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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个公益图书角
为山村孩子打开阅读视界

本报记者 麻雪

“这个书架上的绘本很有趣，

我喜欢在晚读时间看。”“我们小学

的每个教室里都有一个图书角，还

有线上的教师交流平台。”“图书角

的图书会更换的，也是‘蒲公英’爱

心图书传阅的一个站点。”……3

月 14 日，记者在陈仓区拓石镇第

三九年制学校采访公益图书角时，

学校的学生、相关教师以及公益项

目负责人如是说。目前，相关公益

组织为我市 6 所山区学校建起 46

个教室图书角，让小学阶段的每一

个教室都有了专门阅读图书的区

域，这些图书角，帮助山里的孩子

们打开阅读视界。

在三月明媚的春光中，“助力

乡村振兴志愿服务活动暨纯山乡

村图书馆及阅读推广启动仪式”

在拓石镇第三九年制学校举行。

记者跟随此次活动，来到这所美

丽的学校。此时，山乡校园的桃

花、梨花盛开，映照着孩子们纯

真、朴实的笑脸。

山村图书角 遍及小学教室
据了解，从2022年 12月开始，

在宝鸡上善公益联合会工作人员

的协助下，陕西纯山教育基金会在

宝鸡市陈仓区为拓石镇第三九年

制学校等 6所山区学校，共捐赠 46

个教室图书角，涵盖小学年级的所

有教室。其中图书 2426 册、书架 46

个，覆盖学生 1200 多人、教师 200

多人。

当天，在拓石三校二年级的教

室里，记者在教室前看到一个崭新

的书柜，放置了不少符合这个年龄

段孩子阅读的绘本和图书。孩子们

可以利用课间、晚读等时间阅读这

些图书。随后，记者又在四年级、六

年级看到这样的图书角。图书角的

墙上有“纯山图书馆”“乡村图书馆

及阅读推广项目”等字样和介绍。

图书角的图书根据每个年级年

龄段孩子的情况进行分类放置，低

年级的以绘本居多，如《一园青菜成

了精》《不要告诉别人》等，逐渐加入

探索、生物、地理以及百科类的最新

图书，如《刘兴诗爷爷讲述世界地理》

《秘密花园》等。这些印刷精美、内容

生动的图书，可谓又新又“潮”！

爱心传阅 让书本新潮有趣
那么，图书角建立起来后，后

期的维护和更新又该如何做呢？

宝鸡上善公益联合会会长张红兵

介绍，这些图书角的图书都是定期

或者不定期换新的，就是为了不断

满足孩子们新的阅读需求。以拓石

三校来说，这里还参与了“蒲公英”

爱心图书传阅项目，每个图书角每

学期都会更换新的图书。

“蒲公英”爱心图书传阅项目，

是由市委文明办、团市委、

市青联、宝鸡日报社、宝鸡

上善公益联合会发起的公

益活动。目前，该项目已在我

市建立 5 个传阅点，拓石三校

便是其中之一，累计开展传阅

活动 13 期，累计捐赠传阅图书

6800 余本，让 1600 余名乡村孩

子受益。

教师引导 让阅读更加高效
记者还了解到，这个图书角项

目还为相关负责教师提供阅读引

导方法的学习课程，以及其他资源

等的持续支持。

齐婷是拓石三校四年级的语

文老师，她说，针对教室图书角建

立有线上的阅读分享群，群里有多

所学校负责图书角的老师，也有阅

读达人、作家等，大家一起分享阅

读心得，展示老师和学生们的阅读

成果。

她打开自己的微信群，记者看

到群里的互动很频繁，经常有各

个学校的教师分享心得。齐婷自

己也常常分享学生们的动态，“晚

读时间，孩子们迫不及待地跑到

图书角拿起感兴趣的书回到座位

上，津津有味地读起来，教室里鸦

雀无声”，“我让一位同学分享了

他读的《月光下的肚肚狼》中的片

段，希望阅读这件事能在孩子们

心中生根发芽” ……

图书，可以让山里的孩子看到

更大的世界！阅读，可以让山里的

孩子变成更美的自己！让他们不只

是村里的“小淘气”，还可以是人们

的《小王子》；让他们不仅有山风和

野花做伴，也有《夜莺与玫瑰》；一起

好好读书，拥有自己未来的《黄金时

代》……希望，这样便捷的教室图

书角能不断扩大，给山里的孩子们

带来更多、更新的书中视界。

当天活动中，志愿者们还给学

生们送来了美术包、图书，金台区

启迪幼儿园还向拓石镇胡店幼儿

园捐赠了帽子、衣服、益智玩具、

存钱罐等物品。志愿者们利用自

己所长为学生们上了安全教育和

野生动物保护课，讲了海姆立克

急救法等知识，还为幼儿园的孩

子和当地教师上了创意美术、音

乐等示范课。

央视纪录片 《周风秦韵  山水宝鸡》 明日在香港卫视首播——

风自周秦起   

本报记者 张晓燕

3 月 18 日 19:30，由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发现之旅频道《美丽中华行》

