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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你读书了吗？

“今天你读书了吗？”在 4 月 23
日第 23 个世界读书日到来的早晨，记
者收到了不少“书虫”朋友发来的问
候。

从 1995 年“世界图书日”的设想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纳并最终确立每
年 4 月 23 日为“世界读书日”后，这
个全球性的、与书有关的节日迄今已走
过了 23 个年头。 23 年里，读书日从
最初的“小众”、“官方”逐渐走向了“民
间”和“自发”。但尽管如此，安静完整地
读完一本书仍难能可贵。在这个信息毫
不稀缺的时代，庞大的社交媒体将时间
切割成了碎片，即时通讯设备绑架了精
神的自由，裹挟其中的心变得更加焦
虑。“没时间看书，有时间看不进
书”，不少现代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根据《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
查》显示， 2017 年，我国成年国民人
均纸质书阅读量是 4 . 66 本，而电子书
阅读量为 3 . 12 本。从 2010 年到 2014
年，人均电子书阅读量增加了近 3 倍
左右。但在英国， 2017 年的人均阅读
量则达到了 64 本。

差距虽有，但可喜的是，眼下越来
越多的人加入到了“阅读大军”中来。
在今年的读书日前夕，不少市民选择了
放下手机，暂别网络，拿起书本。而我
市不少书店、民间文化工作室、咖啡馆
也“脑洞”大开地举办起了各类读书活
动，让这个节日浸润着翰墨的香气。

读书现场：“无声阅读”“最近

的阅读”“朗读接力”受热捧

4 月 22 日，是世界读书日前一
天。一大早，位于三里店骖鸾路的“荒
岛图书馆”馆长小舒就开始忙活起来。
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 100 分钟无
声阅读”的公告后，她有些忐忑又有些
期待地看着手机。“我现在担心的就是
雨那么大，有没有读者会赶来参加活
动？”

下午 3 点，看到公众号消息的读
者们陆续冒雨赶到了现场，这让小舒十
分欣慰。在简单的交流后， 15 名读者
从书架上抽下自己心仪的书籍，开始长
达 100 分钟的无声阅读环节。在阅读
中，读者们没有交谈、没有翻看手机，
只有书本翻页的声音和若有若无
的轻音乐声。

小舒告诉记者，“ 100 分钟无声
阅读”的初衷，源于她自己的感受和经
历。 10 年前，还是某企业活动策划人
的小舒在一次偶然中接触到了咖啡，索
性辞职开起了咖啡馆。由于自己喜欢阅
读，她便在咖啡馆里放上了不少书籍。
但遗憾的是，前来喝咖啡的消费者不是
在玩手机，就是聊天，或者只是拿出书
来翻看几页就晾在了一旁。好书无人分
享、鲜有人享受阅读时光，小舒觉得很
可惜。 2015 年，小舒加入了《城市画
报》组织的“荒岛图书馆”公益项目
(该项目已在全国各城市发起，目前已
有 600 处“荒岛图书馆”)，成为了桂
林的“荒岛图书馆”馆长，旨在推广读
书和图书交流。目前，她的“荒岛图书
馆”里已有 600 余名“书虫”无偿捐
赠的图书共计 800 册，常年向公众开
放。

“这一次 100 分钟无声阅读活
动，也是我想出来的一个点子。平常因
为工作或者其他琐事，我们很难坐下
来，看完一本书。我希望借读书日的活
动向大家发出倡议，放下手机，回归书
本。手机上的都是别人的生活，我们还
是需要阅读一些有质量的文字来滋养身
心。一日两日的阅读，可能并不能带来
长进，但日复一日的阅读，在时间的打
磨中学会独处，就会看到蜕变。”小舒
说，未来，她计划将“ 100 分钟无声
阅读”做成一个固定项目，每半个月开
展一次，不仅局限于读书日前后。

前来参加活动的蹇秋云，是桂林旅
游学院大四学生。虽然不是文科专业，
她却十分热爱阅读。“在今天的 100
分钟无声阅读中，我选取的一本书是林
语堂的著作《京华烟云》。早就听说这
本书了，但一直没有静下心读。在这本

