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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时全天候开放，2000 多册
图书免费借阅，无人值守自助服务，
阅读环境温暖舒适……日前，我市
推出首家 24 小时城市书房，为鹰城
市民提供了一个更加贴心的“精神
栖息地”。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
发展，电子阅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青睐。与此同时，其带来的弊端也
愈加显现，引起的担忧也愈来愈
多。在回归传统阅读和理性思考的
时代呼声日益高亢的大环境下，我
市建设 24 小时城市书房，推动全民
阅读，就具有了更加特殊的意义。

一册在手，或细细品读，或掩卷
沉思，相比屏幕化、碎片化的浅阅读，
这种探究式的阅读方式，曾经影响了
一代又一代人。它不仅有利于人们
学习知识、启迪智慧、提升修养，而且
有利于培养青少年形成安静学习、集
中思考、锤炼思想的良好习惯。

作为我市倾力打造的文化惠民
项目，24 小时城市书房是文明的象
征，更是文明的传播平台。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目前，我市的24小时
城市书房虽然仅此一家，但其象征
意义很大。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也是一次难能可贵的探索，目的是
通过这种形式营造“抱团读书”的环
境和氛围，把更多市民从浅阅读的
泥淖里拉出来，重新激活人们内心
的阅读需求，使其回归传统的深阅
读，进而提升全民的素质和城市的
品位。

城市书房明亮，城市就会充满
希望。在此也希望大家能够怀抱善
意、遵守秩序，诚信借阅、文明阅读，
让这一全民共享的阅读平台引领市
民走向有内涵、有底蕴、有深度的生
活，让这一温馨轻松的公共文化场
所成为我市新的文化符号和精神地
标。 （榴莲）

回归传统阅读的可贵探索

■ 下期话题预告

近两天，一则暖心新闻刷爆微
信朋友圈——建井三处职工王保华
甘肃卧冰救人获点赞，随后建井三
处对其给予了高度肯定和嘉奖。

1 月 1 日，新年的第一天，在甘
肃省金昌市龙泉公园，一名6岁男孩
不慎坠入湖中冰窟，现场多名热心
市民与及时赶到的民警合力展开生
死大营救，终将男孩救出。让人感
动的是，一位“红裤头”小哥与同伴
最先冲上冰面，“红裤头”小哥匍匐在
冰面上，奋力把编好的藤条扔向水中
挣扎的男孩。男孩获救后，“红裤
头”小哥与同伴悄悄离开……

据了解，“红裤头”小哥叫王保
华，其同伴叫常军广，两人是平煤神
马集团职工。王保华卧冰救人的事
迹被媒体转载报道后，数万网友为

河南人的侠肝义胆与善良点赞，称
王保华再一次传递了河南品牌的温
情，成为正能量的代言人。（详见今
日本报1版）

与此同时，《河南省见义勇为人
员奖励和保障条例》今年1月1日起
正式实施，对见义勇为人员的认定、
奖励、权益、保障作了规定，被广泛
称为“好人法”。其中明确规定，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见义勇为人
员奖励保障和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
政预算，予以足额保障。

下期话题：卧冰救人，鹰城小
哥获嘉奖。欢迎参与讨论。

书面来稿请寄至本报专副刊
部 。 电 子 信 箱 ：baixinghuati@qq.
com，请在邮件主题栏注明“话题”字
样。截稿日期为1月18日。

卧冰救人，鹰城小哥获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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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书香文脉 望城市未来
1月3日，本报记者从市图书馆了解到，我市推出了首家24小时城市书房。
24小时城市书房是市图书馆推出的新型图书借阅服务，具备申办新证、自助借书、自助还书、图书阅览及电子阅览等

图书馆的基本功能。另外，书屋还设置了爱心图书漂流岛，读者可以将自己不看的书捐赠出来，供需要的读者借阅。
该书屋全天智能管理，是集数字化、人性化为一体的新型图书馆。内置图书、报纸、期刊等文献资源2000多册，配备了

阅览桌椅、嵌入式24小时自助办证机、自助借还书机、自动升降式书箱、刷卡联动系统以及智能门禁和监控系统等。

珍惜这份新年大礼

庞振江（平煤股份二矿）
书房是智者的宝库。当人们迷惘、

不知所措的时候，走进书房和书籍交谈
一番，便能信心十足地面对人生。书房
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室，各类教师都有，无
论有什么问题，都能在这里得到解答。

我喜欢读书，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
时候，为此，没少吃老伴儿的没趣。我
市推出24小时城市书房，无疑是给鹰城
市民一个超棒的新年礼物。届时，我将
到那里徜徉在书籍的海洋中，通宵达
旦，体会南宋诗人杨万里“虫声窗外月，
书册夜深灯。半醉聊古今，千年几废
兴”那深夜读书的惬意和欢乐。

