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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3日讯（见习记
者 朱文龙） 22日，在第20届

“世界阅读日”来临之际，槐荫
区道德街新世界阳光花园社区
微能量小志愿者团队的同学们
发起了一场名为“遨游书海，品
尝书香”的读书倡导活动。

活动分两天进行，首先在
社工的带领下，选出小队领袖，
分工合作，制作了精美的手抄
报张贴在社区宣传栏上，倡导
社区居民积极阅读。读书日当
天，微能量志愿小队全体出动，
在社区里将精美的宣传单页发
到居民手中,邀请居民加入到由
社区和社工创办、志愿者参与
管理的“阅享读书角”，充分利
用社区图书资源，在社区内倡
导一种全民阅读的氛围。

除此之外，23日上午营市
街街道办事处凯旋新城社区
也以世界读书日为契机，开展

“沐浴书香 快乐成长”活动，
倡导社区居民捐出闲置的书
籍，装点社区阅读坊，而捐书的
居民则可以换到一盆绿植，带
回去装点自己的家。

凯旋新城社区居委会主
任孔凡红介绍，此项活动主要
包括图书换绿植、花园寻宝、
请把我的书带回你的家三个
环节。在花园寻宝活动中，社
区工作人员将世界读书日、图
书阅读等相关知识做成题卡
藏匿于花园中，引导居民找到
宝物完成有奖问答。而社区图
书室的图书和现场募捐的图书
将来都可供居民免费借阅。一
时间，居民们纷纷捐献自家闲
置书籍或登记借阅社区图书，
书香飘满社区。

本报4月23日讯（见习记者
孙业文 通讯员 王树生）

23日，在第二十个世界读书日来
临之际，济南市妇联启动泉城家
庭读书活动暨亲子读书公开课开
讲。

该活动以“阅读点亮济南梦”
为主题，以“亲子读书公开课”为
主线，分为亲子读绘本，家庭谈阅
读，读书分享，寻找读书好家长和
读书小明星等四个板块，活动于
世界读书日启动，时间贯穿2015

年全年。
作为“泉城家庭读书”活动重

要内容的亲子读书公开课，主要
以“亲子共读书，阅读伴成长”
为主题，每两周开展一次公开
课，面向全市0-6岁的儿童和其
家长，传播亲子阅读的意义、途
径和方式方法，通过“亲子共读”、

“亲子共荐”、“亲子共讲”和“亲
子共演”等方式，带领泉城广大
幼儿家庭爱上亲子读书，密切
亲子关系。

本报4月23日讯（见习记者
于悦 通讯员 王晓倩） 本周
末济南市图书馆有两场讲座等你
来，周六上午9：30系列公益讲座

“健康大讲堂”特邀山东省全民健
身科技服务中心段桂华主任，为
大家讲述“由表及里看身体———
大病的发生与预防”；周日上午9:
30，著名作家王勇田做客尼山书
院国学讲堂，系统讲解孔子一生
的主要经历、遭遇及思想学说，为
大家真实再现孔子生活的时代背
景 ，需 电 话 预 约 报 名 ：0 5 3 1 -
81275659。

本报见习记者 于悦

一年没法读完三本书

没工夫、没心情、没环境

根据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
读调查，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
阅读量为4 . 56本。今年的《山东
省公众阅读现状及意愿》调查显
示，山东人均年阅读纸质图书约
为2 . 43本。每年读书不到3本，阅
读状况着实堪忧，这在上班族尤
其是公司白领中表现得更为明
显。

在建筑公司上班的小刘已
工作四年，毕业之后就很少看书
了，“上学的时候除了看专业书，
课外还读一读小说，一般是去图
书馆借或者同学之间传阅。上班
之后不只是没时间看，关键是不
知道去看什么。”

据了解，很多上班族都把阅
读量减少归因于工作忙、没空，
其他原因还有没心情、没条件阅
读，“现在心里装着的事太多了，
上班没法读，下班家里还有一堆
琐事等着你，捧着本书一字一句
地看太累了，容易分心，根本读
不下去。”在地产公司上班的小
陈说。

读书时间不到

读微信的一半

上班族中不乏“低头族”，用

移动客户端获取信息已成为许
多人的首选，国民阅读调查数据
显示，成年人每天读书时长为
18 . 76分钟，但有超过六成的成
年人通过手机进行微信阅读，微
信阅读接触群体人均每天微信
阅读时长为40 . 98分钟。

