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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阵地，
“农家书屋”是满足农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服务乡村振兴的重
要载体。今年5月，我省发布关于
推进农家书屋深化改革创新、提升
服务效能的通知，对农家书屋提质
增效作出部署安排。记者近日走访
看到，提档软硬件，探索新运营，创
建品牌活动，建设数字化平台……
各地农家书屋紧紧跟随时代步伐，
吸引更多农民群众走进书屋、爱上
阅读。

硬件提档，浓郁书香聚人心

“在这里看书是一种快乐。”对
无锡市新吴区居民李明杰来说，每
天到自家楼下的净湖社区农家书屋
转转，边品茶边读书已成为习惯。
古色古香的图书阅览厅、电子阅览
室和活动房，环境优美的萧萧竹林、
潺潺流水，这座拥有万余册藏书、酷
似休闲吧的书屋，成为附近居民的

“公共客厅”。
近年来，江苏各地采用多方共

建方式，注重引进社会力量推进农
家书屋建设。张家港市永联镇农家
书屋实行“义工+社工”的服务管理
模式，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新动
力。书屋义工李晓庆向记者展示厚
厚一叠意见簿，上面满满记录着阅
读反馈：“是否有青年人的阅读活
动？”“能否增加一些少儿阅读绘
本？”这些意见都得到认真回复。“无
论哪个年龄层次的读者提出阅读需

求，我们都会认真落实。”李晓庆说。
如何创新拓展农民群众阅读空

间？海安市高新区凤山村在农家书屋
的墙壁上张贴介绍村落沿革、当地民
俗的文章，把楼梯拐角打造成“小而
美”的阅读室；无锡市锡山区云昌社区
农家书屋日常开展评书画、赏舞乐、诵
读经典等活动，让书屋化身别致的艺
术空间。“结合乡村人文特色，让农家
书屋真正成为农民的精神家园，助推
乡村文化传播和文明共享。”书屋负责
人宣至旦说。

多方合力，打造群文大舞台

作为综合性文化惠民工程，各地
农家书屋推出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
泰州市姜堰区西陈村农家书屋举办中
华古诗词经典诵读；张家港市横泾村
农家书屋专门聘请本土评弹艺术家，
一年在“妙桥书场”举行300多场评书
活动……

今年以来，我省开展农家书屋主
题活动1.7 万余场。其中，“我的书
屋·我的梦”——江苏农村少年儿童暑
期阅读实践活动走进千家万户，征文、
绘画、手工报等赢得广泛响应和好
评。各地书屋采用政策解读、好书推
荐、阅读分享、现场咨询等活动形式，
突出农民群众喜闻乐见、与乡村生产
生活息息相关的乡风文明、健康医疗、
种植养殖等主题。句容市茅山镇丁庄
村“葡萄架下的红色阅读”以诵读《习
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开场，
通过朗诵、访谈、情景剧等接地气的表

现形式，解读党和国家的政策、传承红
色基因、宣传“亚夫精神”、推介葡萄产
业，实现送文化与学知识的有机结
合。无锡市新吴区和风社区自主创建

“和风说”“和雅乐居”等文化活动品
牌，让“和文化”成为凝聚社区、温暖人
心的精神力量。

一个崭新的现象是，江苏各地纷
纷将农家书屋纳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通过发动文教体卫工作者、村
干部和农业大户等组成志愿者队伍，
组织社会团体入驻农家书屋，设立志
愿服务项目库等方式，为农家书屋的
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溧阳市49名教
师志愿者在“明慧读书台”为胜笪村留
守儿童讲授机器人等兴趣课程，让农
村儿童和城里孩子一样“潮”。常熟市
将虞山街道“虞阅书房”打造成发布资
源服务、对接志愿项目的平台，服务群
众10万多人次。如皋市“百姓点单阅
读”和海安市“四点半学校”“小丁说
法”等志愿服务项目，为村民提供党
建、法律、健康、安全等全方位指导。