读书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可以涵养性情，陶冶情操，提升品质，没
有什么比愉愉快快、认认真真、踏踏实
实读书更让人感到心神愉悦的了。我
们要珍惜这份新年大礼，并且充分、高
效使用这份新年大礼，做一个“好学则
老而不衰”之人。

高尔基说：“爱护书籍吧，它是知识
的来源。”我们去书房读书，要爱护书
籍，不乱涂乱画，不折页卷角。还要注
意书房环境卫生，不抽烟，不吐痰，不高
声喧哗，爱护书房的公共财物。

希望读书成为习惯

张海涛（宝丰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新年伊始，鹰城推出首家24

小时城市书房，对广大市民而言，这无
疑是一份超值的新年礼物。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书还在，一切
就不会丢掉。古有凿壁偷光、囊萤映
雪，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仍不乏一
些夜读的情怀之人。24 小时城市书房
的设立，无异于架起了一座桥梁，让更
多读者能够随时享受到温暖的文化夜
宴。同时，也有助于培养更多人的阅读
习惯，进而提高文化涵养，提升文明素
质，形成鹰城良好的文化氛围。

全民阅读引领文化新风尚，希望读
书成为习惯，期待书香浸润心田。记得
一位大学校长建议学生要结交两个朋
友——一个运动场，一个图书馆，到运

动场锻炼身体，强健体魄；到图书馆博
览群书，不断充电、蓄电、放电。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
玉。汉代著名文学家、学者刘向也曾
说：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浮躁的
社会呼唤全民阅读，快速的生活节奏需
要一隅安静的心灵空间，民族强大更需
要不断的知识支撑。想一下，在城市书
房提供的书桌、椅子上，平摊一本心仪
已久的书，聚精会神地徜徉其中，与高
尚的心灵对话，是一种多么高品质的精
神享受。

最后，建议广大市民一定要像爱护
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我们的城市书房。

给城市书房提两点建议

梁云祥（汝州夏店乡）
24 小时城市书房打破了传统图书

馆在服务时间上的限制，让上班族、学
生等群体可充分享受便捷的阅读服务，
进一步鼓励和推进着全民阅读。

市图书馆推出24小时城市书房，全
天智能管理，集数字化、人性化为一体，
这必将进一步强化纸质阅读的阵地，拓

宽公共图书馆的服务面并提高其服务
能力。以文化惠民、让文化乐民、使文
化聚民，这种以实际行动推动全民阅
读、创建学习型城市的做法值得学习。

与此同时，笔者也想就24小时城市
书房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做好图书的选
择。千万不要为了数量而忽视质量。
全民阅读的关键在于阅读质量的提升，
因此图书的选择，要慎之又慎，争取让
更多好书走进读者视线，进而提高读者
文化水平。二是做好管理工作。目前
我国不少城市都建有诸如 24 小时城市
书房的自助图书馆，一些不文明现象时
常见诸报端，比如有的图书馆因为市民
在里面吃饭、睡觉而不得不停止服务，
令一些来借还书的“夜猫子”读者吃了
闭门羹。因此，相关管理一定要跟上，
别让公共服务因个别人的不文明行为
而缩水。

为首家24小时城市书房点赞

崔应红（鲁山县董周九小）
爱读书的人不少，可传统图书馆借

还书手续麻烦，而且离家太远，往返太

浪费时间，影响了一部分人的阅读热
情。我在县文化中心的阅览室读过书，
环境的确很好，图书也很丰富，可不能
任由自己的性子阅读，管理员是要下班
的，无论有多么不舍，也只能离开。要
把书或杂志拿走阅读，需要烦琐的手
续，只能匆匆地粗略翻阅，影响了阅读
感受和质量。

24 小时城市书房最大特点就是方
便——智能化程度高，手续简单，方便
借阅；时间不受限制，可随时借阅，所以
一定会受到市民的喜爱。欣闻我市也
推出了首家24小时城市书房，忍不住拍
手称赞。这不仅提高了城市品位，而且
满足了老百姓基本的文化需求，为市民
提供了一个便捷、舒心的汲取精神食粮
的好去处，同时也是为广大家长培养子
女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提供了场所和
氛围。

读书，低调的奢华

刘勤（市第二高级中学）
一日等公交车，见一乘客就着路灯

在读书，身旁的嘈杂仿佛跟她无关，时
值隆冬，凛冽的寒风吹得手都麻木了，
她需要哈哈气才能翻书页，但依旧专心
致志。我不忍打扰，看她一个美丽的侧
影，心想，要是公交站旁有一间书屋该
多好啊！

