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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倡导全民阅读，共建书香遂宁，进一步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提高全民阅读参与性、互动性、积极性，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图书馆组织开展的遂宁市第四届“书香家庭、全民阅读示范单位”评选活动

于日前启动。

评选活动委员会组织专家对全市范围内申报的书香家庭、全民阅读示范单位进行了客观、公正、细致地评选，初评出 18 个书香家庭和 20 个全民阅读示范单位。从 8 月下旬至 9 月中旬，本报记者走进这些书香家庭和全民阅读示范单位，探访他们的阅读

故事。今天，本报将他们的故事进行集中展播，读者可在故事展播中品读他们的阅读经历，并为你喜欢的书香家庭、全民阅读示范单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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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选的 18 个书香家庭中，年龄最大的 82 岁，最小的 33 岁，他们都对阅读有着
真挚的感情，在阅读中也领悟出了丰富的阅读经验，可谓是家家有本“阅读经”。

李建秀
亲子共读伴孩子成长

在李建秀的家里，最引人注意的便是阅读角：小小

的书架上摆满了绘本、儿童读物，书架前的茶几、沙发，

是李建秀和两个孩子常常在一起亲子共读的阅读角。

李建秀有两个孩子，大女儿鑫鑫 11 岁，小儿子川川

4 岁。每天她都坚持陪孩子亲子阅读，孩子们对阅读也

充满了兴趣。

李建秀告诉记者，意识到孩子阅读的重要性是源于

她的女儿。女儿现在读小学五年级，之前写作文有些吃

力，语句生硬，口水话多，没有家长的辅导，作文根本完

成不了，孩子都害怕写作文。一次次恶性循环，搞得李

建秀也是身心疲惫。于是，她向孩子的班主任请教写好

作文的办法，并在网上收集写作方法。“多看书，广看书，

大量看书。”于是，她给孩子买了适合的课外书，慢慢地，

孩子爱上了阅读，书也越读越多，写作也有了明显的进

步。

为此，在儿子川川两三岁时，李建秀就开始有意识

地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睡前故事、亲子阅读 ......让孩

子爱上了阅读。有时川川还会提醒她，“妈妈，我今天还

没读书呢。”

罗刚锋
在古书里“咬文嚼字”

走进罗刚锋的家，便是走进了一个小型图书馆，除

了客厅里到处是书，他还有一个书房，书房就像图书馆

的书库一样全是书柜，柜与柜之间只有约 50 厘米的转身

空间，书柜里全是他的“宝贝”：各种版本的《说文解

字》、成套的《四部精要》《二十五史》《全唐诗》……

82 岁的罗刚锋特别喜欢古书，在他家的万余册书籍

里有 1236 册线装书，其中不乏一些名人，比如孙中山、杨

桪鹤等人的手扎。对于这些古书，老人十分爱惜，除了

给它们编名造册外，还用纸板和胶水做成纸盒，将书装

起来，再放在书柜里。老人的这些古书大多是他淘来

的，收荒匠都成了他的“线人”。

“要看就要看第一手资料，第二手资料不可靠。”怀

着对文字的敬畏，对于资料记载，老人十分较真，常常为

了求证一件史实，甚至一个字的写法，他都多方查证资

料。几年前，老人读到著名藏书家、史学家谢兴尧写的

回忆录《我的状元老师》，当中提到光绪二十年间的资中

状元骆成骧一事，老人多方求证后证实，骆成骧与谢兴

尧之父谢泰来确系同寝室同学，后收录入《射洪县志》。

老人特别喜欢中国文史，他一直怀着一颗敬畏的心

研究中国文史，品读中国文史。

曾华
阅读打开孩子的视野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曾华一家的梦想，而现在

他们也正朝着这个梦想而努力。

“我很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各种名著和散文，现在

孩子也养成了每天读书的习惯，而且会把书中的好词佳

句抄录下来。我们家有 3 个书柜，上面有文学 (四大名

著 )、百科 (智力开发百科全书、武器酷车大百科等 )、绘本

(蚯蚓的日记等 )、漫画等书籍，种类繁多，我们都看得津

津有味。”曾华说。

曾华说，她平时喜欢读一些文学作品和与工作相关

的专业类书籍；丈夫喜欢读军事、历史类书籍；儿子喜欢

读百科类书籍。到周末，曾华还爱带着孩子一起参加各

种活动，比如新华文轩遂宁书城举办的“我是朗读者”

