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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华国，诗礼传家。”读书，自古以来就是我们民族代代相沿的

文明传统。近年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大力倡导学习之风，

着力推动全民阅读，为建设书香中国指明了前进方向。

顺应时代潮流，回应读者心声，2011年5月，南阳日报创办《书香南
阳》专版，之后持续整合社会阅读力量，创新理念，多措并举，努力引导

全市人民形成爱读书、善读书、读好书的良好风尚，不断提升品牌影响

力，激发全民阅读热情，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至今，《书香南阳》已

整整出版300期，为光耀智慧南都、增彩靓丽帝乡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回顾过去，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启航新程。本报特邀部分知名作家、媒

体专家、文化学者及热心读者，共同回眸书香专版创办发展历程，一起

描绘书香南阳美好愿景，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向党的十九大献礼！

□关玉国

弹指间，《书香南阳》已经出了

300期，跨过了第七个年头，这种强
烈的责任和高贵的坚持不仅让众多

读者受益，也成就了一座城市的书

香气质。

在南阳读书月活动影响逐步扩

大及文化界读者诉求日益高涨的情

况下，南阳日报审时度势，高瞻远

瞩，创新思维，于2011年5月正式
推出《书香南阳》专版，很快引起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受到市领

导的高度重视。实践证明，创办

《书香南阳》专版是全民阅读活动的

成功探索，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

要平台，是涵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

翻阅《书香南阳》，定位精准、图

文并茂、栏目纷呈、内容丰富，采编人

员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汗水。300期的
不懈坚持换来了累累硕果：南阳日报

荣膺“全国百家读书媒体”称号，发起

成立全民阅读媒体联盟，成立南阳市

读书协会；南阳读书月活动荣获“河

南省全民阅读活动优秀项目”；南阳

市新华书店荣获“河南省全民阅读先

进单位”，总经理、党委书记张广旭荣

获“河南省全民阅读先进个人”；郭俊

杰、刁仁庆、聂振■、贺志斌等家庭入

选“全国书香之家”；著名作家二月

河、周大新、周同宾、秦俊等时常关注

参与专版组织的活动；《中国新闻出

版广电报》《河南日报》《河南报刊审

读》等报刊相继对《书香南阳》进行宣

传推介并给予高度评价。

《书香南阳》是南阳日报的一个

特色品牌，作为一个创举和坚守，不

仅在整个城市推动了求学问道的风

气，还树立了一种热爱读书、追求知

识的城市形象。希望在各界人士的

关爱和参与下，《书香南阳》能够越办

越好，日渐成为南阳重要的文化标识

和精神符号。

成就一城书香

□梁林

“版”三百。

不容易。

见创新。书香南阳，作为专版，

是南阳日报分蘖出的一枝新绿。怎么

办?创新为王。办到生时是新时。编辑
是个用心、用力、用情的人。以栏目为

支撑办版，让不同类型的稿件，恰如其

分地镶嵌在版面上，各得其所，爰得我

所。勾画一个栏，捻断几茎须。于是乎，

播撒书香、书香资讯、书评天下、文苑

新锐……若许栏目飒然出世，迅奏乱

花渐欲迷人眼之效。

见策划。如何让相对静态的文化

新闻动起来、鲜起来、新起来、联起

来、热起来?策划为要。几年来，编辑
发挥版面优势，在部室的支持

下，开展了一系列主题鲜明，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晒

晒我的书屋”、“农家书屋巡礼”、“我

的读书故事”、“书香人物菊乡行”、

“中国梦我的梦征文”、“喜迎农运会

献礼十八大征文”、“读书改变人生征

文”、“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征文”、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征文”等，
均在文化界和读者中产生强烈反响。

见收获。报社给了一个支点，编

辑一直试图并用力撬动文化南阳这

一方沃野，使之不断衍生新的风景。

连续300个版面、八届南阳读书月活
动、近百位书香人物评选、成立南阳

市读书协会……如此这般，不仅使他

本人和文化周刊团队在磨砺中收获

良多，也为南阳日报摘取全国百家读

书媒体称号、跻身中国全民阅读媒体

联盟、荣膺河南省全民阅读优秀项目

等，添彩助力。

煌煌“三百”成大观

□孙晓磊

我们知道，按照中国人的文化心

理，更愿意把文化理解为以文“化”

人，这里主要强调了文化的作用。其

实，在人创造文化和文化影响、塑造

人的互动过程中，传承文化最为重要

的途径离不开学习。所以，一个民族

的文明程度，阅读量是最为重要的指

标。因此，打造全社会阅读势在必

行。南阳日报顺时应势，紧跟时代潮

流和文明进程，为引领全民阅读，在

2011年5月适时开辟《书香南阳》专
版，系统性、多角度、高品位地倡导和

打造书香南阳，为南阳人文环境的营

造，增添以文“化”人的舆论氛围，进

而为提高市民素质，推动社会的文明

进程打下坚实的基础、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当然，在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