而今，鹰城市民也有这样的福气了
——1 月 3 日，我市推出了首家 24 小时
城市书房，这无疑是一道丰盛的精神大
餐，超值的新年礼物。在智能手机遍地
开花、碎片阅读大行其道的今天，提倡
阅读尤其是纸质阅读，能够让心宁静下
来，留一方净土。书是一个被压缩的世
界，读一本好书，可以体察世间百态，可
以与先哲、大家对话。

读书还让人明白，不是每个人都事
事如意、时时随心；不要纠结于一事，不
可执着于一念，换个角度看世界，则云
淡风轻，鸟语花香。

有人说，读书是最低调的奢华，我
很认同。纵使没有更多金钱，但温饱之
后，一本书，一杯茶，对明月，对晨曦，那
是何等的逍遥与洒脱，谁又能说这不是
一种幸福与富足呢？

1月12日，一位读者在我市首家24小时城市书房借阅图书。 本报记者 王尧 摄

“我一辈子做一件事，就是火炸药
的研究，这是国家给我的使命，我必须
完成好。”拳拳赤诚之言，读来重若千
钧。1 月 8 日，一年一度的科技界盛会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京召开，
南京理工大学王泽山院士、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侯云德院
士分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关注和
掌声第一时间投向这两位大家并不熟
悉的大师，而与此同时，王泽山院士这
句“一辈子做一件事”的朴实话语也被
广泛引述，引发很多人的共鸣和感佩。

“一辈子做一件事”，从王院士口中
说出是那么淡然平和，但这背后却是一
种“亦余心之所向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的精神。这份执着与坚守，也是这些堪
当国之重器的大师的共同品质。这些
年，我们透过报纸与镜头，慢慢认识了
这个承载着光荣与梦想的群体。他们
当中，有 30 年未入家门、为中国核潜艇
事业倾注毕生心血的黄旭华；有在荒野
奔波 20 载、为“让国人开天眼”的南仁

东；有隐姓埋名 28 年、为中国原子核理
论研究奉献终身的于敏……尽管立足
的领域不同，但默默无闻、潜心研究的
品质却一以贯之。也正是这份殊为可
贵的静气与专注，成就了他们的大写人
生，换来了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这些话我
们都不陌生，但透过老一辈科学家的人
生故事，我们更能掂量出这句话的分
量。在共和国大厦中，他们或梁或柱、
或砖或瓦，为祖国奉献了所有。在他们
心里，并非没有儿女情长，没有个人打
算，但他们价值排序的首位永远是国家
民族。面对回国时来自国外的挽留，柯
俊院士一席婉拒的话令人动容：“我来
自东方，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在饥饿
线上挣扎，一吨钢在那里的作用，远远
超过一吨钢在英美的作用。”面对一穷
二白、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梁思礼在自
述文集中坦言心迹：“我们这些热爱祖
国的归国留学生心中暗暗发誓，要把一
生奉献给祖国，为改变她贫穷落后的面

貌，为她的独立、强盛、繁荣而奋斗。”常
怀爱民之心、常思兴国之道、常念复兴
之志，深深的赤子之心与家国情怀堪称
大师们价值谱系里最亮眼的一抹。

“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
者，大丈夫之终也。”责任和担当，乃是
家国情怀的精髓所在。如果说，老一辈
科学家以身许国源于改变中国落后面
貌的使命感，那么今天神州大地已换人
间，讲奉献、重集体的家国情怀是否过
时？诚然，作为后发崛起的新兴大国，
中国身处的环境确实不再像当年那般
窘迫，但民族复兴的重任仍然在肩。对
于个人来说，家国情怀是根与魂，“勤
奋、报国”这四个字在功利主义盛行的
当下更是弥足珍贵。坚定的信念，可以
超越利益驱动，让一个人变得更加纯
粹、更加心无旁骛。国而忘家，公而忘
私，把个人价值寄托在对国家和人民的
大爱与奋斗中，今天的中国呼唤更多这
样的使命自觉。

精神有了归属，生命就有意义。与

其说家国情怀是一篇关乎国家发展、民
族复兴的宏大叙事，不如说是连接个体
努力、具体行动的微观刻画。“一辈子做
一件事”，精益求精用一辈子打磨一件
事，就是其具象表现。志向远大、坚韧
不拔，看名利淡如水，视事业重如山，扎
扎实实干工作，默默无闻作贡献，是一
种崇高的境界。将个人价值与社会贡
献无声粘合并渗透于生命过程始终，这
本身就是一种精彩的生活，绚烂的人
生。当更多人把成功果实挂结在祖国
这棵大树上，这棵大树便会枝繁叶茂，
汇聚起兴旺发达的磅礴力量。

“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
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
发展”。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到
关键时刻，“中国梦”对接着每一个人的
平凡梦想，依赖你我他去携手实现。传
承好一代大师的家国情怀，一辈子做好
一件事，我们必将收获一个更加幸福美
好 的 生 活 、更 加 舒 展 丰 盈 的 自 己 。