等。

曾华坦言，通过读书，一家三口共同成长，开阔了视

野、增长了见闻、丰富了学识、陶冶了情操。读书让他们

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充满了快乐，而且得到很多意外的

收获。

肖姝婷
阅读也是一种陪伴

肖姝婷家里有两个书柜，一个放在沙发边上，供一

家人随手阅读；一个放在书房，两个书柜共装有各种书

籍近 1600 册。

肖姝婷的工作是城乡规划设计与管理，在工作上用

到的专业知识很多，涉及的面很广，诸如经济、社会、人

文、地理、地质、生态、园林景观、美学、心理学等，这些

方面的知识除了在学校学习外，还得靠自己抽时间通过

看书去了解掌握、学以致用。工作之余，她通过研读专

业论文和书籍，进行了一些研究，组织了《遂宁绿色城

镇、幸福生活示范工程》《城市公共设施配套》等课题研

究，并发表了论文，参与了《中国遂宁绿色发展报告丛书

——绿色规划篇》的撰写。

肖姝婷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平时会挤出大量的时

间陪孩子，教 5 岁的儿子识字，陪 9 岁的女儿读书。“我发

现他们的书也很有乐趣，女儿的《狼王梦》《开明国学课

本》等我都读过，和他们读一样的书，就可以从中感受他

们的喜好，与他们更近一步。”

除了爱好读纸质书本外，肖姝婷也喜欢电子阅读。

她手机上的阅读 APP 里，每天都会留下她阅读的印迹。

王勇
阅读改变人生

王勇家里有一个专门的书房，里面摆放着他收藏的

书籍和他发表的作品刊物。

“这是最新一期的《蜀风》，上面有我的作品《十里桃

花送香风》。”王勇说。从他的处女作《夕阳老人情暖人

世情》发表后，他创作了许多散文，并在各类报刊杂志发

表散文数万字，其中部分作品曾获省、市奖。目前，他还

计划在两年内出版一本个人散文集。

王勇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他说，之所以

能创作出大量的散文，是读书给他带来的裨益。从小，

王勇便十分喜欢阅读，父母给的压岁钱，他都买了书。

王勇儿时的梦想是当一名作家或记者，而成年后，因为

生计，他学了厨师，并取得高级技工证。

2004 年，通过考试，他成为一名专职社区工作者。

社区是一个基层单位，每天和居民打交道的王勇发现，

社区里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写下来，于是他捡起儿时的梦

想，用笔记下生活中的事件，这些都成为了他创作的源

泉。尽管阅读了大量书籍，但在创作中，有时王勇也感

觉到自己的不足，他又赶紧拿起书本”取经“。散文、诗

歌、历史、科技、法律等类别的书籍都是他的“宝库”。目

前，他共藏书 2000 余册。

孙善武
活到老读到老

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在孙

善武的生活中，他也始终坚信这一点。

孙善武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父亲从小就教育他要

多读书。受到家人的耳濡目染，孙善武热爱文学、诗歌，

靠着阅读积累的知识，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63 年大学毕业后，孙善武投入到金融行业，在绵

阳平武县工作。他坚持每日一读，不断学习。“一日无

书，百日荒芜。因为职业原因，我喜爱看书，书里能发现

很多奥秘。”孙善武工作成绩显著，他称这一切都源于阅

读，源于知识的积累。

孙善武的妻子是遂宁人，当时在平武当知青，与他相

识相恋，随后也跟着妻子来到了遂宁。1988 年，省中国银

行同意在遂宁开设支行，孙善武成了负责人，一干就是 20
年。退休后，他丝毫没有懈怠，家里报纸、杂志订了很多

种。“我很享受阅读，希望书本能一直陪伴我。”

