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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阅读：遂宁开启阅读新方式
◎全媒体记者 徐金华

优势互补，川渝泛涪
江流域公共文化馆正式
联盟

◎全媒体记者 徐金华

15 日上午，川渝泛涪江流域公共文

化馆联盟第一届联席会议在遂宁召开，

通过了《川渝泛涪江流域公共文化馆联

盟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川渝泛涪江流

域公共文化馆正式联盟。

《协议》明确提出，包括遂宁市文化

馆、阿坝州文化馆、绵阳市文化馆、资阳

市文化馆、德阳市文化馆和重庆市的潼

南区文化馆、铜梁区文化馆、合川区文化

馆、北碚区文化馆、永川区文化馆、大足

区文化馆、双桥经开区文化馆在内的成

员单位将本着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统一

开放的原则，重点在加强合作单位信息

互通、打造泛涪江流域文化品牌、加强文

化艺术交流合作、加强文化人才交流培

训四个方面着力，实现整合川渝及泛涪

江流域文化资源，构建跨区域文化战略

合作机制，推动区域交流合作向更高水

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发展。

据了解，川渝泛涪江流域公共文化馆

正式联盟后，将充分发挥泛涪江流域各

城市在文化资源、文化科技、文化人才等

方面的优势，加强互动、取长补短，开展广

泛深入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推动区域内公

共文化的共同繁荣和发展；同时将共建共

享泛涪江流域战略成员单位文化馆在文

化创作、文艺表演、民俗节庆、非遗保护、

文化旅游待方面的资源，联盟成员文化馆

之间实行无偿互助共享或成本服务，形成

合作共赢的局面；坚持以开放的理念和机

制推进泛涪流域文化合作，以泛涪江流域

城市文化馆为核心层主体合作单位，吸纳

流域外川渝文化馆参与；打破行政区域限

制，整合资源，优势互补，推动泛涪江流域

城市文化馆资源合作共享建设。

会上，遂宁市就第四届涪江文化艺术

节向各成员单位发出诚挚邀请。据了

解，第四届涪江文化艺术节活动时间定

于今年 9 月 19 日至 23 日，期间将举行涪

江流域优秀曲艺节目展演、大美涪江美

术书法摄影作品双年展、巴蜀文艺讲堂、

泛涪江流域第二届涪江网络视听节目展

播等系列活动。会上，成员单位就参加

第四届涪江文化艺术节进行了讨论。

洋溪：凝聚涪江千年
航运文化

◎全媒体记者 胡蓉

洋溪镇位于沈水河与涪江交汇之处，

曾是涪江航运十分发达的地方。它距离

射 洪 县 城 不 过 20 公 里 ，建 镇 已 经 超 过

1000 年的历史，镇上有大批保存完好的

明清时期古建筑。

这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古镇，但却又是

一个原汁原味保存着涪江航运文化的古

镇。镇上有几条街道的房屋都是一百多

年前的老建筑，至今仍保留着洋溪镇当

年的空间格局和街巷布局，建筑的质量、

高度、式样、色彩、用材、功能分区至今未

变，简直是一座川中民居博物馆。

由于古镇的房屋基本上都是木结构

的，因此防火就成了大问题。洋溪人想

出了一个很有效的办法：在两座房子之

间用青砖建一堵空心的高墙来防火，这

就是封火墙。在相邻民居发生火灾的情

况下，能够有效地隔断火源，避免火灾造

成更大损失。古镇上至今仍然保存着几

堵完好的封火墙。

玉家祠堂是古镇上的风景，因为这个

祠堂的建筑是典型的中西合璧风格，正

中间大门是一个典型的西式拱门，柱头

也是按照西方的风格来打造的。

在洋溪古镇上的老房子，很多都有一

个奇特的半截门。

这个门是附加在大门外面的，只有大

门的一半高，一个普通身材的人站在里

面，大约只能露出肩膀和脑袋。这就是

洋溪镇独特的“望夫门”。以前，洋溪是

涪江航运一个非常重要的渡口，特别是

水路货运业非常发达。镇上男人很多外

出跑船、经商，只留下女人在家。古时女