（原载于《北京日报》）

范荣

“一生做好一件事”是更高的人生境界

1月 9日，一则“女子带着孩子阻碍
高铁发车”的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视
频中，一名带着孩子的女性旅客以“等
老公”为名，用身体强行阻挡车门关闭，
铁路工作人员和乘客多次劝解，该女子
仍强行阻拦车门，造成该列车晚点发
车。据媒体报道，女子一家人最后“成
功”登车，但已被所在工作单位停职检
查，而铁路公安也已介入调查处理。

浏览网上的跟帖评论，不难发现这
一次网友的声音出奇一致：普遍把炮火
对准了当事“奇葩女子”，纷纷表示“气
炸 了 ”，没 想 到 竟 如 此“ 没 有 规 则 意
识”。确实如此，视频提供了最直接、最
有力的证据，是非对错一目了然，批评
当事女子应是网友的一种自然反应。
笔者也是如此。分析来看，当事女子主
要错在两个地方：一是没有规则意识，
把个人和家庭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

上，典型的损人利己；二是没有考虑对
孩子的影响，作为一个母亲以这样撒泼
的方式言传身教，典型的行为失范。当
事女子行为不当，就应当承担种种后
果，无论是网友的口诛笔伐，还是工作
单位的停职处理，抑或是公安部门的调
查处理。这是社会朴素正义的体现，也
有助于通过这一负面个案引导更多人
遵守规则、注重身教。

不过，当事女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现得颇不服气，一直辩解“我跟他讲
了事实，我老公就在上面，10 秒钟就能
下来”“从头到尾，他们总共拉了我 5 分
钟，但就是不打电话给楼上工作人员，
把我老公放下来”“我只是个人，怎么可
能拦在动车前面阻止它开呢？”从中，亦
可看到女子自有的一套处事逻辑：一是
认为全车人在规定发车时间后再等待
10秒钟（实际更久）不是大问题；二是认

为可以通过车站工作人员“关系”帮助
她老公打开快捷之门。换句话说，在她
看来，事情不大，顶多是小违规，还可以
通过“关系”补救。秉承这样思维逻辑
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少数，所不
同的是程度、场合、被曝光与否。这些
人除了骨子里流露出的自私自利，还总
认为规则是留有余地的，是可以借助“关
系”疏通便利的。而且有些矛盾的是，人
们往往无法容忍别人这样做，却经常会
容忍或说服自己这样处事。所以，我们
不能只看到阻拦高铁女子一人，也要看
到有着类似行为逻辑的更多人。

没有规则意识，当事女子的行为足
以说明这一点。但在这起事件中，没有
规则意识的却不止她一人。倘若严格
按照规则办事，一则这名女子和她的孩
子也是必须检票的，二则这样违规的一
家人也是不应该上车的。但是，不管是

疏忽也好、同情也罢，女子和孩子“成
功”躲过了检票，最后一家人还“成功”
登上了车。倘若没有网友曝光，这名女
子就实现了损人利己的目的。同时，如
果没有舆论把事情搞大，铁路公安会不
会调查处理也很难说，因为反应明显滞
后。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一些规则制
定者和执行者，常常会容忍这样的“小
违规”，习惯“多一事不如小一事”，追求
表面的和谐稳定。这事实上是对规则遵
守者的一种不公，而且会引发“破窗效
应”，助长更多、更严重的违规行为。这
同样是没有规则意识，且破坏力更大。

人人讲规则是一种理想局面。我
们批评一个人、一件事容易，但更要看
清楚背后的一套思维逻辑、一类处事方
式。在看到别人没有规则意识的同时，
也 要 反 躬 自 省 ，看 到 自 己 口 袋 里 的

“小”。 （原载于《南方日报》）

丁建庭

没有规则意识的，岂止阻拦高铁的女子

注销公告
平顶山市易游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注册号：410402000016093）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
人于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到公司申请
登记。

特此公告
平顶山市易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3日

经 股 东 会 决
议，平顶山思

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10400MA44LMYY7Y）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金，由

1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200万元人民
币，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到
我公司办理债权登记手续，特此公告。

平顶山思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3日

减资公告

平顶山市耀升物资贸易有限公
司（注册号：4104002002562）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
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申请
登记。

特此公告
平顶山市耀升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3日

注销公告

今年1月1日起，我国首个以环境
保护为目标的绿色税种——环境保护
税正式施行，以此取代了施行近 40年
的排污收费制度。环保税按季申报缴
纳，4月1日至15日将迎来首个征期。

环保税主要目的是助力美丽中国
建设，环保税法总则第一条就写明立
法宗旨，开征环保税是“为了保护和改
善环境，减少污染物排放，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 新华社发

环保税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