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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省第十届全民
读书节“云”上开幕,网络、电
视、广播全媒体同步直播，有
关新媒体产品全网总浏览量
突破 1亿人次……技术引领
的媒介变革对阅读方式的变
化起到了前所未有的助推作
用，人们在充分享受技术创
新带来的阅读便利的同时，
也引发了一系列思考：社会
化阅读和阅读的个人属性如
何互融？获取内容的便利化
是否进一步催生了碎片化、
娱乐化阅读？听听评论家们
怎么说。

核心
提示

拉开本届读书节开幕式大幕
的，是一首别具一格的说唱：

“辽宁，一片不平凡的土地。辽
河，一条文明的珍珠串起。《北风那
个吹》，《雪花那个飘》，《沸腾的群
山》合颂着千年传奇。《红山文化考
古记》，把中国历史往前提，《玉出红
山》治玉成器，《重现女神》筑坛设
祭，‘更老的老家’是这里，孕育了中
华古老文化‘直根系’。

时针拨到一九二一，新纪元从
此开启。开天辟地风展红旗，红透
了这片《中国地》。《中国共产党在
辽宁》把支部早建立，打响抗战第
一枪御寇敌，《国歌的诞生》在这
里，英雄史诗可歌可泣。新中国成
立改天换地，共和国长子最给力，
建功立业争‘第一’，《壮丽画卷》书
写豪气，改革春风吹满地，《辽河
渡》翻天覆地，《天辽地宁十四城》，
青春洋溢有朝气。顶天立地新时
代，振兴步伐铿锵有力，《辽海春
深》深几许，《雄风北来》吹《战旗》，

《中国机器人》走向世界，《锻造“中
国芯”》是咱硬核实力。最美一抹

《战国红》，染出山乡巨变奇迹，摩
拳擦掌《大工匠》，把《大国重器》高
高托起。《闯关东》的豪横刻在基因
里，《雷锋》的精神代代传下去，《往
事如铁》凝成《红色记忆》，《辽河儿
女的丰碑》永远在心中矗立。从红
山到红旗，奋斗《火种》生生不息，惊
艳的明天由你我执笔。”

由本报记者史冬柏作词的这首
名为《从红山到红旗》的歌曲，巧妙
地将辽宁的历史串联在众多书写辽
宁的图书里。这些书既有长篇小
说、电视剧本、报告文学，又有历史
和考古专著，总合在一起，就是一部
反映辽宁百年奋斗史的大书，对这
些书籍的推荐正是本届读书节的主
题“读百年党史 促辽宁振兴”立意
所在——在建党百年之际，从阅读
中汲取百年奋斗史给予的精神力
量，奋进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的新征程。

打造辽版精品图书，催化优质
阅读内容供给新成果，是辽宁省全
民读书节的重要内容。在今年读
书节期间，《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
传播通考》《火种——辽宁各地第
一个基层党组织建立始末》《战旗》

《天晓——1921》等一批有广泛影响
力的理论力作及重大历史和现实主
义题材文学作品，都将召开新书发布
会、作品研讨会、作家创作分享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读书
节主题图书《世纪芳华·辽宁颂》，
由省内 70 位作家联袂创作完成，
同样旨在讴歌辽宁在革命、建设、
改革伟大进程中的家国情怀与奋
斗精神，增强文化自信。省作家协
会党组书记、主席滕贞甫在开幕式
上这样向观众推荐：“新时代，辽宁
作家以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
为时代明德为己任，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书写了大量反映辽宁全面
振兴、全方位振兴的精品力作，反
映了辽宁发展的生动实践。这本
书是向党百年华诞献礼之作，也是
辽宁作家记录时代、讴歌家乡的真
情之作，更是一部文字优美、风格

多样的精品力作，值得一读。”
“爱辽宁读辽版”是本届读书节

的一项倡议，也是辽宁省全民读书
节一直以来坚持的特色，从辽版图
书中读党史，更从辽版图书中读辽
宁、爱辽宁。

阅读时代经典,在辽版图书阅读中增强文化自信

“云”上共享红色经典和精品辽书

优质阅读内容让读者知辽宁爱家乡
本报记者 高 爽

4 月 23 日
18时，以“读百
年党史 促辽宁
振兴”为主题的
辽宁省第十届全
民读书节“云”上
开幕。继去年辽
宁省第九届全民
读书节首次采用
“云”开幕式取得
热烈反响之后，
本届的开幕式观
看数据再创新
高，体现了本届
读书节的参与热
度，更体现了全
民读书节举办
10年来辽宁全
民阅读热度的不
断升温。

每一年的辽宁省全民读书节都有一
个契合时代的主题，本届读书节的主题
是“读百年党史 促辽宁振兴”，这就为
此后两个多月的读书节活动定下了一个
红色经典阅读的基调。而开幕式上启动
的“打卡红色地标”活动，更为阅读者提
供了一个“路线图”。