人不适宜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于是在

家门口的大门外加上这么一个半截门，

以便女人站在门后迎接丈夫回家。

除了望夫门外，洋溪古镇与涪江的历

史可谓息息相关。镇上现在仍然保存着

当年的“水榨子”，也就是渡口到镇上的

“关门”。以前货物要上下船，必须要经

过这道关口。

解放前，因为涪江水运发达，洋溪镇

很热闹。80 多岁的梅前清太婆说，以前

镇上啥子都有卖的。在解放前，镇上的

茶馆、酒馆、鸦片烟馆林立，还有一条烟

花街……都是做涪江水路上来来往往的

商贾和船工生意。

阅读中学习做父亲

“成人有权力决定给什么样的

爱，给什么样的自由。给什么，怎样

给，取决于成人认为怎样有利于孩子

的‘健康发展’。这种施舍的‘爱和自

由’是功利主义的，并且会因社会的

压力而不断修正、变化，最终就是妥

协和放下。孩子得到的是被动的爱，

缺少的尊重。”5 月 4 日，在民革遂宁

市委主办的“阅读 走进新时代”活

动中，民革党员曾浩给大家分享了他

读《爱和自由》这本书的阅读感受。

当天的阅读活动中，民革遂宁

市委的党员们一起品书香、荐书目，

大家相聚一起，相互交流各自的阅

读经验、分享各自的阅读感受。记

者了解到，这是今年民革遂宁市委

举办的第一次阅读活动，今后他们

将这类的阅读活动常态开展，藉此

促进党员们爱上阅读，在阅读中收

获幸福。

当天，曾浩将自己四岁的儿子

小骞也带到了活动现场，主要就是

想让小骞感受一下阅读的氛围，有

意识地培养孩子的阅读意识。“当

天，其他党员分享的大多是自我的

提升，我选择的是一本和家庭教育

相关的书籍，这和我自己的人生重

点分不开。作为一个二孩家庭的父

亲，深感孩子的教育迫在眉睫，所以

我平常关注的重点也是一些孩子的

教育类书籍。”

通过阅读，曾浩学到许多孩子

的教育知识，并将这些知识运用到

了两个孩子的教育当中，如时常陪

孩子阅读、做游戏，通过与孩子的相

处中了解孩子、认识孩子；他发现 4
岁的小儿子现阶段对恐龙一类的很

感兴趣，于是便引导孩子阅读探索

类的绘本；陪已上小学的大女儿去

参加“我是朗读者”活动……

“孩子的幼教很重要，一个合格

的父母，没有标准的尺度，不停地从

书本中、从他人的经验中学习，只有

我们不停地揣摩，一边学习一边成

长。”曾浩告诉记者。

组团阅读收获1+1〉2

去年，80 后姑娘彭博雅和一群

同样爱阅读的书友们聚在一起，组

建了一个阅读会，名字叫做云品读

书会。

彭博雅介绍：“这是一个由八零

九零后创建的读书会。只要你热爱

阅读，无论什么年纪、地点、职业，无

论什么阅读水平均可加入。读书会

是大众阅读，所以选择书籍更偏向

于趣味阅读。我们每期的推荐书目

不同，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书

目参与。大家各自阅读推荐的书

目，然后一起参加线上的阅读分享、

讨论。”

云品读书会目前有 80 多名书友

参加，每两周读一本书、一次读书

会。活动分为两种方式 ,线上和线

下。线上主要有两个平台，微信群

讨论活动和通过“一直播”向大家直

播现场的谈论；线下主要是自主阅

读；每期还有一个小型的现场讨论

活动。

云品读书会已开展了 32 期阅读

活动，每期大家共读一本书，一起交

流、讨论、分享各自的阅读体会。《了

不起的盖茨比》《斯通纳》《人鼠之

间》等书目都是他们曾分阅读、分享

的书籍。“这三本美国作家的小说，

他们的创作背景都以一战、二战为

背景，风格完全不同。这三本书是

我们几个书友各自推荐的，却现成

互补，这是一个人阅读不能实现的，

大家一起读书的乐趣也在于此。”

多彩阅读唤醒更大阅读热情

时 隔 一 个 多 月 ，“开 启 智 慧 之

门 2018 年遂宁市全民阅读主题晚

会”上，由遂宁市中心医院“书香博

济”读书班表演的诵读节目《爱莲

说》收获掌声无数，医护人员的精彩

诵读，读出了他们对莲花“出淤泥而

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品质的追求。

去年 11 月，市中心医院“书香博

济”读书班成立，与该院“视觉博济”