翻开孙善武家的像册，大哥、三弟、四妹、五弟以及

他的两个女儿都是高学历人才。他说，这都源于大家喜

欢看书，因为大量阅读获得了更多知识，为学习奠定了

基础。

田开鹏
看书是一种乐趣

田开鹏的书房“容载堂”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里面

按经史、小说、民国历史、外国文学、读书笔记等分类摆

放。“有一些书是我的收藏，不开封的，而另一套是专门

用来阅读的。”所以，田开鹏有同一本书买两套的习惯。

在这些藏书中，一本《秦英征西》的书很珍贵，这是

田开鹏母亲的陪嫁，书页已经泛黄。只上过小学一年级

的田母凭借自学，如今能看懂四大名著，还经常和田开

鹏一起探讨名著里的人物；外国文学作品则是田开鹏爱

人的阅读喜好。

田开鹏的老家在凉山，成昆铁路边上。他小学四年

级时，在铁路边捡到被雨淋过的 10 来本书，有《大学语

文》一类，读过这些书的他在小伙伴面前更有“吹牛”的底

气；初中时，他天天到同学家蹭书看；高中时，他读遍了

学校图书馆的书；大学时，一个月生活费只有 400 元，但他

会拿出 100 元买书。“我喜欢读书，读书是一种乐趣。”

因为阅读了大量的书籍，田开鹏建立起了自己的精

神世界。他先后创作了在遂宁有一定影响力的《遂宁十

二景》系列城市文化散文，并在其公众号“鬼马先森”上

推送，并写了《最遂宁》系列城市历史笔记。同时，应四

川省委统战部之约，他还为全省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

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纪念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系列活

