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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上班的地方在市图书馆，与阅
览室毗邻相望。因为疫情影响，阅览室
中午不开门，笔者每天都能看到一些年
轻人，就铺着几张纸皮，躺在走廊间，或坐
在台阶上。旁边放一瓶矿泉水或饮料，然
后手捧一本书专心阅读。他们用这种方
式打发午休时间，等待下午阅览室开门。
经常还有海大的学生利用周末前来读书，
白天泡在图书馆，晚饭后再乘车回去。

笔者真为这些年轻人的读书热情感
动。一看到他们，也就想起自己少年的
阅读时光。有人说，书香是一座城市最

亲切的味道，阅读是城市最美风景。一
座城市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赋予城市
活力，提升城市品味，塑造城市形象，让
城市具有更加迷人的气质。

近日，在网上炒的很火的一则新闻
引发众人热议。来自湖北的农民工吴桂
春到东莞打工17年，其中来图书馆看书
12年，“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
就是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
迫，余生永不忘你，东莞图书馆……”一
则读书留言，让无数网友为之动容。这
位农民工用最朴实的文字，道出了不凡

的人生格局和执着坚韧的追求。令人欣
慰的是，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吴桂春找
到城市绿化工作，往后又能常来图书馆
看书了。吴桂春的经历说明，热衷读书
的人无论到哪里都有富足的精神世界。
每个人在阅读中都能遇到最好的自己，
甚至通过阅读改变命运。

一座城市远看是自然风景，近看是
文化生活。从书香氤氲的图书馆，到散
落街头的人文意蕴，人们从不同角度感
知这座城市的文化脉动，欣赏书香世界
的无限风光，就会对这座城市更加认同

和依恋。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书籍是精神世

界的入口。通过阅读人们能获得知识、
锻炼思维、开阔眼界，还能润泽心灵、涵
养品格、塑造精神。现代图书馆是没有
围墙的学校，是精神财富的宝库，具有良
好的学习氛围。我们要建好各级图书
馆，创造最好的阅读环境，为建设学习型
社会提供最佳场所。打造书香湛江，就
是要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让文化
成为城市的灵魂，我们就会精神更富有，
生活更美好，城市更充满魅力。

让阅读成为城市亮丽的风景
李湘东（霞山）

“救人是本职工作”

南方都市报“头偏一边”
“捏紧鼻子”！网络视频中头披
浅棕色长发的女子喘气急促地
说。6月23日中午时分，她为一
名晕倒男子做心肺复苏，这一
善举被路人拍下并上传网络
后，网友们找到了她——中山
火炬开发区医院 ICU 护士张
雯。

微评 这段视频让我忆起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张红医
生在万米高空的航班上，果断
地咬住导管外端，用嘴吸尿 37
分钟救人的视频来。他/她们
都是“杏林楷模”。多年前，我
看过一部吴启华主演的电视剧

《妙手仁心》，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仍然记得，正因为是医生的
一份“仁心”，所谓“医者父母
心”是也。面对记者的镜头，张
雯说自己经过这件事情，一个
感触就是：“当时城管大哥来帮
忙，路人也帮忙，大家合力帮忙
救人，觉得社会上还是很温暖
的。”是呀，我们生活在这个人
间，人来人往，来去匆匆，没有
多少交集，可是一旦有事，路人
纷纷伸出援手，“路人合力抬车
救人”“辅警合力推车”“路人扶
起摔倒的老人”……这样的温
暖瞬间，太多了。只要人人都
献出一点爱，这个人间还是很
温暖的。

儿童私入
他人汽车身亡

澎湃新闻 近日，广州花都
两男童私自钻进他人小汽车
内，误触门锁，最终窒息死亡。
男童家属表示，是车主不锁车，
小孩才能进去的，车主应担一
定责任，“就算你没有锁（车）
门，你也要拉一下”。车主则表
示，事发时车的遥控钥匙出了
故障，儿童不幸身亡的根本原
因在于“两个小孩无人看管”，
现在酿成悲剧导致车辆报废，
自己也是受害者。

微评 悲剧发生了，由于案
件的特殊性，大家关注的话题
便是，车主有错吗？需要承担
相应的责任吗？不妨听听法律
人士的看法：“法律不强人所
难。”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律师邢鑫称，不应将车主的