开幕式嘉宾主持、国家一级演员王
刚是跑步上台的，声音里带着激动，因为
开幕式前播放的预热片里不断出现的辽
宁红色地标，唤起了他作为辽宁人的难
忘回忆。王刚如数家珍地讲起他所熟悉
的辽宁红色遗址：

铁岭市银冈书院——周恩来少年
读书地；中共沟帮子铁路党支部活动旧
址——辽宁第一个党支部成立的地方；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满洲红旗》在这里
率先向全国发出抗战的宣告；抚顺市雷
锋书屋，收藏着 60 多个版本的《雷锋日
记》，让雷锋精神薪火相传……

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党史
专家许晓敏，带着《杨靖宇传》《李兆麟
传》《赵尚志传》《东北抗日联军史》《辽
宁党史人物传》等书出现在现场，结合
书中的内容讲述了 4 个故事：我党在辽
宁建立第一个党支部沟帮子铁路支部
的故事；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以及刘少奇
在中共满洲省委的故事；抗联的故事；
辽宁人民支援辽沈战役的故事。在讲
到抗联故事时，她说：“新时代的视域
下，弘扬和传承抗联精神，决不是简单
的感怀和铭记，更深的目的和意义在于
不断加大对东北抗联精神实质内涵的
研究和阐释，让精神财富转化为前行的
动力和磅礴力量，让东北抗联精神薪火
相传、历久弥新。”这一点，也应该是所
有读者在阅读红色经典时、在读党史时
应该有的态度。

一本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把
观众带回到上世纪50年代。书的作者、
中国军工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吴运铎，因
为这本书有了“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之
称，王刚深情地回忆：他是我们那个时代
的青年人学习的榜样，他百折不挠的精
神让我们震撼。

这位舍生忘死、充满牺牲精神的共
产党人形象正由文艺工作者进行艺术再
现，大连话剧团正在排演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献礼剧目——话剧《把
一切献给党》。剧中吴运铎的扮演者张
晓军在开幕式现场连线中，表达了阅读
这部红色经典的感悟：“作为一名普通的
读者，我读出了吴运铎人格的纯粹，他在
战场上舍生忘死、为国铸剑，在和平年代
夙夜在公、为党尽心。作为一名演员，我
读出了他内心的火热，无论条件多么艰
苦，无论时代怎样变化，都坚持奋发学
习，锻炼本领，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一
个又一个贡献。他生动地诠释了‘革命
人永远是年轻’。我读出了他信仰的坚
定，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把一切献给
党。《把一切献给党》作为红色经典永不
褪色，永远激励我们将心中的火炬照得
更亮、擎得更高。”

这样的红色地标，这样的红色经典，
在开幕式上依次出现。王刚感慨地说：

“这是一堂生动的党史课，这一课太有必
要了。这是一条线，我们很清楚，这条线
从来没断过。”

打卡红色地标，
从百年党史中
汲取精神力量

4 月 23 日 18 时正式开始的省
第十届全民读书节开幕式，首次采
用网络、电视、广播全媒体同步直播
形式，快手、抖音、北国新闻客户端、
北斗融媒、新华社现场云、人民网辽
宁频道、央视频等十余家网络平台
同步直播，辽宁各级各类新媒体、融
媒体同频共振。两个半小时的直
播，观看用户数量就已突破700万人
次，截至次日12时，开幕式的全网观
看量超过1000万人次，有关新媒体
产品全网总浏览量突破1亿人次，继
辽宁省第九届全民读书节首次采用
网络直播形式获得40万人次观看量
后，数据大幅攀升，再创新高。

成绩如此亮眼，原因何在？除
了内容丰富、组织得当，活动形式与
表现方式上的创新也值得分析。

本届读书节，特别设计了“打卡
红色地图”“诗词中的辽宁”“美文中
的辽宁”“封面中的辽宁”几大项主
题活动。这些活动本身就充满了趣
味性，再加上开幕式上主持人引领
观众围绕这些内容展开的互动活
动，特别是几轮有奖答题，有趣又很
容易引发辽宁观众的自豪感：“被誉
为‘歼-15 之父’的是哪一位辽宁
人？”“被誉为‘神州第一路’的是哪
条公路？”“嫦娥五号所用的月球挖
土神器的钻杆及其结构件，来自哪
个省份？”“研制出万米下潜‘海斗一
号’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位

