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3 世界读书日” 是属于爱书人的节日。 当阅读者捧起书本，就如同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一处栖息地，与写作者进行一场智慧

对话。 近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就我国国民阅读率进行调查，发现 2017 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和纸质图书阅读

率均有所增长。 越来越多的人为阅读“打卡” ，新的阅读风尚正在形成。 辛华 文 /图

日前， 第十五次全国国

民阅读调查主要发现在京

发布。 调查显示，我国成年

国民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

长为 80 分钟以上， 有声阅

读成为国民阅读新增长点，

国民网上深度阅读行为占

比偏低，城乡居民阅读差异

明显。

据中 国新 闻 出 版 研 究

院院长魏玉山介绍，本次调

查于 2017 年 7 月启动 ，至

2018 年 2 月结束， 调查覆

盖我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

辖 市 ， 可 推 及 我 国 人 口

12.84 亿。

数字化阅读持续增长

有声阅读亮点突出

调查显示， 我国成年国

民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长

为 80.43 分钟， 人均每天互

联 网 接 触 时 长 为 60.70 分

钟，手机和互联网成为成年

国民接触媒介的主体。 超过

半数成年国民倾向于数字

化阅读方式，成年国民人均

每天微信阅读时长为 27.02

分钟。 另外，在成年数字化

阅读方式接触者中，18—49

周岁的中青年群体是数字

化阅读的主要人群。

2017 年， 我国有两成以

上的国民有听书习惯。 成年

国民的听书率较 2016 年平均

水平提高 5.8 个百分点，未成

年人的听书率与成年国民基

本持平；14—17 周岁青少年

的听书率最高，达 28.4% 。 在

成年国民的听书介质中，移

动有声 A PP 已经成为听书的

主流选择。

纸质书阅读率平稳增长

阅读深度和满意度有待提高

2017年， 我国成年国民

人 均 纸 质 图 书 阅 读 量 为

4.66 本， 较 2016 年的 4.65

本略有增长。 对我国国民倾

向的阅读形式的研究发现，

45.1% 的成年国民更倾向于

“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 ，

高于对其他阅读形式倾向

的占比。

我国成年国民上网从事

的几项主要活动中， 占比大

小依次为 “网上聊天 / 交

友” 、“阅读新闻” 、“看视

频” 和“在线听歌 / 下载歌

曲和电影” ，而“阅读网络书

籍、报刊” 行为排在最后。

调查发现， 国民对自身

阅 读 的 满 意 度 偏 低 ， 有

39.5% 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

读数量很少或比较少， 而认

为自己阅读数量很多的国民

只占 1.7% 。 另外，我国成年

国民对当地举办全民阅读活

动的呼声较高，2017 年有超

半数的成年国民认为有关部

门应当举办读书活动或读书

节。

城乡居民阅读差异明显

呼吁提升农村阅读普及程度

2017 年， 我国城镇居民

的图书阅读率为 67.5% ，农

村 居 民 图 书 阅 读 率 为

49.3% ； 城镇居民数字化阅

读方式接触率 81.1% ， 而农

村居民为 63.5% 。 中国新闻

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研究

与促进中心主任徐升国介

绍，为推动农村阅读，目前

已经在加强相关基础设施

建设 ，包括图书馆和“农家

书屋” 项目的建设。

魏玉山说，农村阅读的普

及程度直接关系到美丽乡村

的建设程度。 在阅读推广的

过程中， 更关键的是那些热

爱读书的人发挥的引领、指

导作用。 为此应建议加强阅

读推广人和相关组织的培养

与发展工作， 提升农村整体

阅读水平。

黄维 杨泠旋

■新教育改革是救亡图存的第一要务

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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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城广场市民才艺大赛