在张家港塘桥镇花园村，农家书
屋通过智能化系统实现24小时免费
开放。虽然无人值守，但每天都有志
愿者前来提供服务。“我所在的志愿者
群一般有 200 人在线，谁有空谁就
来。”62岁的“花之音”志愿者团队队
员沈翠芬说。

“网聚”资源，加快数字化转型

2011年起，江苏将数字化建设作
为农家书屋提档升级的突破口。目前，

省内98%以上的书屋配置数字设备。
“运用数字化助力农村阅读，首先

要让区域内农家书屋与市区图书馆实
现通借通还。”张家港图书馆原馆长缪
建新说，通过流转，区域内书籍资源得
到整合，充足的书源增强了书屋对读
者的吸引力。“当群众提出阅读需求
时，可以基于统一的网络平台‘追踪’
某本书的位置，并在下一次流转中将
其投送到最近的农家书屋。”他表示，
大数据应用会让更大范围的精准配送
成为可能。“通过分析数字农家书屋的
开放、借阅等情况，能充分量化群众的
需求并加以满足。农村基层群众对书
籍的需求接近城市居民，我们要做的
就是多提供各类资源，让他们少跑路、
多读书。”

当前，手机、电脑已成为农村群众
主要的信息来源和娱乐载体。顺应

“互联网+”趋势，无锡市新吴区图书
馆积极搭建由移动阅读APP、图书馆
官网、官方微信微博组成的“吴韵书
香”新媒体阅读平台，读者既可通过手
机等终端随时查阅自己的阅读动态，
也可通过平台实现活动报名、意见反
馈、查询馆藏资源等功能。

“未来，我们希望各地广泛化、常
态化的阅读活动聚集到省级数字化平
台这张‘网’上，以此透视农村书屋的
阅读需求和发展成果，从‘有什么就提
供什么’转变为‘百姓点单、按需制
单’。”凤凰数字传媒有限公司阅读部
主任黄晓洁说。

本报记者 吴雨阳

提档软硬件、探索新运营，全省各地落地有声 ——

农家书屋，让农民爱上阅读

本报讯 9日至10日，“南船
北马 枢纽天下——新华传媒智库
学者记者淮安行”顺利开展。智库
专家学者走进淮安市，为该市大交
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党的十九大以来，淮安市立足
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目标定位，全面
推进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大交通高质量发展步入“快车道”。
徐宿淮盐、连淮扬镇连淮段两条高
铁和内环高架一期工程即将建成通
车，宁淮铁路先行段开工建设，航空
货运枢纽建设深入推进，淮安现代
有轨电车1号线成为国内客流量最
大的有轨电车线路，港口货物年吞
吐量突破1亿吨，京沪高速公路扩
容全面启动……以高速铁路为骨
干、国际空港为优势、高等级公路为
支撑、内河航运为特色的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正加快形成。

新华传媒智库专家学者们调研
考察了淮安内环高架一期工程、淮
安新港、淮安东站综合客运枢纽等

重大交通运输工程。在随后举行的
“淮安大交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
专家们对淮安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建设成效纷纷点赞。专家们认为，淮
安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走在全
省前列，重回“枢纽时代”、重现“南船
北马”之繁华的愿景渐行渐近，这将对
淮安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崛起江
淮”梦想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研讨会上，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东南大学、南京林
业大学、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专家们，还
对淮安市未来如何持续发力构建“大交
通格局”献计献策。专家们建议，淮安
交通基础设施还要进一步细致化、人性
化、科技化、智能化；要处理好国土空间
与交通空间、生态空间的关系；要着眼
于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
家战略，继续外联外拓，建设直通上海、
南京等中心城市的交通走廊；丰富交通
体系内涵，凸显城市人文特色等。

（志 明 廖 卉 莎 莎 先 昭）

新华传媒智库
专家学者走进淮安

11 日，“乐暖人
心”2019无锡高雅艺
术惠民周在无锡崇安
寺二泉广场启动。
启动仪式现场，无锡
本地知名乐团洛可
可乐团的艺术家们
深情演奏《太湖美》
《圣彼得堡进行曲》
《海顿惊愕交响曲》
等经典曲目。
本报记者 邵 丹摄

