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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专版刊登四位书友的书作，显现
出他们对书法孜孜不倦的追求，并有了一
定的造诣。魏定锋早在 1997 年作品就入选
中韩书法展，2006 年入选“上联杯”首届
海峡两岸名人书画大展；林光新在 2011 年
参加了首届中国千字文书法大展；周小史
作品入选福建省第三届书法篆刻展；黄志
峰书法入选宁德市书法展。近年来四位书
友在书坛上初露尖角，让人欣喜。

每个人的审美角度不同，性格不同，
形成了不同的艺术观点和风格。这次刊登
的作品中流露出他们对书法艺术的不同认
识，不同追求与爱好。定锋选自己喜欢的
书帖猎古溶今，其书笔势灵动，豪迈雄强，
用笔生辣，刚健沉着，有很强的张力；光
新在魏碑中汲取营养，追求古拙而富有变
化；小史从 《灵飞经》 入手，流露出清逸
之气韵，遵正而舒展；志峰直接从今人入
手，直取章法。玉环飞燕各有态。他们的
作品表现出扎实的书法功底，娴熟的技法。

每个人都守候在墨池砚边辛勤耕耘，渴望
进入新的层面。

研习书法，具备一定基础后，要进入
更高层次，最大的阻碍是什么？有人说悟
性，有人说勤奋，有人认为是修养。其实
这些是必要条件，最大的阻碍是好恶之心。
因为好恶，不愿接受自己不喜欢的书作，
徘徊在偏好的一隅，汲取不到新鲜营养，
与优秀作品或风格失去交臂。深入研习一
下自己厌恶的书家、作品和风格，多看几
眼，试临几张，也许你会读到更多姿的书
法艺术语言，或清逸、或婉约、或高古、
或雄浑、或豪放。只有这样才能游刃有余，
自然进入书法艺术表达的自由之门。挥毫
落纸墨痕新，几点梅花最可人。我想几年
后，他们当中会有人打开霞浦书法寂静的
空间，进入另一个崭新的平台。他们将成
为了霞浦书法界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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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各乡镇的农家书
屋阅览室，经常能看到这样一个
画面：整齐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
图书，书架前围着来找书、看书的
村民，阅览室里安安静静地坐着
阅读的村民，男女老少，不分年
龄，他们有的来这里交流技术经
验，有的来这里探寻问题的答案，
同时也来这里丰富文化的内涵，
寻找生活的乐趣。记者沿途走了
几个乡镇，在沙江的八堡村、松城
的青福等村，村里喝酒赌博的人
少了，读书看报的人多了，浓浓的
书香弥漫在每一个乡村农家。

记者来到三沙镇陇头村，当
地的村支书告诉我们，2006 年我
县的台湾水产品集散中心项目落
在这里，村里的农家书屋的建
设，推动了全村紫菜、海带产业的
发展，很多海洋渔业的养殖得到
了科学的指导。使得紫菜、海带生
产成为陇头村的支柱产业，促进
了全村的经济发展……据悉，陇
头村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授予

“2012 年全国示范农家书屋”。

一

2007 年以来，我县按照省市
统一部署，完成了全县 292 个农
家书屋点建设。截至 2012 年 7
月，总投入资金 208 万元，2007
年开始在盐田乡南塘村建立农家
书屋试点。2008 年正式启动农家
书屋建设，并完成了农家书屋 20
家。2009 年完成了 65 家农家书
屋建设……2012 年实现了村村建
有农家书屋的目标，形成覆盖全
县各个行政村的农家书屋建设工
程。今年又投入资金 22 多万元，
并对全县 30 多个农家书屋加强
点进行升级改造。

在松城青福村的农家书屋
里，也经常看到孩子们的身影。
青福村地处城乡结合处，有许多
留守儿童和各乡镇转学的适龄儿
童。青福小学就在村委楼附近，
一到放学时间，就看到一群背着
书包的孩子，兴高采烈地来到书
屋，从书架上寻找他们喜欢的课
外读物： 《哈里波特》、 《伊索
寓言》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等
等。各种世界名著，科普书籍开
阔了孩子们的视野，提高了村民
对生活的感知力和想象力。