动创作了主题长诗《盛世锦绣歌》等作品。

李蔚
阅读改变性格

在李蔚的家里，逾一万册书籍占了很大面积。客

厅、卧室到处都是书架；沙发、阳台到处可见翻阅过的书

籍。“几十年了，我老公就喜欢到处放书，随手可取。”李

蔚说。

李蔚的丈夫是遂宁市作协主席蒲小林，著有诗集

《命运的风景》《时光的背影》《十年——蒲小林诗选》和

散文集《灵魂的声音》等多部作品集。

在和蒲小林结婚以前，李蔚是一个好动的女子，根

本静不下来。结婚后，看着一天天在家阅读、创作的丈

夫，她也慢慢地对阅读有了兴趣，常常宅在家里读书，陪

着丈夫创作，读到好的作品他们还会互相探讨。阅读让

她从一个爱动的女子变成了一个喜静的人。

受夫妻俩影响，他们的孩子从小也喜欢阅读，正

因如此，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高中三年曾获成都外

国 语 学 校 的 全 额 奖 学 金 ，后来如愿考上德国一所大

学。

“文化交流是家里的共同话题，我们经常在一起

讨论。”李蔚告诉记者，读书是一种门槛最低的高贵行为，

通过读书，可以改变人生轨迹。坚持不懈，每一步都是踏

实的，一步步踩出来的路，回忆起来会更能体现出价值。

卢平安
读书人不老诵诗还少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卢平安正处在青春年少的学生时

代，这个时期的他，除了课本，几乎无书可读，在日复一

日读课本的累积下，他爱上了阅读。后来，通过函授法

律本科、自考新闻学本科、攻读硕士学位，学习心理学、

考取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咨询师，他家里的书渐渐多

起来，他也从阅读中找到了更多的乐趣。

每周，卢平安至少要读一本书，他还有一个阅读习

惯，就是喜欢摘录金句当作读书笔记，并整理成电子档

发在 QQ 空间。在他的影响下，儿子也喜欢阅读，并爱上

了写作。儿子上大学后，卢平安还与其合著了随笔集

《队长日志》，由黄河出版社出版。

卢平安说自己的阅读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段：“为谋

生而读”，为了父母的期盼、自己的生存、事业的发展而

读，这些阅读或多或少有点“功利”的味道；为补偿而

读”，无书可读的年代，多想读读四大名著，可后来有条

件时，那早已塞满世俗、布满尘埃的心，哪里还容得下四

大名著，哪里还装得进村上春树？当然也曾把心慢慢静

下来，开始在心理上用阅读加以补偿；“为回家而读”，

“回到心灵的家园”，心随书动、书随心动，“读书人不

老，诵诗还少年”！

罗建业
耕读传家 诗书济世

“耕读传家，诗书济世”，一直是罗建业家的追求和

梦想，也是家庭最渴望的一种生活状态。30 多年来，他

和他的家人一直坚持阅读。

莎士比亚曾说过：“生活中没有书籍，就好像生活中

没有阳光；生命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了翅膀。”

罗建业和他的家人深深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一家人都喜

欢读书，并且具有良好的读书习惯，常常一家人以相互

探讨读书所得为乐。

在小孙子一岁多的时候，一家人便开始有意识地培

养孩子的阅读习惯，给孩子读睡前故事，教育儿孙学习

中国文化经典，罗建业先后为孙子购买儿童读物 100 余

册。在他的影响和教育下，小孙子 1 岁多就能背诵 10 余

首古诗、《三字经》片段，认识 100 多个国家的国旗，七八

十个汽车品牌标志，几十个汉字及 26 个英文字母，受到

邻里和亲朋的交口称赞。

腹有诗书，其品自高；腹有诗书，其德自谦；腹有诗

书，其身自正。在单位，同事们经常称赞罗建业爱读

书；在小区，邻居们谈起罗家人爱读书都纷纷点赞。

杨蓉
旅行买书当礼物

35 岁的杨蓉是洋渡实验学校的一名老师，由于爱好

和工作等原因，书籍自然成了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藏书千余册。

平日里，杨蓉通过阅读教育书刊，掌握了大量有关

教育教学的最新信息。在新的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其课

堂教学水平越来越高，教学效果越来越好，深受领导的

欣赏、同事的好评和学生们的欢迎。杨蓉的丈夫王广是

一名医生，他则爱读医学专著，从中汲取营养，提高自己

的专业技能。在夫妻俩的言传身教下，8 岁的儿子王炘

睿也十分喜欢读书，各种儿童文学书籍是他的酷爱。

杨蓉一家人还有一个习惯，每次出去旅行，带给家

人的伴手礼都是在当地书店买的书。所以每到一个旅

行地，书店成了他们必须“打卡”的地方。

除了爱读纸质书籍外，听书也是杨蓉喜欢的一件

事。杨蓉认为，读书的人，谈吐清新而不凡，举止稳重而

端庄，思想活跃而深刻，自信但又不自负，这是他们家追

求的目标，也是读书带给他们的收获。

唐中建
带动大家一起读书

在射洪太和二小旁边，唐中建的尚静堂里，书架上

摆放着各种各样的书籍。一旁的几张书法台，墙上贴着

的学生作品 ......都给小小的尚静堂增添了几分书香气。

唐中建说，这里的书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部分书

籍在他的老家。“在这里放些书，就是想让前来参加艺术

培训的娃娃们课间能读读书，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

对于阅读的裨益，唐中建深有体会。他说，阅读改

变了他的人生。从小，唐中建就喜欢读书，舅舅家的《随

唐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将他带进了一个个奇妙

的世界，读着读着，他便想长大当一个画者，把这些画出

来。长大以后，他当兵进了军营，从部队转业后，他回乡

当过村支部书记。在其中，绘画梦一直在心中萦绕，于

是他找来绘画类的书籍、读大家的画，从中摸索门道，慢

慢地他在射洪画圈也有了一些名气。

在老家的邻居眼里，唐中建一家与别的农民有些不

一样，别人空闲时都喜欢围在一起摆龙门阵，而唐中建

和爱人却喜欢读书，家里有一大堆书。一些邻居便到他

家，想看看他们家的书有什么魔力，结果也被书迷住了，

一有空就到唐家借本书读一读。

廖福良
播下阅读的“种子”