职工摄影班、职工书画班等一起成

为医院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立之后，读书班开展了一系

列阅读活动：诗歌朗诵比赛、读好

书，好读书”主题学习活动、“新春诵

读会”“移动书吧”“一周晨读”……

各种阅读活动的开展，促进了医护

人员的阅读热情，也让他们收获了

更多的阅读乐趣。

“在每周一次的晨读之中，大家

一起交流沟通技巧、巩固专业知识、

追溯疾病历史、分享百科常识，在轻

松愉悦的氛围中增长见。识。”市中

心医院护士王娟对此深有感触。

走进遂宁市中心医院，儿科、肛

肠科、河东分部的大厅……到处可

见供阅读用的书籍，到处可见阅读

的身影。“今天带着孩子来做检查，

本来孩子很紧张，一直哭，我正抱着

她不知怎么办。突然看到儿科侯诊

区有一个移动书吧，就把她抱过去，

很快她的注意力便被书本吸引过去

了，拿着一本《哪吒传奇》翻得不亦

乐呼，很快便忘了生病的焦虑。 ”

带着 3 岁女儿来就诊的刘丽觉得很

安慰。

据了解，“移动书吧”的书籍除

可供前来就诊的患者免费阅读外，

在遂宁市中心医院门诊三楼儿科候

诊区，市中心医院还组织有专门的

医护人员给孩子们讲故事，让孩子

们在侯诊时体验不同的阅读乐趣。

“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
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2014 年，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
电视台专访时，列举出多项读书的好处。

读书，可以养浩然之气，塑造高尚人
格。在 2018年遂宁市全民阅读主题晚会上，
由市中心医院“书香博济”读书班医护人员
表演的诵读节目《爱莲说》让人眼前一亮。

读书班并不仅此一家。因为喜爱阅读
而自发聚集在一起组团阅读，在遂宁比比皆
是。通过这些阅读活动，人们组团阅读，交
流阅读经验，“悦”读越幸福。

曾浩和儿子在阅读分享会现场 《爱莲说》演出现场

相隔数公里
英雄儿子牺牲于天津港爆炸

见到张宜碧时是在 5 月的下午，闷热

的天气让人昏昏欲睡。

初见张宜碧时，没有想象中的低沉：

穿着知性，脸上总是带着灿烂的微笑，交

流中让人如沐春风。然鲜有人知的是，过

去两年，她所承受的巨大痛苦。

2015 年 8 月 12 日，天津港发生大爆炸，

事故地点距离张宜碧的住所仅有数公里。

她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声巨响。当时，

整个房子都震颤了起来，受到惊吓的张宜

碧和其他人一样赶紧离开房间，来到大街

上。很快，天津港发生大爆炸的消息不胫

而走。

此时张宜碧才反应过来，自己的儿子

雷 池 正 是 天 津 港 消 防 支 队 的 一 名 消 防

员。她赶紧给儿子打电话，但无人接听。

她心中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她赶紧向事

故地点赶，但是那里已是一片火海，浓浓

的黑烟遮天蔽日，不允许任何人靠近。

怀着忐忑的心情，张宜碧离开了事故

地点，开始向朋友求助，希望能够得到关

于儿子和其所在消防支队的消息。但都

以失败告终。

此后几天，张宜碧整日以泪洗面，吃

不下饭，睡不着觉，总是穿行于各大医院，

寻找儿子的踪迹。直到 8 月 23 日，噩耗传

来，她堕入到了炼狱般的现实中。其后，

儿子雷驰被授予烈士称号。

2015 年 8 月 12 日，供职于天津港消
防支队的遂宁青年雷驰，在天津港爆炸
中因救灾英勇牺牲。其后，雷驰被授予
烈士称号。

雷驰的母亲张宜碧一度无法接受儿
子的牺牲，整日将自己关在屋内，以泪洗
面。去年 6月，张宜碧逐渐走出了失子的
阴霾，她知道儿子生前乐于助人，决定将
这种品质延续下去，成为了遂宁一名公
益活动志愿者。

为儿子做公益，
天津港事故烈士母亲当义工母亲当义工

◎王锡刚

参加救援活动演练

清明节为学生发放祭品

热心公益
“要让儿子看到现在的我”