书里，林语堂写出了个人与时代交织的
命运，值得一看。”

读者小欧，称自己是“空降”而
来，临时参加活动的他，选取了《宋
词》阅读了 100 分钟。“很多人都觉
得现代人很难得喜欢唐诗宋词，我不这
么认为。经典过了多久都是经典，有穿
越时空的美。”

22 日晚 8 时，位于太平路的诗想
者工作室&扬子鳄书坊内，也聚集了一
批书友。“最近的阅读”活动通告一发
出后，原本限定 15 人来了 20 余人。
按照活动要求，每位前来参加活动的书
友都要带上自己最近读到的一本好书，
与大家分享阅读心得。

郭静，是诗想者工作室负责人之
一。她告诉记者，“诗想者工作社”是
广西师大出版社和桂林书与人文化传播
公司一起成立的文化机构。出版了一系
列“诗想者”品牌书籍。而成立于
2011 年的“扬子鳄书坊”致力于出版
和推广好书，迄今已策划出版图书 200
余种，与国内 20 多家出版社有密切合
作。从去年开始，两个文化机构合署办
公，推出了一系列好书和文化活动，在
读者中有较高的美誉度。

“这一次，我们在读书日前夕举办
‘最近的阅读’活动，一来我们本身就
是爱书人、也从事书籍的编辑与制作，
对书籍有天然的情结；二来，我们希望
能为推广阅读尽一份力。让越来越多的
爱书人团结起来。”郭静说。

刘娇，是一名大学老师，也是一位

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在读书日前夕，
她先后主持了两场“朗读接力”，一场
是 20 日在秀峰区的独立书店——— 众目
书店，另一场则是 22 日晚在扬子鳄书
坊内。“前来参加活动的有‘ 00 后’
‘ 10 后’，也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有
学生、医生、销售、编辑、学者，大家
职业不同，但爱书的心相同。我们朗读
完了一本书，也分享了读书的感悟。倾
盆大雨也不能阻挡朗读者的热情。”刘
娇说，让她感动的是，在“朗读接力”
结束后，她走在途中，有三位白发阿姨
手挽手突然用美声唱起了“时光如流
水”。“我心动了，一座城市的美，在
于人；而人的美，是在阅读、音乐、日
常中流淌着的精气神。”

阅读，一场不停歇的自省与自修

“阅读维系着超脱，而超脱有利于
我们的思考。”就在 4 月 23 日世界读
书日当天，位于五里店 9 号的独秀书
房，正式宣告对外营业。这也是继刀
锋、纸的时代、众目书店之后，又一家
独立实体书店。书店开业的消息一发出
后，不少文艺青年都嚷嚷着赶紧要去
“打卡”。

从前几年独立书店“寒冬”到迎来
“第二春”，不难发现，公众对精神文
化的渴求与日俱增。在琐碎与庸常间，
书店也成为了暂时逃离的“栖息地”。
纸的时代书店负责人陶燕告诉记者，在
刚刚过去的“三月三”小长假期间，书
店组织了一系列的阅读活动，比如
“ 72 小时邮局”“读书分享会”“佳
片有约”等，吸引了很多市民前来参
加。小长假期间，人流量日均 300 人
次，最高峰的一天迎来了 388 人次。
每日的图书零售额也在 1200 元左右，
咖啡则在 600 元左右。

桂林书城的副经理徐颖则给记者看
了一张码洋清单。清单上显示，“三月
三”期间，书城的图书、电子出版物等
零售总额达到了 23 万元，平均每日近
6 万元，人流量每日达 2000 人次。读
书日当天书城也是十分热闹。

“作为书店的经营者，我们真的很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将阅读潜移默化成一
种习惯。不仅在读书日当天翻开书本读
一读，在日常时，也可以拿出一本书来