栏目组拍摄的纪录片《周风秦韵 山

水宝鸡》，将在香港卫视、央视影音、

央视频、香港卫视客户端、香港卫视

网络电视台同步播出，央视发现之旅

频道也计划在 3 月底播出。3 月 16

日，记者采访了《美丽中华行》的制片

主任杨小华，了解了这部时长半小时

的纪录片拍摄的一些情况。

杨小华介绍，《美丽中华行》是由

央视发现之旅频道推出的一档以“倡

导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为宗旨

的大型人文旅游纪实类节目，是典型

的美丽中国的缩影，主要向社会大众

介绍生态和华夏文明、旅游景观、神

州变迁以及现实社会中经济、生活、

文化等领域的巨大变化和发展动态，

2016 年登陆香港卫视以来，已经拍

摄播出了 400 多部纪录片。

2020 年，杨小华看到了“看中

国，来宝鸡”的宣传品，了解到“中

国”一词最早的组合，是在西周初年

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当中，这件

国宝级青铜器就出土于中国西部的

一座城市——宝鸡。他立即对宝鸡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一番了解，

杨小华得知宝鸡是华夏礼乐文明摇

篮、德政思想之邦、周秦王朝肇基之

地，这里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积

淀，是一座丰饶、富足、厚重、宜居

的城市。于是，他萌生了去宝鸡看何

尊、拍摄宝鸡的想法。

2022 年 6月，杨小华带着导演梁

健、摄像丁爽来到宝鸡，进行了为期

15天的拍摄。他们走进渭滨、金台、岐

山、凤翔、眉县、陈仓、陇县、凤县等县

区，寻访周公、张载、苏轼等历史名人

的足迹，登上了海拔 3771.2 米的秦

岭主峰太白山，走进绿草如茵的关山

草原，来到非遗传承人的制作工坊，

品尝宝鸡的特色美食。他们想用镜头

和画面，向全世界的观众展示三千多

年前的周人与秦人，在这片神奇的土

地上留下的文明印记，展示中华祖脉

秦岭主峰太白山壮丽奇峻的风光，以

及曾经为周天子放养万千良马的牧

场，还有巧手匠心的宝鸡人创造出的

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和美食文化，通

过对宝鸡生态文明建设、人文历史、

西府风情、旅游景观、非物质文化遗

产、城市变迁等线索的挖掘，全方位

解读美丽宝鸡。

整个纪录片分为四个篇章 ：“寻

周秦文化”“游秦岭山水”“品西府非

遗美食”“宜居幸福美丽宝鸡”，镜头

选取了宝鸡城市全景、中华石鼓园、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太白山、关山草

原、周公庙、钓鱼台、凤翔东湖、眉

县横渠张载祠、西府老街等，还有

岐山周文化景区内的演员们着古

装行礼、宝鸡大舞台剧场里周礼乐

园的演出、岐山臊子面后厨制作现

场，选取了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馆

长景宏伟、凤翔六营村泥塑国家级

非遗传承人胡新明、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社火脸谱绘制技艺非遗

传承人）李继友、宝鸡青铜画家强雪

云等人，通过故事、现实场景、文史

影像资料、情景再现、专家学者采访

等多种文化元素和纪实手法，完美

展现了《美丽中华行》的节目特点。

杨小华说，“美丽中国”，美在山川、

美在文化、美在历史，更美在人文，

这部纪录片就是想让观众观看一个

故事，记住一段历史，体验一种文

明，传承一种美丽。

临近采访结束，记者想到了清代

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在《尊史》的

一句话 ：“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

道，必先为史。”意为要掌握世间大

道，必须先了解蕴含着“大道”的历

史文化。宝鸡是周秦王朝发祥地，周

文化作为礼制先驱，形成了以德治

国理念和儒家文化思想 ；先秦文化

开创法制先河，形成了依法治国理

念及改革图强思想。这两个文化奠

定了绵延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基石，

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这部纪录片在央视、香港卫视的

播出，将使周秦文化的历史意义传

播得更为广泛。

风从周秦起！历史中沉淀的，正

是走向未来的力量。

宝鸡春景 陈宏伟摄

资料图 （陈宏伟摄于岐山周文化景区）

摄制组在太白山大爷海合影

摄制组拍摄西府美食

学生们在操场看书

齐婷和孩子们一起阅读

桃
花
沟
里
桃
花
开

凤
翔
区
姚
家
沟
镇
桃
花
节
今
日
开
幕

本 报 讯 ( 记 者 罗
琴 ) 春暖花开季，桃花始

盛开。3 月 17 日，凤翔区

姚家沟镇第五届桃花节在

洛峪村桃花源景区正式开

幕。万亩桃源花海，将让

游客欣赏到乡村春日的别

样魅力。

本届桃花节由市文化

和旅游局，凤翔区委、区政

府主办，凤翔区文化和旅

游局承办，活动将持续至

3 月 23 日。除了欣赏粉嫩

无瑕的桃花之美，广大游

客还可在景区内参加特色

美食品鉴。现场还有农产

品展销，网红主播直播带

货，泥塑、刺绣、剪纸等非

遗产品及文创产品展示，

精彩汉服秀及文艺、曲艺

表演等。游客在赏花游玩

的同时，还能了解历史文

化、体验农耕生活、品尝特

色美食，领略当地的风土

人情。此外，“相约在春天，情定桃花源”主

题相亲大会也将在这里浪漫举行。

据了解，该区通过举办姚家沟镇桃花

节，可全面推介乡村旅游发展成果，不断

提升凤翔乡村旅游知名度和影响力，有效

推动当地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