人、塑造人的同时，更有文化的传承

和创新内蕴其间，传承和不断创新是

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文化发展的动

力和生命力更多来自文化的创新。

南阳日报办报人与时俱进、不断增强

创新意识，不仅在栏目设置上匠心独

运，而且在新书推介、南阳作家群作

品介绍以及评论主题的刊登上与社

会阅读同频共振，在吸引大众阅读上

倾注心血、变换角度，每每总有创造

性和新的兴奋点，栏目总能令人耳目

一新，给人新的阅读期待。不仅如此，

他们还连续开展八届南阳读书月活动

及服务社会、服务大局、服务中心的一

些专题征文活动等，这些都对丰富栏

目内涵、提升栏目质量和吸引读者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以我搞文学评论的

角度来看，《书香南阳》版面具有品位

高、设置新颖、不断创新、很接地气的

特质，它在引领全民阅读、打造书香南

阳、宣传核心价值观、体现主流社会意

识形态、涵养艺术理念、表达社情民意

等方面，既昭示出政治家办报的远见

性、又富有文艺家办报的艺术范、更增

强面向社会大众的可读性。

因对这个版面深怀敬意，我也曾

有两篇文学短评小文和若干篇其他

短文忝列《书香南阳》，以表达我的敬

重之情和微不足道的支持，也衷心祝

愿《书香南阳》享誉全国。

愿《书香南阳》享誉全国

□刁仁庆

《书香南阳》紧紧围绕阅读、读书

这一主题，开展了与读书、阅读有关

的一系列活动，内容可谓丰富，形式

可谓多样，受到了读者的欢迎，现在

300期了，可喜可贺！
一个从德国回来的朋友对我讲，

德国是个阅读热情特别高的国家。

他说不管在地铁上、飞机上、火车上、

公园里等公共场所，都能看到不少德

国人在读书读报。而回到国内，公共

场所的中国人大都在看手机（不排除

在手机上阅读）。听了他讲的这件

事，使我想起了一件亲身经历的事。

前年，我到乡村一个村干部家里做

客，问主人家里有没有书，他找了半

天给我找了本小学三年级《语文》。

我一看哭笑不得。一个村干部家里，

竟然连一本像样的书都找不出来，当

时我心里很难受。我想：从历史的长

河来看，我们中华民族读书习惯应为

世界之首。然而多方表明，现在我国

读书率很不乐观。南阳日报的《书香

南阳》，正是针对这一严峻现实而开

展了许多提倡读书的活动。比如：连

续开展八届南阳读书月活动、成立南

阳市读书协会、发起中国全民阅读媒

体联盟等。《书香南阳》多次发表文章

告诫我们，一个读书的民族，是个有

希望的民族。

读书不仅仅是单一的增长知识

这一作用，而是对人的素质提高、

气质培育、工作和生活经验积累都

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工作中，

我们会发现不少人讲话没逻辑，思

维不敏捷，工作没思路，遇到难事

没办法，做事没经验，为人处事不

合乎情理，看不透问题的本质，分

析不透矛盾的主次。存在这些问题

的主要症结就是读书少、不读书。

只要你坚持常年读书这些问题都能

一一解决。

《书香南阳》让南阳全民读书蔚

然成风，让我们知道了书籍是人类的

营养品，书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书

籍是知识的源泉，书籍能带领我们从

狭隘的地方，驶向无限广阔的空间。

读书之风蔚然成

□二月公子

城如人，贵有品。

南阳的美，美在她的文化积

淀和精神气质。3000年的建城
史，3000年的云和月，3000年的
文脉传薪，延绵着大美南阳的昨

天、今天和明天。

一缕书香，万千景象。300期
的《书香南阳》，以对南阳文化的

仰望姿态，伸张出向善、向真、向

美、向雅的文字，在这个熙熙攘攘

的尘世间，精心守望着南阳的精

神高地。

媒体是一个城市的先锋和精

神领袖，《书香南阳》以新闻的力

量，让书香的气息弥漫于南阳。

她的服务指向不言而喻，知识人

群、格调人生；她的编采目的显而

易见，推动全民阅读、打造书香南

阳。知者，谓之有所思；不知者，

谓之有所痴。然而，我们却因《书

香南阳》，让梦想神圣而精致。

有梦才有远方，但撑起梦想

的不是高楼大厦、水泥森林、玻璃

幕墙，而是文脉传承、世道人心。

“书香”是一座城市最湿润的灵魂，

没有这个灵魂，梦想就会残缺不全

堕入尘埃。《书香南阳》是“播撒书

香”的“文苑新锐”，她以特有的灵

气和朝气，关注我们的关注，思考

我们的思考，诗化了一个城市的精

神，意化了一个城市的梦想。

最是书香能致远。大美南

阳，因“书香”而生动，因“书香”而

精彩。

6岁的《书香南阳》，承载着
众多的荣誉，绽放着美丽的风

采。她带给我们的，不是短暂的

惊喜，而是永久的承诺——这不