读。读书时的你，就是最美的样
子。”陶燕说。

“无声阅读”“最近的阅读”“72 小时邮局”“朗读接力”……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在读书日前夕，不少市民选择了放下手机，暂别网络，

回归书籍，赋予这个节日一份“仪式感”。而书店、民间文化工作室、咖啡馆

也都举办起了各种读书活动，为读书日增添一缕书香。

读书日，倾听落在纸上的声音

本报讯(通讯员蔡林珊 记者李慧敏)“壮族三月三”期
间，桂林城吸引了大量游客，象山区作为数个热门景区的所在
地，该区城管大队节日期间全员上岗，积极营造舒服、畅通的
市容环境。

象山公园是桂林城徽景区，也是游客的必到之处，每逢节
假日，滨江路上都会人潮涌动，占道经营的流动小摊小贩也往
往闻风而动。针对此情况，象山城管在五天假期中每天定人定
岗，全天候巡查滨江路(象山段)，劝导超门槛经营，劝离占道
经营游商，规范共享单车停放，为游客引路……“为不让游商
‘钻空子’，我们都直接在工作岗位上快速解决用餐，就是为
了确保饭点时间的市容秩序良好。”象山中队一名正在值勤的
城管队员告诉记者。

“三月三”期间，象山区城管大队对辖区内的重要景区节
点、重要路段均加强了巡查力度，安排队员不间断巡查。据统
计，象山城管 18 日至 22 日共出动执法人员 500 多人次，处
理数字化城管案卷 1598 条，清理游商 900 余摊次，暂扣游商
三轮车 12 辆，电子秤、杆秤 40 余把。

“三月三”期间，

象山城管全员上岗

维护市容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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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国税局干部的政策辅导和提醒我们做好会计核
算，在企业所得税年报时手把手教我们，让我们企业成功享
受到了 210 多万元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节约了一大笔运营成
本。”近日，在“联户进企”大走访中，比亚迪汽车工业有
限公司桂林分公司的办税人员伍东贤对国税部门的服务赞不
绝口。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桂林分公司位于永福县苏桥
工业园区内，主要生产新能源纯电动大客车和配件。 2017 年
该公司开始投产，当年实现销售新能源大客车 220 辆,营业收
入达 3 .2 亿元。

做好企业的“首席服务官”，提供全方位政策辅导和套
餐服务，是永福县国税局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
商环境，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从筹建初期，永
福县国税局就对园区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项目开展了专项走访
活动，精准对接企业诉求，加大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服务力
度，为企业办理了企业所得税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和免征车辆购置税等优惠政策，确保企业在后续
发展过程中应享尽享税收红利，确保优惠政策不折不扣落实
到位。

“从生产研发到上市销售，从筹建‘瓶颈期’到如今的‘步入
正轨’，比亚迪的成长离不开国税部门的大力支持。他们主动上
门开展税收政策辅导，提供专业涉税咨询，推行局领导联系制
度，让我们充分享受到新能源汽车税收优惠，给公司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好处。”总经理刘志华说。 （李成志 陆邦定）

永福国税当好

企业“首席服务官”

本报讯（记者王文胜 通讯员沈勇）日前，秀峰公安分局
办证大厅通过自动制证设备，为办证居民制作出首张临时居民
身份证，据悉，这也是自治区办理出的第一张“立等可取”临
时身份证。

此前，秀峰民警们经过多次调试，居民临时身份证自动制
证设备最终运行成功。据了解，不同于以往手工裁切打印膜的
制证模式，现在的设备整合临时身份证制作和发放流程，集制
证信息查询、检测、自动送卡、自动打印、自动覆膜等功能于
一体，实现临时身份证单张制作。

今后，申领临时身份证的群众无需往返跑两次，办证时间
由原来三个工作日缩短为三分钟，实现“立等可取”，让群众
“最多跑一趟”成为现实。

据悉，这是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支队和秀峰公安分局深化公
安改革创新，加快民生警务建设，拓宽窗口部门服务职能，推
出的便民利民新举措。