二

从 2007 年农家书屋在全国
展开试点以来，我县把“农家书
屋”工程建设作为一项惠及广大
农村群众的重大工程，把农家书
屋建设当做新农村建设的重头
戏，纳入县委、县政府的重要议
事日程，协调解决各种问题，并
制订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实施方
案。

钓岐村位于霞浦县盐田畲族
乡南部，地理位置较偏远，全村
共有人口 663 人，村里的经济状
况比较落后，村民们没有别的收
入，只能依靠种地维持生计。村
民们闲暇时更多的是选择闲聊、
饮酒等方式调剂生活，各种邻里
矛盾纠纷、酗酒闹事等时有发
生。今年 4 月份，县文体新局、
县图书馆的相关领导经过全面走
访调研，将该村 “农家书屋”作
为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纳

入了工作日程。在“农家书屋”
创建过程中，不断听取村民的意
见和建议，先后与多家单位联
系，同时发动辖区企事业为“农
家书屋”捐书。截至目前，共筹
措 图书 987 册 ，影 音 资料 132
份，内容涵盖党建、农技、医
疗、普法等多个方面，为群众搭
建起了一个全新的文化传
播平台和“农家智库”。

如今各农家书屋点都
由村文化协管员管理，并
专项资金聘请 1 名农家书
屋专门管理员。村两委班
子认真按照“建设好是前
提，管理好是关键，维护好
是重点，使用好是目的”这
个思路，力求创新，追求
实效。坚持以服务群众为
宗旨，白天、晚上均可借
阅，对种、养大户借阅资
料随叫随到，积极选送管
理员到省市学习培训，使
其熟练掌握农家书屋流程操作技
能，并且利用电视机和 DVD 电
脑定期为村民播放资料，开展优
质便民服务。

据了解，沙江镇八堡村是个
拥有 400 多户村民的中等村，近
几年村民靠传统种植各类蔬菜瓜
果而走上致富路。随着农民收入
的不断提高和生活的不断改善，
广大群众开始有丰富的精神文化
追求，渴望接触更多更好的文化
产品。因此“建设和谐型家园，
培育知识型农民”，成为干部群

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共识。
2008 年底，该村的农家书屋正式
建成，提供了果树、花卉苗圃的
种植、家畜的养殖，并定期播放
健康生活专题片，不定期编写卫
生知识宣传册，开展健康知识技
能培训，丰富了该村民科学知识
的普及，也因此提高了村民的生

活水平。
为保证通过“农家书屋”这

个载体更好的开展优质便民服
务，溪边村在书屋内设置了免费
办理借阅卡的温馨提示牌;多视角
醒目粘贴了书籍分类标识，就连
桌椅、书柜、报栏位置等不起眼
的细节该村都参照大型图书馆的
功能分区精心设计，用心摆放;定
期为村民播放农家书屋内的电子
音像制品；听取村民对农家书屋
的管理、维护，以及对出版物需
求的意见；建立监督奖励等一系

列创新机制。为保证图书不被损
毁和丢失，采取从娃娃抓起，培
养“护书小天使”，达到让孩子
们自我约束，为大人树立榜样，
并监督家人爱书护书的目的。有
效地促进了图书的科学化管理。

日前，记者看到陇头村的农
家书屋内悬挂着各种字谜、奇趣
词语。鼓励引导感兴趣的村民踊
跃编写各种内容歇后语 、灯谜。
参与编写的有老年人，有学校刚
毕业的青年，有学生。图书管理
员将编写好的，标注上作者姓

名，在专栏里进行刊登。
各个村农家书屋极

大方便农民群众查阅相
关生产知识，惠及了全
村的农民群众。农家书
屋已成为农民的朋友，
成为了村民学文化、学
科技、了解致富信息的
好场所。

三

目前农家书屋还存
在着基础设施较差，图书
数量少且适用性不强的
问题。有几处农家书屋设

置在村委楼，不方便村民读书。
这些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加大力
度改善，加快推进农家书屋的建
设步伐。各农家书屋可依托县图
书馆，将农家书屋和县图书馆联
动运行，把农家书屋作为县图书
馆的分馆，将农家书屋的图书作
为馆藏图书进行管理。同时将送
书下乡活动列入县“为民办实事”
项目之中，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
样、与农民生产生活相关的读书
活动，增强农家书屋的吸引力，
努力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