仅是媒体的责任，更寄托着我们

的愿景。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今

晨日出时，《书香南阳》款款又来，

让我们用心与她交流，感受彼此

喷薄的心跳。

其实，《书香南阳》，是如此可

以设计、可以触摸、可以感动的。

一缕书香 万千景象

□路漫漫

读书的话题很美很诱人，很

高大上，但罕有为之建设、投资和

付出。南阳一帮心地澄澈执着人

文的人，办报纸倡导、引导和指导

读书，不是一期两期，而是——坚

持了300期。
几年前，南阳日报领导高瞻

远瞩，推出《书香南阳》专版，弘扬

好书，宣传新著，经典会读，探讨

研究，推介读书人，回味读书故

事，促进文化价值的传承和传

播。这些年来，无论遇到啥情况

啥困难，定期刊发，风雨无阻，披

星戴月，保质保量，坚持不懈，直

至今天。书香版极大地活跃了南

阳人读书学习的氛围，增进广大

读者重拾经典，阅读好书，关注传

统，提升身心修养，寓传于习，以

习助传，影响并养成读书悟道的

文化意识和群体，发挥更为自觉

的人文教化功能，在文明南阳建

设中发挥出积极深远的作用。

我在宣传战线工作，常舞文

弄墨，当然就要读书看报。《南阳

日报》是必不可少的，案头必有，

且常盼周末的报纸，看一看书香

版有何新作新人，这成了生活的

趣味。读书陶冶心灵，点燃梦

想。我也把梦想变成现实，出版

了新书，获了奖项。当拙著《直面

“皇叔”二月河》出版时，书香版作

了报道，长期列居销售排行榜，并

作为南阳本土优秀书籍推荐，我

为此时常感念。读书是人生的沉

淀，许多青年作家亦如我样，在此

找到了知音，缱绻书卷，与经典对

话，和大师同行，激发了写作兴趣

信心。

二次大战后，记者到废墟的

波兰采访，看到许多人家玫瑰茂

盛，断言这个国家会很快振兴。

南阳是月季之乡（月季与玫瑰英

语同是ROSE），世界月季洲际大
会将在南阳召开。在经典传习与

人文教化中，书香版编辑无疑与

月季园丁一样，在人心中，遍植热

烈、乐观、美丽、向上的ROSE，南
阳定会走在文化的前列，创新的

前列，发展的前列。

心田遍植月季花

□水兵

秋水长天，桂香秋红。《书

香南阳》迎来了她300期的书香
播撒。可喜可贺！三生万物，而

300期，该能生发出多少难以想
象的书香之果和心灵之梦。

南阳历来有尊师重教，耕读

传家，崇尚知识，热爱读书的好

传统。相关资料表示：南阳是中

原文化的代表区域，更有南北融

合，东西衔接的楚风汉韵，独特

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盆地资源，

滋养出绵绵书香和读书风尚，从

而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南阳

作家群”名扬天下，“院士群”、

“大学校长群”、“法学家群”独

具特色魅力，让人瞩目。《书香

南阳》于2011年5月正式出版。
仅从开设的栏目：播撒书香、书

香资讯、书坛漫笔、书评天下、

书林茶话、农家书屋、基层书

香、名人读书、文苑新锐、书市

观澜、新书推荐、小说连载等，

就可看出编辑老师的胆识和眼

光，而开设的“我的读书故

事”、“中国梦我的梦征文”、“读

书改变人生征文”等更是读书

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可见编

辑的高远用心和良知。而连续

举办的八届南阳读书月活动，

成立的南阳市读书协会，更是

把读书的种子播撒得沸沸扬

扬，深入人心。

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中华

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

“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可以凝

聚和打造强大的中国精神和中国

力量。《书香南阳》正是这一思

想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作为一名南阳文化的研究

者与推动者，作为一名喜欢读

书的写作者，每期的 《书香南

阳》 我都仔细阅读，受益匪

浅。在《书香南阳》出版300期
之际，我衷心祝愿专版越办越

好，成为南阳人心目中灯塔般

的一卷星辰。

《书香南阳》是一卷星辰

□袁永强

时光如水，书香绵绵。不知

不觉，《书香南阳》版已经出版六

七年，推出 300期了。每期稿子
我都认真研读，受益颇深。

倡导全民阅读，打造书香南

阳。面对人心浮躁和阅读风气减

弱的现实，《书香南阳》勇于担当，

撑起“打造书香南阳”的大旗。每

期版面，都是优中选优、精益求精，

编辑老师付出了巨大心血，十分辛