由原来三个工作日缩短为三分钟

秀峰公安机关

办出我区首张
“立等可取”临时身份证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白伊霞）“不许动！你被捕
了。” 4 月 15 日晚，桂林两江国际机场到达口，一位黑衣男
子被我市警方控制。这位男子落网，缘于他肚子里的东西。

4 月 15 日晚 8 点，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接到两江国际机场
公安分局的通报，从昆明飞往桂林的航班上，一名河南籍蒲姓
乘客有人体藏毒的嫌疑。禁毒支队获得这一消息后，立即向市
局领导进行了汇报，并安排禁毒支队二大队与秀峰分局禁毒大
队协同办案，即刻前往两江国际机场抓捕有人体藏毒嫌疑的蒲
某某。

当晚 8 点 10 分，从云南昆明长水机场飞来的一架航班准
时降落在桂林两江国际机场。在出港口，民警们已经严阵以
待。很快，在蒲某某出港的一瞬间，几名民警将其控制住。民
警连夜将蒲某某带到桂林某医院进行 X 光透视检查，发现他
的胃内有大量胶囊状物品。

经讯问，蒲某某承认自己体内物品为吞服的用塑料薄膜包
裹的毒品海洛因，民警立即帮蒲某某办理了住院。据蒲某某交
代，他是河南灵宝人，因为无业，在网上发布了求职简历。之
后便有人通过 QQ 联系他，说在缅甸有个赚钱的好方法。因
为缺钱，蒲某某没多想就几经辗转到了缅甸。在缅甸吞食了
61 粒用塑料薄膜包裹的毒品海洛因后，从缅甸经过昆明后又
坐飞机到达桂林。目前，蒲某某已将体内的 61 粒毒品海洛因
分三次排出体外，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外地男子人体运毒

“飞”到桂林束手就擒

本报讯(通讯员赵能亮 记者蒋伟华)为
了打掉长期以来在全州县绍水镇市场敲诈勒
索、祸害一方的涉恶团伙，全州县公安局经
过两年攻坚克难最终将其捣毁。近日，市中
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首要人员赵某华、赵
某文、唐某秀三人因犯敲诈勒索罪分别被判
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十二万元，其
余 13 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三年到十一年不
等的有期徒刑。

2015 年以来，针对全州县绍水镇机关单

位、厂矿企业和部分居民多次反映“本镇塘口
村涉恶势力多次组织、挑唆塘口村民到桂北
农场以及绍水镇街道实施敲诈勒索、故意毁
坏财物、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行为”的问题，全
州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抽调公安精干警力
进行专案调查。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在掌握
大量证据的基础上，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对
绍水镇塘口村集中开展整治抓捕行动，对一
批主要涉案嫌疑人予以刑事拘留审查。

经进一步调查取证，查明塘口村犯罪嫌

疑人赵某华、赵某文、唐某秀、赵某锋、
段某、余某等人为谋取非法利益，多次组
织、挑唆、煽动村民，对广西国有桂北农
场职工危房改造、绍水镇街道房产开发和
自建房、自来水厂扩建等工程，实施敲诈
勒索、故意毁坏财物、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等违法犯罪行为，从中非法谋得巨额利
益，致使绍水镇居民怨声载道，阻碍了地
方经济建设和发展，严重影响了当地社会
的和谐稳定。

该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017 年 1
月，全州县公安局专案组以涉嫌敲诈勒索
罪对到案的 16 名犯罪嫌疑人依法进行起
诉，查实该团伙所涉案值达 3000 余万元。
鉴于该案涉及面广、涉案人员较多，办案人
员顶住压力，迎难而上，历时两年整理案卷
50 余册，最终经全州县人民法院和桂林市
中级人民法院两审判决，成功判决 16 人
三年到十二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
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历时两年调查 涉案值达 3000 多万

全州 16 人涉恶团伙被依法判决


在
世
界
读
书
日
当
天

不
少

市
民
选
择
了
与
书
相
伴


▲参加“ 100 分钟无声阅
读”的读者们。▲读书活动现场，读者们在

阅读后站起来分享读书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