乐暖人心

本报讯 11日，省级机关单位今
年的“期末考试”开考。首门“考试”，
考题是各单位以什么创新创优项目
服务高质量发展。94家单位派出代
表，以7分钟的陈述，接受评委现场
考评。今年的“期末考试”，是去年底
省级机构改革完成后，我省对省级机
关单位开展的首场年度大考。

“考试”在4个“考场”同时进
行，94家单位分为党群部门、政府
部门各两组。与往年创新创优项目
评审不同，今年的专家评委系“考
试”前一天从专家库中抽取，且“考”
前半小时才对评委抽签分组。除了
专家评委，94家单位也安排工作人
员给同场兄弟单位打分。

项目“得分点”有4个：重要程
度，主要评判项目是否符合中央政策
精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在重点

领域或关键环节的突破情况，解决江苏
现实问题或长远发展问题的针对性，对
推动“六个高质量”发展是否具有重要
意义。创新引领，主要评判项目是否反
映时代特点，具有创新性、引领性。实
际成效，主要评判项目社会影响和受益
面，投入与产出、资源调配使用的合理
性、有效性；可持续性、可推广性，以及
对推动实际工作的价值；社会民众对项
目的满意程度。规范合理，主要评判项
目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属于该部门
职责、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编办主任
俞军表示，在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下，省
级机关部门围绕高质量发展，结合自身职
能，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94个单位集
中在一起，介绍创新创优亮点、展示工作
特色，可以起到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
同提高的作用。（金亦炜 徐 扬 徐冠英）

省级机关“期末考试”开考
94家单位齐交创新创优答卷

本报讯 11日下午，由省农业
农村厅、新华报业传媒集团联合主
办的首届“江苏省十强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评选结果揭晓，经过现场
路演、展示、评选，高邮鸭蛋、盱眙龙
虾、东台西瓜等农业品牌获评十强。

此次大赛吸引近60万人参与投
票，展示了江苏品牌新形象，扩大江苏
品牌的知名度。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开始关注江苏品牌、关注江苏农业。
在当天现场路演环节，多名市长、

县长现场推荐本地产品。高邮市委常
委、市政府党组成员杨文喜中午从扬
州赶来，用浓重的乡音吆喝“高邮鸭
蛋”。他介绍，今后高邮还将推进高邮
鸭蛋规模化发展，进行线上销售，使高
邮鸭蛋品牌享誉全国。最终，“高邮鸭
蛋”获得此次决赛第一名。 （吴 琼）

江苏十强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出炉

▶上接1版 守护“环境美”，江苏
拿出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勇气，从结
构上“动刀子”，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排
放。全省 5 年关停退出钢铁产能
1931万吨、水泥产能1755万吨。去
年关闭高耗能高污染及“散乱污”企业
3600多家，关停低端落后化工企业超
过1200家。

补短板强弱项，找准找全
“强富美高”每一块拼图

一排排“江淮风”新农房素雅精
致，卫生所、幼儿园、超市等配套设施
应有尽有，这是记者在沭阳县钱集镇
新桥社区看到的新乡村新生活。

“能住进这样的房子，多亏了村里
搞的农房改善。我睡觉都能笑醒了！”
66岁的村民徐祥荣，今年搬进新农
房，“有两层楼，165平方米，五室两
厅，住得很宽敞。”她告诉记者，建新房
花了12万余元，拆老房有7万多元补
贴，加上退出宅基地的补偿，“几乎没
花什么钱”。

拉长民生改善突出短板，苏北农
房改造全力推进。去年，江苏全面启
动苏北农房条件改善行动，计划用3
年时间，省级财政每年集中投入100
亿元，完成苏北地区30万户农房改造
任务。今年，省定10万户改造任务有
望如期完成。

把总书记擘画的“强富美高”美好
蓝图变成现实，江苏坚持问题导向，坚
持精准施策，抓重点、克难点，补短板、
强弱项，力求找到、找全、找准每一块
最美的拼图。

打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
战”，今年7月省委召开十三届六次
全会，强调以“全面性”和“高水平”为
基点，做好补短板强弱项各项工作，