书 香 弥 漫 在 农 家
何焱红

乡贤章绍同获金鸡奖最佳音乐奖

第 22 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暨第 29
届金鸡奖颁奖典礼于 9 月 28 日在武
汉举行。福建著名音乐人、霞浦乡贤
章绍同的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获得
本届金鸡奖最佳音乐奖。这已是章绍
同继 1998 年、2003 年之后第三次获
此殊荣。

（县文联）

霞籍运动员王庆铃获全运

会女子七项全能冠军

9 月 8 日，全运会赛场传来
喜讯，霞浦籍运动员，现就读
厦门大学的王庆铃技压群芳，夺得第
十二届全运会女子七项全能冠军。市
委、市政府向霞浦县体育代表团表示
热烈祝贺。今年 6 月份在江苏苏州举
行的全国田径锦标赛暨全运会预选赛
上，王庆铃夺得女子七项全能第一
名。

（县文体新局）

陈树民小说集《忐忑人生》出版

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霞浦县作
协副主席陈树民出版第一本小说集
《忐忑人生》。收入了作者自传体的长
篇小说 《忐忑人生》 和 《栗色马》、

《病人》、 《迷失》 等十二篇中短篇小
说。陈树民现任霞浦县文化体育新闻
出版局与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 《海岸
线》 的主编。他在上世纪 70 年代开
始文学创作，先后在报刊发表诗、散
文、小说。 （县作协）

央视直播三沙花竹日出

10 月 1 日，05:50 央视 《朝闻天

下》 栏目在福建三沙镇花竹拍摄点现
场直播日出全过程，省、市、县电视
台记者也纷纷到场拍摄和采访。来自
省内外摄影爱好者 100 多人共同见证
了金秋十月美丽古镇港的迷人景色。

（县摄影家协会）

霞浦邦德队获闽台菲象棋赛冠军

9 月 21 日，在晋江市举办的“富
海鸿杯”闽台菲象棋赛中，霞浦邦德
队以优异成绩荣获闽台菲象棋赛冠
军，这是邦德队今年第二次夺冠。

（县象棋协会）

省电视台来半月里村拍摄 《畲族

小说歌》

10 月18 日，福建省电视台派专
职制作组来我县溪南镇半月里村拍摄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畲族小说
歌》 （县文化馆）

崇儒上水村入选国家传统村落

2013 年 8 月 26 日住房城
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联
合公布了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
名录，我县崇儒乡上水村列在
宁德地区首位。这样我县目前
就有上水村和半月里村两个国

家级传统村落。

（县博物馆）

霞浦县造型艺术产业协会成立

霞浦县造型艺术产业协会成立大
会于 10 月 19 日下午在晨曦宾馆召
开。会上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完成全部
议程。选举产生了正副会长、正副秘
书长。黄翔当选为会长。

（县造型艺术产业协会）

文 化 动 态
霞浦九大馆，即为博物馆、剧院、科技

馆、城市规划展示馆、档案馆、图书馆、青
少年活动中心、妇女活动中心和职工之家，
其位于我县新城区福宁大道北侧，总建筑面
积为 57341 平方米，总投资约 4.5 亿元。

这九大馆项目由五栋造型各异的建筑物
组成，与连成一体的面积为 19560 平方米的
文化休闲广场共同组成地标式的人文景观，
注重规模格局和文化品位的创意设计，使建
筑外观显得新颖别致、典雅富丽而气势恢
宏。

九大馆项目于 2012 年 3 月 1 日动工兴
建，现已进入二期装修。从剧院、博物馆和
规划馆的外形感观，已突显出九大馆整体又
富于个性的总体布局，现代、开放的建筑形
象，它将提升人们的精神视野和文化眼界。
今年春节以来，不少市民早晚来到宽阔的广

场，在喷泉音乐中，进行休闲活动。九大馆清新舒适
的氛围给人以高雅温馨的享受。 （县委报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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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直播三沙花竹日出 何兴水 摄

霞浦九大馆主体工程之县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