重逢 《苏东坡传》，从
《本草纲目》 到 《草木禅心》，
细读 《赤壁赋》。灯下慢翻书
页，在秋水霜露的长天里遇见
长衫的东坡，在时珍的光阴中
遇见采药的自己，在漠漠西风
里遇见诚心写本草的刘梅花，
拈书微笑，不知归途。

近日，闲与静里，有时间拿
起了一本有特殊意义的书——
《断舍离》。可以说，《断舍离》
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为每个人的
生活和心灵带来双重改变的神奇
的整理术。张艳像一个无知的小
童，突然撞见了一个眼睛弯弯、
举手投足亦平和亦睿智的优雅老
友。第一时间写下了长文《断舍
离，人生的整理术》。

慢慢，书页打开，世界已
然不同，它高过群山，穿越一
切……

读书，遇到更好的自己

书页打开书页打开书页打开
我的世界高过群山我的世界高过群山我的世界高过群山

本报记者 齐斐斐

长发及腰，温柔娴雅，眼前的张艳，常让人惊
艳。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几十年，在文字中徜徉的
张艳谈吐间，沉静深邃。

市区的一所居民楼，窗前
的柳叶有了秋天的气息，晕染
了秋的斑斓。河北省地矿局水
文四队张艳就是在这扇窗前，
与书本走过了一个个春秋。信
手拈来桌上白瓷花瓶里的一支
棉花，棉絮映着粉红的脸颊，
张艳笑了。

“读书，嘴要刁！”这是木
心先生的教导，张艳深有感
触。“如今书籍汗牛充栋，唯有

‘刁’才能自我保护，找到一本
好书实在需要有一张‘刁’
嘴，睁着一双慧眼。”张艳随口
说着。

“我的梦中，总是有一个
做了多次都不愿醒来的梦。在
梦中，我的书房里，三面墙都
摆满了书，随手拿下一本，
都是我极喜欢的。可是由于家
中狭小，我这个梦多年一直没
有实现。”

图书馆却无限制地满足
了这个“书虫”的梦想。休
息日，一个大大的背包，一
支水笔，一瓶水，两只苹
果，加上图书证，是张艳去
图书馆的装备。坐在图书
馆，一读就是一天，那里真
的是可形容成书籍的海洋，
从早晨到午后，再到晚间，
一本本书页打开，她就成了
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记得每个字在字典里的模样

张艳回忆说，7岁时，村
子里和她一样大的孩子都上了
学。她央求娘也要上学，要学
认字。那时，父亲常年在外地
上班，娘带着她、大姐和妹妹
4 个人生活，日子虽然不紧
巴，可是地里的农活永远干不
完。娘看看大姐，看看张艳，
说，你们得有一个人帮我下地
干活。大姐那时已经上完小
学，为了妹妹能去认字，她选
择了休学帮娘干活。

村子里的小学校虽然简
陋，却是张艳的天堂，她终于
可以跟一起长大的孩子们坐在
教室里了。张艳知道，能进学
校读书不容易，所以比别的孩
子都努力，课本让她翻得边都
毛了软了。

看着书桌上一本厚厚的
《新华字典》，张艳说，真正拥
有的第一本课外书是娘给买的
《新华字典》。厚厚的字典真是
好啊，里面的字多到无穷，且
都是新鲜的。从字母 A到 Z，
一页一页翻，她每个字都有拼
音有注释有组词有造句。

农村的孩子，是多么渴望
一个陌生的、新鲜的世界，原

来一本《新华字典》就能满足
了。多年后，张艳看过一期最
强大脑的益智娱乐节目，有选
手能说出字典里某页某行是哪
个字。张艳说，她小时候，翻
字典的痴迷，绝不亚于他，甚
至能记起某个字在字典中的具
体模样，和它摆放的姿势。

放寒假，父亲带她到他上
班的地方。一天在父亲的办公
室，一位阿姨正读报纸，她有
个字不认识，就问办公室的同
事们，大家都说不认识，张艳
凑过去看了看，轻轻地读了出
来：“莅”，念 lì，“到来、光
临”的意思。阿姨惊奇地扭过
头，半信半疑，旁边的人立刻
查字典，结果发现她确实念对
了。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夸赞着
这个 7岁的小姑娘，说人小就
这么有出息。她说：“我还知
道阿姨看的报纸是 《文汇
报》，那个‘汇’字是繁体，
有点像土匪的‘匪’字。”父
亲的同事们摸着张艳的头哈哈
大笑。他们不知道，父亲回家
曾带回过这报纸，一摞呢，都
是旧报纸，娘用来糊墙。小张
艳却如获至宝，没等娘用，就

