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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
以来，5年时间里，中国出版界推出
了很多反映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知识

性、思想性和理论性书籍。这些书籍

经由阅读，向更为广大的人群传播，

促进着全社会共同的认知。在党的十

九大召开之际，本报联合市新华书

店、市读书协会特别挑选一批近年来

出版的思想理论文献书籍向读者推

介，以此回顾党的奋斗历史，弘扬党

的优良传统，讴歌党在革命、建设与

改革开放中取得的丰功伟绩。

蜜《习近平讲故事》
《习近平讲故事》一书是从习近平

总书记数百篇讲话和文章中，精选出体

现他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百

余则故事，加以完整呈现和解读。习近

平总书记的讲话、文章中，常常用讲故

事的方式传达深意、感染他人，把深刻

的思想、抽象的理论，转化为鲜活的故

事、生动的例子，具有直抵人心的

力量。

蜜《党代会历史细节》
全书紧扣历次党代会主题主线，

系统介绍十八次党代会召开的历史背

景、基本情况、重要影响，并精心编选

109个饶有趣味的历史细节，多角度呈
现党代会这一独特政治盛会，使读者

在轻松阅读中，把握中国共产党走过

的90多年非凡历程。

蜜《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
本书选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中国纪检监察报》《学习时报》等权威

报刊的重要理论、言论文章，围绕把握

政治巡视的定位、要求、重点、目标、作

用等方面进行深入阐释，可作为广大

党员领导干部的重要学习参考。

蜜《中国共产党历史简明读本》
学习党的历史，总结党在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不断

推向前进，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论支

撑，可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提供更加牢固的精神支柱。本

书完整系统地回顾了从20世纪初至今
的党的历史，重点解读了党的历史各

个阶段的重大会议、重要事件和重要

人物，力图向读者全面展现党从萌芽

到壮大的全图景。

蜜《建党伟业》
本书以史实读本的形式真实还原

中国共产党建党历程，精彩再现中国

共产党党员的风貌，讲述毛泽东、李大

钊、陈独秀、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兵戈抢攘的动荡年代为国家出生入

死、奋不顾身的传奇故事。这是一部

青春和热血的史诗，这是一部值得共

产党员阅读的建党伟业之书。

蜜《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本书紧密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全

面从严治党实际，紧密联系管党治党

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围绕党内政治

生活68个热点问题，作了简明扼要、深
入浅出的解读阐释，观点权威准确，语

言通俗易懂，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开

展理论学习的重要参考读物。

蜜《共产党员的信仰》
赵朝峰主编的《共产党员的信仰》

以讲故事的形式，向读者展现在革命、

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

党党员如何坚守信仰，如何践行信

仰。通过具体的人与事，从事实出发，

以饱含深情的笔触，让读者切身感受

信仰的力量。

蜜《脱贫攻坚》
书中案例典型性强，大多可复制、

可推广，内容生动鲜活，解读深入浅出，

尤其突出脱贫之“术”，其所彰显的真

招、实招、硬招，所呈现的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的成功经验，对各地各部门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

思想，结合实际大胆创新，如期实现脱

贫攻坚目标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和借

鉴价值，也是各级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开

展新发展理念培训的必备教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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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俊杰