由于受外公与舅舅的影响，廖福良自小便喜欢阅

读。与别人有些不同的是，廖福良不但爱读，更爱写。

“从 2012 年起，我就坚持写日记，迄今写了近 70 万字，这

些日记对我来说是不可替代的宝贝。或许，将来可以出

一本真正属于我的册子。”

廖福良是遂宁二中高中部的一名语文老师。身为

教师，为了守望经典中的那些星光，在学生心底播下阅

读和写作的种子，廖福良创办了校刊《云影》，组建了云

影读书社，成立了云影语文工作室。他在指导班级同

学深入开展专题研究性阅读的基础上，整理同学们写

下的研究性小论文，编写了校本教材《阅读·思考·表达

<论语>专题研究性阅读》《朝吟风雅颂暮唱赋比兴——

<诗经>专题研究性阅读》《自言自语——我的第一部传

记》。

廖福良坚信，他会一直在阅读和写作这条路上思

考、行走。目前，他家中的藏书装满了好几个书架。他

的女儿、妻子以及越来越多的学生在他的影响下，对阅

读和写作都有了更深的体验和收获。

胡可慧
阅读成为家人间的纽带

在胡可慧家里，虽没有专门的书房，但卧室书架上

摆放的 500 余册书籍，供一家人随手可读；手机里的

1000 多册电子书籍，是他们“屏读”的见证。

从小，胡可慧便喜欢读书。小学时，母亲给她的钢

镚都被她积攒起来，到小人书摊看书；初中时，学校的图

书馆将她带进了少年文艺时代；高中时，语文老师的《朝

花夕拾》《呐喊》等书籍为她提供了丰厚的精神食粮；大

学时，《红楼梦》《飘》《简爱》《巴黎圣母院》等经典书籍

将她带进了一个名著的世界，精读《红楼梦》6 遍的她深

品书中的人物、诗词歌赋、匾额对联、美食医药……

在女儿刚刚咿呀学语时 ,胡可慧的丈夫便开始给孩

子读儿歌、唐诗；女儿小学三年级时，便开始读《中华上

下五千年》《三国演义》图画版等，每每读到好的文章，胡

可慧也要和女儿分享。女儿青春期时，为了让她树立良

好的三观，胡可慧认为除了学校和家庭教育外，就是读

书，因为以书为镜，能照出自己的不足，以书为标尺，能

够找到改善的方向。

如今上大学的女儿还要给胡可慧夫妻布置阅读作

业，一家三口最开心的事便是交流阅读体会，阅读成了

除血脉之外联系他们的一种纽带。

刘永康
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在刘永康家里，有一个 20 平方米的书房，里面收藏