工作之余刷朋友圈、看公众
号已成为典型的微信阅读方式，
这也挤占了原有的读书时间。在
建筑公司上班的小刘称，他一般
关注的是和工作相关的内容，如
地产和金融投资类的公众号，但
也只读一些短篇的推送，“都是
在等车、排队或上班时插空刷一
下微信，不过比起看书来还是方
便得多。”

在全国调查中，数字化阅读
率超过了传统图书阅读率。省内
调查中，传统纸质阅读与新兴数
字化阅读也基本一致。成年数字
化阅读接触者中80%以上都是
18—49周岁人群，上班族也基本
分布在这个年龄段中。

“年轻人都用多媒体方式阅
读，我们也迎合需求，为没法来
借书、看书的年轻读者设了移动
图书馆，把书下载到手机上看。”
济南市图书馆副馆长吴伟称，现
在的阅读必须遵循方便原则，

“不过从享受和健康的角度讲，
还是提倡传统方式。”

“公司白领平时的工作肯定
都以业绩和公司效益为中心，甚
至把业余时间也都花在这上面，
例如下班陪客户等等，说忙是有

道理的。”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
传播学院叶诚生老师说，“流行
阅读大部分都是读一些经典、人
文社科之类书籍，提升涵养、陶
冶性情对于上班族来说比较空
泛，生存保障对他们而言才是最
重要的。上班族如果没有长远的
安定感，肯定不会读书。”

“不过，机关事业单位由于
性质不同，读书的人还要显得
多一些，政治理论、哲学、历史
书在这些人员中比较流行。”
叶诚生说，“还要看每个人不
同的读书需求，如果跟自己工
作相关性很大，可能就会多涉猎
一些。”

本报记者 王光营
实习生 蒋明君

大书虫竟是理工男

一年借书242本

“虽然我学的是理工专业，但
文学、历史、经济类的书都喜欢
看。”23日，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举
办的第四届读书节上，在管理科学
与工程学院就读的大二学生张光
耀成了2014年度的“大书虫”。

虽然张光耀学的是理工科专
业，却对文史类书籍非常着迷，每
周都要去图书馆借阅图书。在去年
一年中，他一共借了242本书，在所
有借书者中是数量最多的。

据介绍，从2011年开始，山师
图书馆每年都会评选年度大书
虫，同时还有爱心图书“漂流岛”
捐书、真人阅读等活动。根据统
计，在这四年中，共有41人被评为

年度TOP10大书虫。
记者梳理发现，这些学生中

借书量最高的是 2012年度的徐
丹，为365本，最低的也有125本，
大书虫的平均借书量为193本。在
这些学生中，本科生共有26人，占
到了63%。

而根据山大图书馆统计，第
一名借书达328册次，排名前10名
的书籍9本是文学类书，只有1本
是历史类。从全校看，文学与新闻
传播学院的学生借书最多，一年
借阅量达到2820次。

纸质借书量

年均减少7万册

“今年还有3个男生，去年都
是女生。”据介绍，在已经评出的
41位“书虫”中，女生还是占了上
风，占比达到近8成。

据悉，一般来讲，研究生的借
书量相对要比本科生高，为啥这

次前10名有8个本科生呢？对此，
该校图书馆党总支书记宫少波表
示，研究生一般借阅专业书籍的
较多，很难快速阅读，同时在查阅
资料时更倾向于使用电子资源。

而该馆工作人员苏军表示，
全年的纸质图书借书量为 41万
册，平均每人的借书量为11 . 7册。
而山大的统计数据显示，平均借
书量为15 . 77册。

“基本上每年都会减少六七
万册。”苏军表示，2011年借书量

为61万册，2012年55万册，2013年
48万册，而2014年则为41万册。

“借书量少了，但学生的借阅
量并未降低。”宫少波认为，借书
量下降并不是说学生的阅览量减
少，很多人转向了电子书籍。目前
山师图书馆有近400万册书籍，还
有200万册电子书供学生选择。

据介绍，虽然电子阅读已成
趋势，但快餐式的浅阅读较多，长
时间盯着手机屏幕，眼睛和心理
更容易疲劳，影响阅读效果。

破解占座难题

3000座位可微信预约

“我们也想去图书馆看书，可
经常连个座位都找不到。”有学生
表示，由于座位紧张，导致很多同
学去图书馆看书的热情下降。

据了解，尤其是在考试季，很
多学生不光用书包占座，甚至连
砖头、锁链都派上了用场，“占座”
难题让很多学校都感到头疼。

“我们新图书馆中有5000个
座位，至少有3000个可供学生微
信预约。”宫少波表示，根据学校
安排，长清湖校区的新图书馆争
取暑假前对学生开放。

据介绍，新馆将主打智能化，
除了自助借还机、自动文印系统
等，还将启用微信占座系统，3000
个座位供学生预约。学生在宿舍
就可以预约位置，再直接到图书
馆刷卡、扫描二维码就行了。

