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天下

山里孩子的守望者：
两名教师坚守教学30年

12月4日， 湖北恩施。 湖北省恩
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团堡镇
太坪龙村和朝南村相邻且地处偏远，
村里的两个教学点成了孩子们求学
的神圣殿堂。 周文田老师负责太坪
龙教学点、 周美成老师负责朝南教
学点， 为附近村庄低年级的孩子提
供教学服务。

位于祖国最北端的黑龙江大兴
安岭漠河市迎来极寒天气，最低气温
达零下39摄氏度，来自全国各地的游
客在极寒天气里玩起了泼水成冰游
戏，享受冰天雪地的欢乐。

黑龙江漠河冰天雪地
游客享受泼水成冰之乐

直升机在吊运物资和装备到内
陆考察出发基地 （12月8日摄 ）。 自
11月30日抵达南极中山站以来 ， 中
国第35次南极科考队将考察物资及
设备陆续运抵位于南极冰盖边缘的
内陆考察出发基地 ， 科考队员正在
紧锣密鼓地开展物资清点 、 整理和
科研设备测试等工作 ， 为出征南极
大陆腹地做准备。

中国科考队
为出征南极内陆做准备

11
2018年
12月15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文
摘

版
式
设
计
刘
红
颖

版
式
校
对
刘
芳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阅读反映文明程度

“综合阅读率”的指标，于2008年提
出 ，十年来 ，这一指标增长迅速 ，全国
“综合阅读率”由69.7%提升到80.3%，北
京的综合阅读率则高出13.18%。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仅表现
在科技发展、 生活水平提升等物质方
面， 更表现在社会群体的文化素养上。
过去我们用‘识字率’来衡量文化水准，
今天已经不存在‘识字率’的问题了，所
以用‘阅读率’来衡量”，著名学者、北京
大学教授张颐武说。

阅读率高的社会， 和阅读率低的
社会 ， 究竟有何差别 ？ 张颐武认为 ，
“阅读率对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
要， 但同时， 它又是一个相对抽象的
概念， 它的作用， 很难用一个直观的
方法去观察， 而是要综合考量。 一般
来说， 一个有读书习惯的人， 更愿意
追求个人的发展和进步， 从而实现个
人的价值。 一个阅读率高的社会， 积
极向上的风气明显， 社会进步的动力
更强， 发展的速度更快， 且更健康”。

每时每刻都在阅读

信息爆炸的时代， 人们每时每刻
都在阅读，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使得
人们阅读量急剧提升， “把零碎的时
间都用上了”， 张颐武说。

在随时都阅读的情况下， 阅读量
是否还有意义？ 张颐武说， “今天的
人们， 阅读量远比以前更多， 这是毫
无疑问的。 首先， 因为体力劳动的减
少， 脑力劳动的增多， 人们每天都会
进行大量的职务阅读。 其次， 在职务
阅读之外 ， 随时还在进行数字阅读 ，
刷微博、 看朋友圈等， 其实也都是阅
读。 而且阅读的范围非常广， 一个人
可能刚刚读完一篇财经方面的文章 ，
接着又开始看历史”。

有人认为信息爆炸之下， 人们每
天接触大量的无用信息并非好事， 不
过张颐武觉得， “阅读范围广泛、 接
受的信息多未必不好， 这些东西可能
现在看起来无用， 但或许就在未来某

一个时刻 ， 对个人的发展产生影响 。
退一步说， 人是社会动物， 了解更多
的热点信息， 至少也能帮助人更好地
社交， 聊天时也有共同的话题”。

智能服务推动阅读

数据显示，北京市居民日均阅读时
长为119.46分钟，其中 ，数字阅读时长
90.95分钟。 长期以来，一直有人担忧数
字阅读的碎片化、表面化，在张颐武看
来，数字阅读是趋势，而且其中也并不
是没有精粹，“长有长的用处，短有短的
好处，不求甚解的阅读，哪怕只是一个
大纲，也未尝不可。 如果一个人在浅阅
读中， 发现了某个他感兴趣的东西，自
然就去更进一步探索，寻找更多的内容
去阅读、学习”。

碎片化的阅读， 其实也是一个筛
选的过程， 张颐武说， “现代人了解
的知识， 远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多， 这
本身就是好处之一。 之所以有这样的
效果， 恰恰是因为有人做了大量的整
理、 筛选工作， 发布内容的人， 把某
方面的信息整理成篇， 或许还会进行
一定程度的简化。 这使得阅读者能够
在最短的时间内， 对相关信息进行了
解， 如果他有兴趣， 自然会找更详细
的， 如果没兴趣， 就此放过， 至少也

能有所了解”。

让阅读优雅而有趣

“春诵水、 夏阅山、 秋览城、 冬
读人”， 这是第八届北京阅读季规划的
“四季阅读主题”， 广泛开展一系列各
具特色的阅读活动， 年度推广各类特
色阅读活动3万余场， 覆盖和影响人群
达千万人以上。

“把阅读和自然环境、 人的情趣
等结合起来， 本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所擅长的， 春花秋月， 自古以来就有
很多类似的东西， 这是中国人追求阅
读的趣味， 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结果。
在今天， 同样能让人感受到阅读的乐
趣， 由此促进阅读”。

互联网时代， 纸质阅读和数字阅
读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 阅读和阅
读服务的关系则越来越密切， 张颐武
说， “由阅读多衍生出来的阅读服务
更加多样化， 是互联网时代的一大特
征， 也是大趋势之一， 毕竟信息总量
太庞大了， 书也太多了， 所以现在有
人帮你选， 帮你读， 这未必不好。 你
可以一天听十本书， 或许只是一个简
介、 概括， 但其中或许就有一两本你
感兴趣的， 然后就去找原书来读。”

摘自 《北京晨报》

像古人一样优雅地阅读 钢琴家为泰国退休大象
弹奏音乐

当地时间2018年12月9日，泰国北
碧， 英国钢琴家志愿者保罗·巴顿为
大象演奏钢琴。 据报道，巴顿是一位
古典音乐钢琴家，他相信音乐能帮助
大象平静下来，通常他都会在视频中
描述自己弹奏的曲子以及聆听音乐
的大象的名字。 尽管巴顿的观众有一
些已经太过年迈并且失明，但巴顿的
音乐总能让它们再次感受到世界的
美好。

“2017年至2018年， 北京市居民年平均阅读纸质图书达11.74本”，
日前， 在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盛典上发布的 《2017-2018年
度北京市全民阅读综合评估报告》 显示， 在过去的一年中， 北京市居民阅
读情况喜人， 综合阅读率达到93.48%， 纸质阅读率84.13%， 数字阅读
率89.11%。 北京市居民日均阅读时长为119.46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