南阳日报《书香南阳》版三百期了，可喜

可贺！作为这个版的诞生见证者、成长亲历

者和忠实读者，我只想在心里说：“三百期，

三百个周末，不容易啊！”而说“《书香南阳》

版”，自然要说到“南阳读书月活动”和“南阳

市读书协会”。

2009年10月底的一天，我到南阳市新
华书店报到上班。总经理、党委书记张广旭

同志给我讲：新华书店应该是全社会读书的

倡导者、引领者。如何引领？要有载体、要

有媒体推动。于是，凭借着过去从事过新闻

宣传工作，在媒体有很多老朋友的优势，我

来到南阳日报社，建议学习借鉴深圳市（当

时在全国最早开展读书月活动的城市）的经

验，选一个月作为读书月，每年开展一次活

动。这个想法和报社不谋而合，当即就决定

把南阳读书月放在每年的11月份。11月2
日，由南阳日报社和南阳市新华书店发起的

南阳首届读书月活动在《南阳日报》上出现

了。读书月活动得到了南阳社会各界的强

烈反应和广泛参与。读书月活动评出了首

届南阳市“十佳书香单位”、“十佳书香个

人”。如今，南阳读书月活动已开展了八届，

届届有主题，届届有特色。

2010年，首届南阳读书月活动评出的
“十佳书香个人”第一名关玉国同志到南阳

日报社任党委书记、总编辑（现为南阳日报

社党委书记、社长，南阳报业传媒集团董事

长）。读书人到报社当领导，读书月活动如

沐春风。在当年11月举行的第二届读书月
活动中，关玉国提议成立南阳市读书协会，

亲任会长，市新华书店张广旭等任名誉会

长，我和报社相关负责同志任副会长。协会

的成立有力地引领和推动了南阳市全民阅

读活动的开展。

随着南阳市读书活动的深入开展，参与

人数不断增多，热情不断高涨，需要一个经

常性的平台来承载南阳的读书人。这时关

玉国提议：在南阳日报创办《书香南阳》版，

每周五刊出。2011年5月，在报社编辑的积
极策划、努力经营下，《书香南阳》版开启了

播撒书香之旅，一做就是连续三百期，而且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

响，有效引领了全民阅读，实在可敬可佩！至此，南阳读书人的

三大载体形成了：“南阳读书月活动”、“南阳市读书协会”、“《书

香南阳》版”。

在纪念《书香南阳》三百期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

个清晰的画面：一座特殊的“庭院”。“读书月活动”、“读书协会”、

“《书香南阳》版”，这三个载体浑然一体，好像南阳读书人心中的一

座“精神庭院”——“大门”是“读书月活动”，“院墙”是“读书协会”，

而“《书香南阳》版”不就是这个“庭院”的“堂屋”吗？每到周五，南

阳的读书人通过读书月活动筑就的“大门”进来，在“读书协会”这

个大院墙之内尽情地活动，到《书香南阳》这个“堂屋”里坐下来品

味“书香”，大家庭融融的暖意温暖着每一个进到“庭院”的人，淡淡

的“书香”从这座庭院里飘出，引来无数的路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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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飞霞 你是否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要

孩子？是为了生命的延续，还是使生命

的体验更加丰富？或者仅是想要一个爱

情的结晶？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总

之，我们都期待自己的人生因为有了孩

子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幸福快乐，而不是

平添焦虑和痛苦。

如何才能轻松快乐地陪伴孩子成

长？大部分的父母并不是天生就知道答

案的。美国心理学博士海姆·G·吉诺
特在《孩子，把你的手给我》一书中提

到一个情景：假如我们躺在手术台上准

备接受手术，而主刀医生却非常诚恳地

说："我真的没有受过多少手术训练，
但是我爱我的病人。"听到这里，想必
所有的病人都会目瞪口呆，甚至夺门而

出。试想一下，有多少父母在孩子出生

前就系统学习过教育孩子的知识？又有

多少父母有过科学带孩子、培养孩子的

经验？不是说没有，但真的是少之又

少。大多数父母会进入一个误区，复制

自己童年的成长经历，延续自己父母的

教育模式。尽管绝大多数父母都是十分

爱自己的孩子的，但如果没有教育孩子

的知识，就如爱病人的手术医生不具备

手术知识和技能一样可怕。

社会在变迁，时代在发展，孩子天

性禀赋各异，掌握正确有效的教育方

法，树立科学客观的教育理念，搭建寓

教于乐的教育模式，让孩子健康成长，

羽翼渐丰，快乐翱翔，是每个家长人生

中不可或缺的必修课！累累累7

每个家长不可或缺的必修课……

爱与教育

□王景峰

中秋节刚过，中原的天空，高远、湛蓝。

落日时分，晚霞满天。

此刻，自北向南，一群鸿雁，唱着歌

儿，款款飞来。

此刻，不远的老界岭上，有两个少

年，张弓极目，可是，他们引满的弓箭又

停在了空中。他们不是被人字形雁阵起

伏的歌声迷醉，而是在激烈地争论他们

即将擒到的大雁如何做当晚的下酒菜。

一个说，将大雁炒着吃，一个说，还

是清炖有滋味。

一个说……他说了算，一个说……

他说得有道理。

眨眼间，群雁安然飞向了南山边。

雁儿们咿咿呀呀“再见了，少年；再

见了、弓箭；谢谢关照，继续争论，继续争

论……”