“我们还计划在图书馆设立
咖啡吧等，为学生创造舒适的阅
读环境。”据介绍，图书馆未来还
将扩展功能，经常举办名家讲坛、
读书交流活动，为师生阅读提供
良好的环境。

山师图书馆拼阅读，文科生败给理工男

去去图图书书馆馆怕怕没没座座？？微微信信预预约约就就行行啦啦
手拿书卷，流连于图书馆，这可能是很多人对文科生的印象。

23日，在山师图书馆大书虫评选中，理工男却以年借书242本夺
冠，打败了众多文科生。根据山师的统计，虽然总体阅读量没有减
少，但图书借书量却年均减少近7万册。

上上班班族族，，一一年年时时间间读读不不了了 三三本本书书
年轻人青睐多媒体终端，微信阅读分了纸质书籍一杯羹

近几日全国与省内对于公众阅读状况的调查报告纷纷出炉，
省内公众年阅读量还不到三本书；采用数字阅读和纸质阅读率基
本持平；超过六成人进行微信阅读。

周末来市图书馆

听国学讲座吧

快带孩子来参加

亲子读书公开课

▲ 2 3 日，济
南市济洛路小学
举行读书节活动。
图为学生现场大
声诵读。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社区也在
忙读书

大学生在图书馆借阅图书。本报记者 王光营 摄

23日，槐荫区振兴街街
道联合辖区和谐共建促进会
成员单位来到槐荫实验幼儿
园，为小朋友们捐赠适合儿
童阅读的各色图书900余册。
本报记者 许建立
通讯员 宋阳阳 摄影报道

好书送给

乖宝宝

孩孩子子读读书书忙忙，，当当爸爸妈妈的的也也别别闲闲着着
省城有小学要求家长每年须读三本书

本报记者 李飞
实习生 孙娜

家长成天忙

称“没空读书”

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
际，记者分别在济南市东方双
语实验学校四年级3班和五年
级6班做了读书情况的调查问
卷，共回收有效问卷111份。

针对“你每天平均用于阅
读课外书籍的时间有多少”这
一问题，近五成小学生每天阅
读课外书的时间为半小时，另
有近一半学生在一小时左右。

与学生的读书热情形成强
烈对比的是，大部分的家长都
缺少读书的习惯。23日下午，济
南市济洛路小学举行“弘扬传
统文化，诵读经典国学”的读书
节活动，不少家长到场。记者询
问了十几名学生家长，得到的
回答几乎都是“忙于工作，几乎

没时间看书。”
“平时上班比较忙，回到家

又得忙家务什么的，很少看
书。”该校五年级学生家长孔女
士表示，自己只有周末时才偶
尔翻翻书。“平时放松的话会打
打游戏什么的，就不会把时间
用来读书了。”二年级的一名家
长说。还有个别家长表示，虽然
平时自己读书的时间不多，但
愿意陪着孩子一起读，“我一般
都是孩子读完了，看看他读了
什么，然后问问他这个故事讲
了什么，有什么感悟之类的。”
家长刘女士说。

亲子阅读能丰富

孩子的情感体验

“家长每月至少带孩子去
一次书店或图书馆；学生应该
同家长一起建好‘家庭小书
房’，与父母认真读好每一本好
书。”22日洪家楼第二小学“千
家联盟，万人读书”活动启动，

该校对学生家长的读书提出了
要求。

“每年每位家长必须认真
阅读2本家庭教育专著和1本名
著，与孩子一起体验阅读的快
乐。”校长陈元东表示，学校图
书馆除了向学生免费开放外，
也面向家长开放，供其借阅使
用，并将不定期开展读书交流
和读书沙龙。

23日，燕山学校、济洛路小
学、天成路小学、历下区紫苑幼
儿园等纷纷举行“世界读书日”
主题活动。其中，天成路小学、
龙奥学校当日均邀请儿童文学
作家走进校园，向学生传达阅
读，尤其是亲子阅读的重要性。
紫苑幼儿园则在图书共享吧开
展了“故事妈妈，故事宝宝”读
书借阅活动。

“最佳的阅读方式是亲子
阅读，家长与孩子一起阅读，能
发展其语言能力、思维能力、想
象能力，丰富孩子的情感体
验。”历下区紫苑幼儿园园长王
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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