确保实现低收入人口“两不愁三保
障”，尽最大努力改善苏北农民住房
条件，着力提升人居环境和社会文明
水平，让小康成果经得起实践、人民、
历史检验。

聚焦基础设施关键弱项，苏北
交通短板加快补齐。2018年，省委、
省政府进一步集中资源、集中力量，
以更大力度推进铁路建设，加快构
建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再过几
天，徐宿淮盐铁路将正式开通运
营。它将在接通徐兰高铁基础上，

“牵手”京沪高铁，加入国家“八纵八
横”高铁网。

“14年前，新长铁路建成运营，第
一列火车开进盐城，盐城这才结束了

‘地无寸铁’的历史。”盐城火车站工作
人员刘颖春感慨地说，当年盼铁路，如
今等高铁。她对关于高铁的信息特别
上心：

一年前，青盐铁路让盐城从“普速
时代”迈入“高铁时代”；今年，盐徐高
铁将带领盐城驶入“北京一日商务
圈”；一年后，速度350公里/小时的盐
通铁路将打通苏北接轨大上海、融入
长三角的最便捷通道。

这样的未来，令经常跑上海谈生
意的盐城人刘玉青特别期待，“明年坐
高铁，一个半小时到上海。以前开车
去上海要4个多小时。高铁，一定会
让我们的上海‘生活圈’‘朋友圈’‘生
意圈’越来越大！”

苏北腹地向南求发展，沿江地区
正在破解“成长的烦恼”。两年前，南
通长江饮用水水源地存在极大安全
隐患，曾被省“263”专项行动组挂牌
督办。这两年，南通扭住沿江生态环
境突出问题整改整治不放。全国最
大的进口硫黄集散基地狼山港务分
公司，去年底硫黄进港作业被全面叫

停，今年4月所有硫黄堆场清理工作
完成。

生态保护的红线不能逾越，安全
生产的底线必须守牢。11月26日，
国务院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督导组进驻
江苏以来，江苏多次召开会议，深入开
展自查自纠，探索建立长效机制，确保
找准症结、祛除病灶、强身健体，努力
向中央、向人民交上一份安全发展的
合格答卷。把“3·21”特别重大爆炸
事故的警示作为转折点，变成推动江
苏更加坚定自觉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新
起点，变成江苏推进安全生产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转折点，一场
触及发展方式的反思、整改与变革正
在全省展开。

补短板强弱项，既要补物质、也要
补精神。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过的徐
州市贾汪区马庄村，总书记捧红的马
庄香包火遍全国，82岁的王秀英带着
200多名村民一起做香包，小小香包
产业产值突破千万元。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
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
神风貌怎么样。”落实总书记重要指
示，马庄村组建6支由党员、文艺骨
干、乡贤、劳模等组成的志愿服务队
伍，全村四分之一的人成为志愿者。
马庄还成立徐州首家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

新时代新实践，离不开榜样引
领。“我们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精
神，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
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时代楷
模”王继才的先进事迹。今年10月，
刚从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场上下
来的陈志显，被任命为开山岛民兵哨
所第二任所长。身为灌云县人武部军
事科参谋的他，接过王继才的接力棒，
续写守岛卫国的人生华章。

担当使命走在前列，彰显发
展的探索性创新性引领性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红豆
国际制衣（柬埔寨）有限公司制衣车间，
柬埔寨工人正在机器前忙碌……作为

“一带一路”建设的样板工程，红豆集团
打造的西港特区加快升级，吸引22家
江苏企业进驻。红豆设在西港特区的
这家工厂，经过3年发展，年产能增至
70万件，年产值达2000万美元。

依托西港特区这个平台，红豆加
快在柬埔寨布局产能，并在缅甸设立
战略合作工厂，计划把一半产能转移
到东南亚，整合利用当地的劳动力资
源优势，生产服装出口全球，在竞争日
趋激烈的国际市场上提高竞争力。

西港特区是江苏深度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更有力地支持国家发展全
局的生动缩影。江苏在国家大局中占
有重要位置，一直走在发展的前列。