少年的争论戛然而止，瞬间将弓箭

掷向山涧。

“唉！明天大雁还会过的，后天大雁

还会过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伏牛山脉的枫叶

红了，丹江口水库的蓄水瘦了。

树秃了，草衰了，山峰——白雪皑

皑……累累累7

□张阳蕊

那天，我到菜市场买菜，有妇人摘了新鲜的葡萄

来卖。看那筐子里一枚枚紫色的小果泛着诱人的光

泽，我不由得停下了脚步。

我拎起一串，又一串，挑挑拣拣，就是一大袋

子。付了钱，一转身，又被那卖花花草草吸引了注意

力。看了半日，回去坐电脑前看剧，忽然想起买的葡

萄，正好可以边吃边看。起身去找，却哪里都寻不见

呢。猛然想起，只顾着付钱，却忘了带回那些可爱的

葡萄！这都快中午了，卖葡萄的可还在那里？即便没

走，人家可还承认有这么回事？

那日实在悠闲，离得也相当近，索性折回去弄个

究竟。等我一眼看见卖葡萄的妇人和她空空的筐子

时，她也认出了我。“看你这姑娘，咋这时候才来，

人家都卖完要走了！”一旁卖萝卜叶的老太太半是埋

怨半是嗔怪地看着我说。妇人转身从车子上拎起我挑

拣好的葡萄说：“就是你明天才想起来，我也会给你

保存着的。生意不论大小，都得讲个诚信。”

这一袋子葡萄，也不过区区几元钱，有与没有，

丝毫影响不了我的心情。或许，我只是想见证一下人

性。然而，这来自最底层的人群，却实实在在给了我

一分灼热的感动。

我一时心情大好，见老太太的菜摊上摆着一些木

瓜，又临时起意买了两个，边走边闻着那香味回

去了。

此后，有事没事，我都要拿起木瓜闻一闻，也很

自然地想起那天的事儿，越发觉得，那气息幽幽入

心。邂逅一抹香，生命便似拥有了一重神奇的护卫，

足以抵挡，这纷纷而来的秋风起、秋水寒。累累累7

那气息幽幽入心……

邂逅一抹香

短信祝福

修身养性 智言慧语

人生之贵，在于珍惜;
珍惜之贵，在于惜时;
惜时之贵，在于勤奋;
勤奋之贵，在于持恒。

人生之贵，在于自信；

自信之贵，在于自励；

自励之贵，在于自强；

自强之贵，在于自立。

人生之贵，在于正直；

正直之贵，在于厚道；

厚道之贵，在于真诚；

真诚之贵，在于仁义。

人生之贵，在于思想；

思想之贵，在于智慧；

智慧之贵，在于创造；

创造之贵，在于追求。

人生之贵，在于行动；

行动之贵，在于实干；

实干之贵，在于倾力；

倾力之贵，在于始终。

人生之贵，在于拼搏；

拼搏之贵，在于挑战；

挑战之贵，在于创新；

创新之贵，在于超越。

人生之贵，在于平淡；

平淡之贵，在于平和；

平和之贵，在于平心；

平心之贵，在于平静。

人生之贵，在于自警;
自警之贵，在于自知;
自知之贵，在于自省;
自省之贵，在于自觉。累累累7

（惠民）

秋天天气凉，保暖不要忘，思念心

底藏，牵挂在身旁，我请秋月带去我的

祝愿，愿你平安身体棒，好运天天绕身

旁！

每一阵秋风，都是对你的惦念；每

一场秋雨，都是对你的牵畔；每一片秋

霜，都是对你的祝愿。默默祈祷，愿你

开心每一天。

秋风吹，秋雨降，秋霜浓，秋露重，

秋意沉，秋收忙，秋果香，秋福长，秋有

情，秋有意，秋有音，秋有讯，秋天的信

息祝福朋友秋季安康！累累累7

生活感悟

生活漫笔

日子一天天过去……

两个少年弓箭手

皇天高，后土远。周庄村，阳光灿。

百代兴，耕读传。逢盛世，开新篇。

系乡愁，宏图展。筑乐土，建家园。

苦与艰，共承担。党干群，齐动员。

老和幼，奋争先。加油干，多奉献。

看今朝，信心满。水塘清，菱荷艳。

庭院花，杨柳岸。听鸟叫，看鱼欢。

倡绿色，新理念。生态美，金银山。

路纵横，畅通宽。接高速，进市县。

艾草地，阡陌连。茶花园，成大观。

合作社，有特产。创名牌，十互联。

庄与田，景成片。高境界，新内涵。

新文化，谱新篇。塑形象，讲规范。

传家风，立村典。女工坊，秀非凡。

少年班，学无边。大舞台，影蹁跹。

建书屋，文博览。办节会，喜空前。

观光游，享美餐。拉家常，农家院。

举美酒，敬乡贤。你我他，携手建。

喜和乐，共把盏。古村庄，焕新颜。

城与乡，一线牵。周庄梦，不遥远。

好日子，乐无边。累累累7

文化周庄三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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