责任和义务无限制进行外延解
释和扩展。他认为，本案中，车
主本人不应承担责任。另有法
律人士表示，车主是否锁好了
车门并不是该案的关键，要害
在于场所的性质。如果车主将
车停在公共场所，需要就未成
年人可能进入车内的意外做好
预防。而车主的车无论是停放
在自家还是亲友家的院内，都
不是公共场所，因而无需尽到
停放在公共场所的相应义务。
说得够清楚、明白了吧？这可
是给我们上了一堂深刻的法律
课。两个孩子死亡，对两个甚
至多个家庭的伤害是极其巨大
的，甚至是一生都无法抚平的
痛，但论定故事的责任时，必须
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
据。这同样是一堂法律课，我
们不妨反思一下自己停车的行
为，从法律层面看是否“足够安
全”了？

多一些科学素养

新京报 不久前，黑龙江 27
岁男子李某燃死于铁力市日月
峡老年森林康养中心。家属
称，事发前，该中心的“大师”曾
建议节食 70天，但在节食第 54
天发生意外。近日，铁力市通
报，对涉案企业进行全面调查。

微评 说几句：一、死者是
一名大学生，怎么就这么容易
轻信了所谓的“大师”的建议了
呢？为什么读过大学的人竟然
相信所谓的玄学？何况，这世
间何来那么多的“大师”？几年
前，江西那个“气功大师”不是
可耻地死掉了吗？而被他骗的
人还少吗？难道你没有看新闻
的？二、这个康养中心所谓的

“通脉治疗”，据死者的家人称，
就是拿东西将人的脑袋罩住，
然后念咒语，每次支付5400元，

“这两年多一共花费 30 万左右
吧”。天！这到底是什么的康
复中心？当地职能部门难道一
点也不知情？实在说不过去
吧？三、建议节食70天，节食第
54天时出事了。按正常人体验
来看，两天不吃饭都受不了了，
这54天是如何捱过来的？可怜
这个男子了！新冠疫情爆发以
来，公民的整体科学素养有了
一定的提高，但从这起事件来
看，还远远不够。 和风

因为既能“回血”又能省钱，网络二手交
易平台在疫情期间活跃度大增。公开数据显
示，部分平台近期单月新发卖家数、新发商品
量双双大增，日均成交笔数及金额均创历史新
高。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平台上有卖家公

然出售过期食品、假酒假包、盗版网课、网游
礼包码等物品，还有卖家违反平台规定和相关
法规售卖防疫物资，部分工作人员甚至为发展
平台“付费会员”姑息怂恿售假行为。

业内人士认为，相关乱象背后是监管不
力、营销不当、保障不足等原因。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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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引领，促进乡村乡风文明。传
承发展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培
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
民风，建设邻里守望、诚信重
礼、勤俭节约的文明乡村，推
动乡村文化振兴。”这是《国家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规 划 （2018 －
2022 年） 》 中关于“重点任
务”的表述之一。读后，生于
乡村长于乡村的笔者颇感振奋。

乡风文明，在我市不少地
方已得到很好的体现。例如，
一些乡村房屋拆了围墙。没有
了围墙，乡村显得更宽广；没
有了围墙，村庄更美丽；没有
了围墙，邻里之间的交流更容
易。更令人欣喜的是，没有了
围墙，村民的财物仍安然无
恙，文明之风劲吹。

当然，现在乡村很多家庭

还都砌围墙。村民砌围墙，初
衷往往是为了“保隐私”和防
盗。而敢于自拆围墙，源于村
民的淳朴和谐，彰显了村风的
文明进步，凸显了乡村建设的

“新”字。众所周知，乡村建
设，既要抓好物质文明，实现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的目
标；也要抓好精神文明，提高
村民素质，培育社会主义新农
民，让村民活得更充实更幸
福。如此，才会不断激发村民
建设乡村的热情，乡村建设之
路才会越走越宽广。可以说，
房子更漂亮了，道路更宽敞
了、饮水更安全了、农田水利
设施更齐全了，呼吸的空气更
新鲜了……这些物质层面的东
西，还只是乡村建设的“形”。
而要想让乡村真正美起来、动
起来、殷实起来，具有灵性，

成为亮丽的名片，还必须要抓
乡村发展的“魂”——“乡风
文明”建设。只有做到既抓住

“形”又抓住“魂”，做到“形
魂”结合，乡村才会真正充满
生机与活力，为实现可持续发
展夯实基础。那些乡村有底气
拆围墙，换来和谐的局面，说
明这些村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
的同时，也能管好“人”，抓好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 这 令 村 的

“形”和“神”都呈现亮点，引
发关注，赢得好评。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
淳朴民风”是乡村文化振兴的
应有之义。我市各地应以创文
为契机，不断创造条件，创新
形式，“形魂”结合，涵养好乡
风、家风、民风，以提振乡村
精气神，提升村民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

乡村振兴
呼唤“形魂”结合

宋维宙（廉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