苦。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在《书

香南阳》的影响下，读者开始分享

读书的好处，写出感想和体会。开

卷有益，读书舒心，如今越来越多

的人走进书的世界，成为打造书香

社会的一员，“好读书、读好书、读

书好”已经蔚然成风。

举办读书活动，提升文化素

养。多年来《书香南阳》先后举行

“书香个人”和“书香单位”评选、

读书月、读书与学习高端论坛等

活动，走进社区、学校、企事业单

位，邀请文学名家和阅读爱好者

济济一堂，交流碰撞，不断营造读

书学习的浓厚氛围。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一次次活动的精心筹

备和完美收官，让人们更加热爱

读书。以书为伴，以书为朋，让参

与者的文化素养和气质水平不断

提升。

南阳日报《书香南阳》，读书

学习的“佳苑”，打造书香的“舞

台”，文学爱好者进步的“良师”。

多年相伴，情深意长。感谢《书香

南阳》，多年来让一批又一批文学

爱好者更加投入读书写作的行

列，不断成长，成为南阳文学的后

起之秀和中坚力量。用心来热

爱，执着走下去。我衷心祝愿《书

香南阳》越办越好。

读书学习“佳苑”

□刘平家

作为忠实读者，我深深地感

到，《书香南阳》办出了特色，办出

了影响，办出了口碑，办出了品

牌，办出了社会效益，已成为人们

心中美好的精神乐园。

2011年，《书香南阳》刚刚创
办，就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眼球。

这一版面定位清晰，格调高雅，编

排精致，图文并茂，深受广大读者

欢迎。每当新一期专版出来，手

拿散发着墨香的报纸，我总是细

心阅读，悉心收藏，一有空闲就翻

出来反复品读，获益匪浅。

《书香南阳》开辟了十多个栏

目，欣赏这些栏目中的佳作，极大

地激发了我的写作兴趣，虽不敢说

是文情生若春水，但也是灵感不

断。于是我就拿起笔来，写写自己

的读书感想，写写对名家作品的感

受，写作水平得以提高，几年来，在

各类报刊发表作品30万字。
书香版开办以来，组织了许

多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举办读

书高端论坛、开展“箴言文化进校

园”活动、开展捐赠书籍活动、举办

各类征文活动、评选“书香单位”及

“书香个人”等。本人多次受邀参

加上述活动，结识文朋诗友，相互

切磋交流，收获颇丰。特别是在第

三届读书月期间，我被评为十佳

“书香个人”，受到莫大的激励。在

《书香南阳》举办的征文活动中，我

多次获奖。在这些荣誉的激励下，

我不断提高思想境界，领悟人生真

谛，实现了学以立德、学以明责、学

以增智、学以励志，努力为社会进

步贡献一分力量。

美好精神乐园

□黄 琰

社会高速发展到今天，必

须有物质和精神两个车轮并驾

齐驱，才能保障社会的和谐运

转，如果一味地强调经济发

展，而忽视了精神建设，这是

难以为继的。提高国民素质，

强调文化塑造心灵，最便捷最

有效的手段就是读书阅读。为

了顺应社会的发展，推动社会

进步，打造书香南阳，在南阳

各界人士的积极建言献策下，

2011年 5月，南阳日报领导高
瞻远瞩，开辟了 《书香南阳》

专版。它每周一期，期期如约

而至，其栏目设置丰富多彩，

可读性极强，既传播了知识，

又开拓了读者的眼界，让读者

回味无穷。如今，专版已出版

了 300期，300期的精神大餐，
如春雨般地滋润着南阳读者，

为他们建立了一个读书交流的

高级平台；推介了不少文苑新

锐，让南阳作家群后继有人；

汇集了不少名家学者，畅谈论

道，引领了南阳全民阅读，让

南阳人爱书、读书、写书、谈

书，成为新的社会风尚。

恰恰在 《书香南阳》 专版

运营的这几年中，国家的 《政

府工作报告》，曾多次提到“倡

导全民阅读”。专版为南阳人

“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不

仅建立了一座精神家园，而且

指明了阅读方向，循序渐进地

引导了南阳人民对书籍的热

爱、对阅读的渴望，激励着更

多的南阳人更好地读书，逐步

地提高了市民的文化素质，提

升了南阳的城市品位，刷新了

南阳这座文化名城的新高度，

唱响了南阳文化的新篇章，为

南阳打造书香社会，共建学习

型社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书香南阳》专版运行这几

年，意义非同凡响，深远

悠长。

春风化雨润宛城

刘
国
方

书

编 者 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