一张一张地挨个儿翻了个遍。
等报纸糊上墙了，又趴在墙边
一点一点地读。

后来，张艳上了初中，
学习写说明文。考试时，试
卷上给出了一段文，是一段
描述一场不同于往常内容的
比赛，考题是要求为此段文
拟出一个合适的题目。她通
读了一遍后，想都没有想，
就写下了题目：《一场别开生
面的比赛》。结果，此题，全
班只有她得了满分。班主任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你
看看，这题目起的，《一场别
开生面的比赛》，既准确点
题，又说出了此段话的精华
来，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暗
暗地，张艳有点得意。

18 岁时，一篇描写紧张
的高中生活的小文在 《语文
报》 上刊登。张艳记得当时
班里像炸了锅，同学们纷纷
拿着报纸传看。那豆腐块似
的小文得的稿费是 10 元钱，
她郑重地把那 10元钱摆在书
架上，学习累了，一抬头看
到它，一股暖意总是从心上
划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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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沧州日报社开展“双
学双做”活动，加强新媒体知识
的培训，请报社内部各部门精英
讲了多次专题课。我认为，不管
是理论知识，还是公众号、短视
频、照片拍摄等技巧的培训，都
让我受益匪浅，很受启发。通过
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也让我
感觉到知识的匮乏，需要紧跟时
代，学习新知识，增长新本领，
把这些知识运用到日常的工作
中。在办报中，我们不能满足于
独当一面，而是要当个多面手。

在学习中，我们需要知道，
新媒体是什么？新媒体是新的技
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
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
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新媒体

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新
媒体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利用
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通过互联
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
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
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
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严
格地说，新媒体应该称为数字化
新媒体。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打破了
传统媒体的垄断，也让新闻的传
播形式更加多样化，传播媒介更
加多样化。如此一来，传统报业
需要自我革新，方能跟上时代的
步伐。通过近一段时间的学习，
我觉得这样的培训非常必要，我
们急需运用新媒体的技巧，把新
闻以多种方式传播出去，形成

“爆炸效应”。
结合新媒体知识的学习，在

《沧州日报》改版后，民生新闻
面孔变了，增加了图片新闻的分
量。如今，记者早就不分文字记
者和摄影记者了。现在，每人都
有一部手机，虽不是专业的摄影
设备，但功能还是可以的，在掌
握一定的摄影知识后，完全可以
拍出不错的照片，满足报纸的需
求。通过培训和学习，我在采访
中多了一手，成为一名摄影记
者。不仅新闻稿活了，新闻片也
多了，使版面更加活了。如《河
北献县“蚂蚱哥”：建起合作社
专职养“害虫”》《河北沧州：
老鞋匠的匠心》《河北沧州:运河
岸边练武人》等多篇文章是以新

闻加图片的形式见报，受到了读
者的喜爱。同时，这些新闻加图
片的稿件上了《学习强国》，提
高了《沧州日报》的知名度。

我们常说，要抓活新闻，
新闻要活起来。其实，随着网
上各种软件的开发，短视频成
为一种新的传播手段，如抖
音、快手等。这些软件受众之
多、发展之快让我们所料不
及，其原因就是好玩、有趣，
人人可以运用，人人可以制
作。我们新闻应该借助这一传
播手段，把新闻制作成抖音、
快手等短视频，让新闻动起
来。因此，让新闻活起来，还
可以理解成让新闻以短视频的
形式动起来。我们不妨在采访

中再多一手，制作新闻短视
频，做一个网络新闻的传播
者。通过短视频制作的培训，
我尝试把新闻或自己感觉有意
思的事制作成抖音、快手短视
频发到网上，尝试成为“网
红”中的一员。虽然不是很专
业，但也觉得很有趣。

如今，融媒体时代的到
来，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当多
面手。融媒体时代，报业如何
发展，我们面临着艰难的选
择，但这是大势所趋。通过学
习和培训，我认为报业人应主
动学习、主动融入、主动出
击，运用新知识，掌握新方
法，勇于去尝试，为报业的发
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学习新本领学习新本领 当个多面手当个多面手
———新媒体知识技能培训心得体会—新媒体知识技能培训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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