“为全国发展探路”是党中央对江苏的
一贯要求。回答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下一步发展路子如何走”的时代之
问，展现发展的探索性、创新性、引领
性，是江苏理应担负的光荣责任。

在担当国家使命中彰显江苏作
为，为“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拓展了
空间、做强了支撑。江苏积极融入和
服务国家战略实施，放大多重国家战
略叠加效应。以“一带一路”交汇点建
设为总揽，推动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
放，构建东西双向开放新格局，增创对
内对外开放新优势；积极参与长江经
济带发展，优化产业布局、重构产业体
系；全力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建设
高质量发展样板区、打造强劲活跃增
长极。

“这五六年，我每年有半年时间出

差，经常跑中亚。”12月8日，正在哈
萨克斯坦首都努尔苏丹与哈萨克斯坦
国家铁路公司商谈合作，准备与中远
海运集团再次联手，到乌兹别克斯坦
开设“无水港”的刘斌，抽空给记者打
来电话。

“中哈物流基地的签约、投用过
程，由中哈两国元首四次见证。按照
习主席把基地建成‘一带一路’建设标
杆和示范项目这一要求，我们推动深
水大港、远洋干线、中欧中亚班列、物
流场站的无缝对接，完成货物进出库
量1680万吨，集装箱空、重箱进出场
量106万标箱。”身为中哈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总经理，刘斌感到自豪，因为连
云港已成为哈萨克斯坦面向东亚的唯
一出海口，该国65%的货物从连云港
出口，而日韩货物也从连云港通过国
际班列出口中亚，新亚欧陆海联运通
道实现双向运行。

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创新率先
破解发展中遇到的难题，是江苏为全
国发展探路的重要任务。“放管服”改
革打出组合拳，“不见面审批”成为江
苏亮丽名片；苏州工业园区开放创新
综合试验、江阴集成改革、武进土地制
度改革等综合改革试点，在全国产生
较大影响。

8月26日，江苏自贸试验区获批
设立。省委为这一“新生儿”定下目
标：建设国内一流、国际公认的自贸试
验区，实现集成超越、推进改革突破。

12月9日，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
江苏自贸区苏州片区落地整整100
天，这期间片区日均注册企业数同比
上升48%，其中科技研发、商业服务、
高端制造项目占七成。这些企业是冲
着“改革”、冲着“便利”而来。苏州片
区排出143项改革任务，今年30项新
政已有八成落地见效，涉及营商环境、

科技创新、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
“空运直通港”快速通关新模式推

出后，苏州片区内企业货物抵达上海
浦东机场后，经过机场货站一次性理
货，平均只需11.47个小时就能进厂
门，而以前要花一天时间。三星电子
（苏州）半导体公司副总经理李成春告
诉记者，他们的一单货最近从航班落
地到货物抵厂，全程只用4小时20分
钟，“省时间就是降成本”。

感到高兴的，还有加拿大留学生
阿里多斯蒂。根据江苏自贸区苏州
片区推出的引进外籍人才新政，在苏
州工业园区内高校西交利物浦大学
读书的他，只要经过园区相关部门认
定推荐，就能直接拿到工作许可，在
这里就业。

肩负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
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光荣使命，江苏
既要跑好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最后一公里”，还要向基本实现现代
化发力。南京市江宁区和江北新区、
苏州工业园区和昆山市、江阴市、溧阳
市，被省委省政府赋予省级试点任务，
肩负起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时代
特征、江苏特点，彰显“强富美高”新内
涵的现代化路径的新使命。

“以努力奔跑姿态和新时代奋斗
精神，担当作为、真抓实干，奋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书写好‘强富美
高’新江苏建设新篇章。”省长吴政隆
这样满含激情地展望未来。

最美的风景，在没有人走过的路
上；最美的风景，属于勇敢的探路者。
在江苏大地上烙下“强富美高”的鲜明
印记，8000万江苏人民一定牢记嘱
托、不辱使命，跋山涉水、勇往直前，交
出更加精彩的新答卷。

本报记者 顾雷鸣 王世停
陈月飞 孙 巡

牢记殷殷嘱托，让“强富美高”成为江苏鲜明标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