着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类别书籍 4000 册。

刘永康的家庭是一个教师世家，刘父、刘永康、刘永

康的儿子一家三代人都是教师。刘永康说，这得益于大

量的阅读。

从小，刘永康的父亲便教导他要认真读书。刘永康

听从父亲的教诲，读了大量书籍，在阅读过程中，他努力

汲取书本上的营养，体会到了阅读的乐趣。随着他长

大，阅读的书籍越来越多，阅读已成为他的一种习惯。

“每天不读书，就感觉浑身不舒服。”刘永康说，不管

每天的工作多忙，忙完后，他都要至少阅读一个小时。

大量的阅读给刘永康带来了许多益处：上学时，学

习成绩优异；教书育人时，他能信手拈来；管理学校时，

因为大量阅读汲取到最新的管理理念，所以也能从容应

对。

“书籍已成为了生活中的必须品。”除了阅读纸质书

籍外，刘永康也爱电子阅读。刘永康认为，读书和学习

使人进步和乐观，知识的海洋是人类生生不息和文明得

以传承的基石。

温玉霞
阅读是生活的一部分

温玉霞始终坚信：一本书像一艘船，可以载着人从

狭隘的地方，驶向生活无限广阔的海洋。由于爱好和工

作等原因，温玉霞和丈夫都酷爱读书，书籍已成为其家

庭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阅读改变了我的一生，使我受益匪浅。从小学开

始我就爱看书，年轻的时候经常去图书馆看报刊。别人

扔掉的书籍，我也会当做宝贝捡起来看。正是因为从小

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才让我在之后的工作中如鱼得

水。”温玉霞如是说。

工作之余，温玉霞大量阅读法律书籍，2006 年自学

考取四川大学在职法律硕士，取得硕士学位；2008 年通过

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读书之余，她

还养成了撰写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的习惯，经常通过微信

朋友圈发布。在夫妻二人的熏陶下，两个儿子自小也喜爱

读书，增加知识储备。全家还积极参加“世界读书日”等活

动，交流读书心得。家庭良好的读书氛围也感染了左邻右

舍，大家纷纷到其家借书、谈书，分享阅读的快乐。

“她一天不看书就睡不着觉，现在小儿子才两岁，每

晚哄完孩子睡觉，她一定会起来读了书才睡。”在温玉霞

母亲眼里，女儿就是一个“读书狂”。

谭清友
阅读奠定写作基础

读书读报，是谭清友的一个爱好，也是他消除工作

疲劳的一种方式。劳累之余，捧着一本书慢慢阅读，你

会被带入另一种愉悦境界，或山重水复，或柳暗花明，或

被书中离奇的情节所吸引，瞬间他便会忘记一切，疲惫

会消除干净，达到身心畅快的境地。

1976 年，遂宁师范学校毕业的谭清友被分配到师范

附小教书。有时为了读到更多报纸，他骑车进城，到大

东街邮电局门前的报刊栏去读报；周末，他最喜欢去逛

新华书店，碰见喜欢的书，便会买上几本。

在阅读的基础上，谭清友慢慢地喜欢上了文学、诗

歌，每年都 要 从 微 薄 的 工 资 中 ，拿 出 一 部 分 订 阅《诗

刊》《星星诗刊》等杂志。从这些杂志中，汲取营养，

提高文学修养和鉴赏能力。后来，他慢慢开始诗歌写

作，30 多年来 , 已在《诗刊》《儿童文学》《星星》《上海

诗人》《诗林》等刊物以及美国、加拿大、苏里南共和

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几百家报刊发表了诗歌千

余首；出版有诗集《挣扎在琴弦上的雨》《说出时间的

暗语》《阳光在人间疾走》等 9 本；其创作的诗歌多次

获《诗刊》等全国诗歌大赛奖。 1996 年，他还加入了四

川省作家协会。

张倩
一家三口“读书乐”

张倩和她老公都是普通职工，除了正常上班以外，

家中最大的乐趣就是一起读书。书籍在他们家庭生活

中占据着显赫的位置。自从女儿出生后，家中的阅读氛

围就更加浓厚。

俗话说，好习惯都是慢慢培养出来的，让孩子爱读

书也需要慢慢培养。女儿出生后，张倩每天晚上都陪着

她看书，睡前给她讲故事。于是，“读书乐”的氛围就这

样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家长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可

以看见他们以后的模样，女儿在我们的影响下，虽然才

两岁，但已经可以背诵十几首古诗了。”

在张倩家里，时常出现这样的画面，一家三口与书

为伍，在书中汲取知识，提高修养，享受快乐，不断成

长。“读书成为了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家庭和

谐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通过买书，读书，探讨学习所得，

我们家的书香味逐渐浓厚起来。”张倩说。

在家里阅读还不够，节假日，张倩还带着女儿去新华

文轩遂宁书城、市图书馆参加一些阅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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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个书香家庭 家家有本“阅读经”
——遂宁市第四届“书香家庭”评选活动入围故事展播

■本版文图 全媒体记者 徐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