于辽宁哪个城市？”这些问答题让观
众很有参与热情。

文化名家与知名作家的参与，
让开幕式既有趣又“有料”，他们分
别以“寻书人”“领读人”“解读人”的
身份出现在现场和视频连线当中。
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
称号获得者王蒙，著名学者、作家王
充闾，知名作家双雪涛、皮皮，国内
知名读书推广人樊登在线分享读书
心得，并向网友推荐图书。“时代楷
模”、大连海事大学教授曲建武携大
学生代表，围绕青年阅读话题与主
持人现场对话。人们熟悉的两位辽
宁籍网红也出现在了现场连线环
节，2020年最火的脱口秀演员李雪
琴畅谈自己的阅读心得，因为一副
好嗓子而拥有百万粉丝的养鸡农民

“守山大叔”深情诵读《沁园春·长
沙》，掀起了一波观看高潮。

为本届读书节量身打造的几个
音乐和朗诵作品，起到了较好的烘
托作用。经典作品诗歌诵读，是读
书节的题中应有之义，直播开始前，
多位朗诵爱好者的经典诵读，让书
香飘荡。大连海洋大学学生的外景
诵读《你的名字叫辽宁》，震撼有力，
充满青春朝气。开幕式开场和收尾
的两首说唱歌曲《从红山到红旗》

《少年》，用流行的网言网语，展现辽
宁文化底蕴、红色底色、书香气韵，
更是瞬间即成网络爆款。

创新传播形式，
用辽宁人物激发读者共鸣

正在阅读的读者们。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省第十届全民读书节开幕式现场。

沈阳市图书馆一角。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聚焦省第十届全民读书节

省第十届全民读书节开幕式以
全媒体同步直播的形式，实现了播
放平台多元化、传播形式分众化、受
众面更广、参与方式更加灵活多样，
使得读书节真正成为有更广泛群众
参与的全民阅读活动。

开幕式“云”直播是适应大众媒
介选择多样性的有益举措，也是大
众充分享受“云”生活的重要体现。
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广泛作用于大众的文化生
活，新技术改变了文化生产方式，为
用户带来全新的文化体验，让传统
文化活动释放新活力，“云”剧场、

“云”展览、“云”音乐会、“云”游等
“云”生活方式让大众随时随地能享
受到美妙的文化生活。

当阅读与新技术碰撞时，催生
了形式多样的“云”阅读：海量电子
书一键下载；扫描二维码转化语音
读物；阅读打卡小程序带来交互式
体验；借助虚拟现实设备实现立体
阅读；“云”直播里聆听名家分享读
书感悟与主题书目推介……新技术
将文字、图片、声音、视频、动画等内
容融为一体，阅读更方便快捷、生动
有趣，进一步丰富了大众的阅读审
美体验。不可否认的是，“云”阅读
的碎片化、浅表化、娱乐化弊端明
显，相对缺乏深度和厚度，但是关键
还是在于能否把阅读内化为满足精
神需求的自觉行为，如果不能独立
思考、内化于心，读一本书的效果也
可能是碎片化、浅表化的，而与阅读
介质没有实质性关联。

大幕已开启，各类线上线下读
书活动即将纷至沓来，或开卷有益，
或“云”享阅读，把阅读内化为丰富
内心世界的精神力量，这才是不变
的阅读旨归。

阅读与科技的碰撞
刘艳妮

随着阅读媒介的变革，大众的
阅读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从“云”听

“云”看，到全媒体覆盖之下的知识
生产、知识付费，通过“云”阅读搭建
起的全新阅读空间，使得阅读场景
更加多元化，知识信息供给紧密贴
合人们的阅读需求。

首先，“云”阅读加速了阅读空
间的拓展。在媒介技术的强力支持
下，“云”阅读以多样化的阅读平台
和智能应用，为受众提供更为便捷
的阅读服务。在全方位嵌入大众日
常生活场景的基础上，拓展受众阅
读的多层维度。只要连接网络，便
能随时随地开启“云”享阅读体验。

其次，“云”阅读加速了阅读服
务的更新。在当前泛知识服务背景
下，“云”阅读不仅强化了知识内容
生产的广度，而且提升了知识供给
的效度。大批知识内容生产者的强
势入场，满足了受众的阅读需求，进
而促使“云”阅读向个性化、智能化、
泛在化转型。

再次，“云”阅读加速了社会化
阅读的形成。在全民阅读的推动
下，“云”阅读提升了阅读的社会化
内涵，突出了阅读过程中的参与
性。通过作者与读者、知识生产者
与受众、读者与读者等群体间的

“云”互动，深化阅读活动的“接受-
反馈”链条，增强了全民阅读的传播
力和影响力。

诚然，“云”阅读在未来的发展
进程中，依然面临诸多问题和挑
战。但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看，“云”
阅读服务的更新迭代，以及受众的
广泛参与，充分激发了大众的阅读
意识，在营造全民阅读氛围的同时，
丰富着人们的阅读活动，或将为推
动全民阅读、构建学习型社会，提供
强而有力的抓手。

以“云”阅读推动
全民阅读的多元化转型

张守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