逐渐走出丧子之痛的张宜碧，开始面

对生活，在遂宁开了一间茶楼。

今年 3月，张宜碧报名参加了遂宁新闻

网主办的“酷乐善行暴走团”活动。活动中，

她认识了遂宁市青年义工协会会长唐斌。

“唐斌会长告诉我，他们一直在找我，

想知道我的近况，但一直没能联系上。”张

宜碧非常感动，她没想到，大家还没有忘

记自己，忘记自己的儿子。当唐斌邀请她

参加倡导文明绿色祭祀活动时，她没有考

虑就答应了。

从此，遂宁市青年义工协会的公益活

动，她都积极参加。这个月，她的周末被安

排得满满当当：12日参加了在船山区河沙镇

开展的救援活动演练；20日将前往射洪特殊

学校看望残疾儿童；27日看望留守儿童……

如今的张宜碧，把每天的生活安排得

简单而充实，早上准时起床跑步，上午收

拾家务，中午到茶楼，和弟弟妹妹一起吃

饭，下午就一直在茶楼工作，直到晚上八

九点钟回家。一旦有义工活动，就放下一

切去做。

“做公益，让我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张宜碧觉得这很自然，因为儿子喜欢帮助

人，她也要做更多的善事好事，是儿子让

她找到生活的美好和力量。她一直觉得，

儿子并没有离开她，“他活在我的心里，他

希望看到现在的我”。

两张证书
儿子的爱心给了她新力量

2017 年 6 月，张宜碧在儿子同学的

QQ 空间中看到，儿子还没有来得及领

取的两张荣誉证书。一张是“天津市滨

海新区校级文明学生”，另一张是“天津

市滨海新区区级三好学生”。

通过了解，张宜碧得知这两张荣誉

证书在儿子班主任手中保存着。张宜

碧决定前往天津领取将这两张证书，

同 时 再 找 寻 一 些 儿 子 生 活 的 点 滴 记

忆。

这次天津之行对张宜碧来说非常重

要。她从儿子老师和同学的口中，了解

到儿子的很多故事。儿子学习的会计

专业班上大多是女同学，很多脏活累活

他都抢着干；他喜欢帮助同学，每次换

桌位，都会主动去帮同学搬堆成塔的课

本……

张宜碧想起，曾有一次儿子陪她逛

街，见一位老妪上楼十分艰难，雷驰快

步上前搀扶老人，并将老人背上了楼。

这件事让张宜碧在邻居面前“炫耀”了

许久，她认为儿子的做过善事虽然都是

小事，但都值得铭记。

当她站在海边，大声呼唤儿子的名

字时，张宜碧突然觉得，儿子给了她力

量，她决定要好好生活。“我儿子喜欢帮

助 人 ，我 也 要 好 好 的 ，去 帮 助 更 多 的

人。”同时，她有了做公益的想法。

常年关屋里
生活再也没有“阳光”

雷驰牺牲后一个月，张宜碧怀着悲痛

的心情，捧着儿子的骨灰盒回到遂宁，没

有再去天津上班。

失去独子的张宜碧，生活里“再也没

有了阳光”。家人不敢在她的面前提到雷

驰半分，她只要一想起儿子就会情绪奔

溃。

雷驰被安葬在遂宁烈士陵园。为缓

解对儿子的思念痛苦，张宜碧时常去烈士

陵园，静静地坐在儿子的墓碑前，同儿子

“说话”，讲自己的近况，也讲儿子幼时的

趣事。有时，她干脆购买两份早餐，到儿

子的墓前吃“团圆饭”。

张宜碧长时间把自己关在屋里，一遍

遍抚摸儿子生前的照片，任眼泪婆娑。因

为哭得太多，她的视力受损严重，为此还

做了一次手术，医生说是经常流泪导致的

白内障。但她总是忍不住想起，过去乘车

时，坐在后排的儿子总是会先下车，然后

为坐在前排的自己开车门；以及诸如此类

的点点滴滴。

关于儿子的牺牲，张宜碧总是陷入深

深的自责中。她总是幻想着，如果当初没

有把儿子带到天津，如果没有建议儿子去

考消防员……

越是这样想，张宜碧越是在悲痛中走

不出来，也不愿面对新的生活。2017 年 3
月，因为感情不和，她和丈夫离婚。●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