戏剧曲艺专场比赛———

娃娃选手放异彩

真挚情感动人心

本报讯 4 月 21 日下午 ，2018 年筑

城广场市民才艺大赛戏剧、曲艺专场比

赛第三场复赛在筑城广场下沉式舞台

举行， 共有 223 个节目参赛。 这场比赛

节目涵盖儿童剧、京剧、越剧、黔剧、相

声、配乐朗诵等 ，娃娃选手的比例占了

一半以上。

“妈妈是棵大树，我是树上小鸟。每天

在妈妈身边，快活得又蹦又跳……” 配乐

诗朗诵《妈妈是棵大树》由来自贵阳昌久

艺术中心的几个娃娃选手合演，真挚的情

感、纯真的表情深深打动现场观众，观众

眼里泪花闪动。

据活动组委会介绍，这几个孩子平均

年龄才 5 岁， 是本月比赛年龄最小的选

手。 本次戏剧曲艺专场比赛决赛将于 4 月

28 日举行。

（本报记者 赵红薇）

第八届北京国际

电影节闭幕

展现中国影市新活力

新华社电 （记者 张漫子） 历时 8

天的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于 22 日闭

幕。 作为中外电影界交流的重要平台，本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不仅为社会各界与中

外影迷呈现了一场精彩的电影盛会，更彰

显出中国电影的新力量，折射出中国影市

的新活力。

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吸引了来自

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法国等国家和

地区的优秀华语电影人的积极参与，电

影市场项目创投共征集项目 722 个，不

仅申报数量创历届之最， 国际影响力也

愈发增强。

在国际合作方面，北京国际电影节响

应“一带一路” 倡议，中国企业与法国、西

班牙、 乌克兰等国的合拍项目在此签约。

据了解，共有 79 家企业的 38 个重点项目

最终达成签约合作， 总金额达 260.825 亿

元，同比增长 49% ，再次突破记录。 北京国

际电影节举办的 8 年中，其电影市场签约

额累计达到 1010.36 亿元， 签约项目覆盖

全产业链。

在行业交流方面， 中外影人分别以

“把脉中国电影匠人之‘芯’ ”“匠心传

承·中国电影市场如何完善新导演扶植

体系， 建立高标准的工业化电影之路”

“电影发行放映的变革之路 ”“第四届

中国电影编剧研讨会———类型电影的开

发与创作 2018” 为主题，聚焦 IP 价值的

大数据评估、 新导演扶植战略、 电影制

作工业化、 类型电影剧本创作等热点话

题， 为中国电影的产业环境与未来发展

把脉。

在广受影迷观众欢迎的电影展映环

节，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北京展映单元吸引

了全国多地专程前往北京看电影的铁杆

影迷 。 今年北京展映单元的上座率达

71.33% 左右，彰显出观众对艺术电影的巨

大需求，也反映出中国电影消费的多样化

趋势。

国际水彩名家

齐聚贵阳

本报讯 4 月 22 日，由省文联主办、

中铁置业贵州公司承办的 “多 彩贵

州———国际水彩名家邀请展” 开幕，为

观众奉上了一道规模盛大的国际水彩艺

术交流盛宴。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 4 月 27

日。

据介绍， 此次活动邀请了国内及来

自美国、英国、意大利 、澳大利亚、墨西

哥 、俄罗斯 、新加坡、西班牙 、瑞典等国

的 25 位知名艺术家参展。 120 余幅风格

多样 、韵致幽雅 、意趣盎然的水彩画作

品，展现了当下国际水彩画坛名家的集

体风貌。

参展的国内外艺术家纷纷表示，此

次活动不仅提供了国际艺术家之间相

互交流、相互学习的机会 ，也为贵州当

代艺术、中国水彩艺术以及世界各国艺

术文化之间带来更深层次的融合、发展

与促进。

活动还包含了为期 4 天的采风活

动， 国内外艺术家将深入我省下司、西

江、郎德、雷公山四地写生，感受贵州的

多彩风情。

（本报记者 赵红薇）

时讯

著名教育史专家谭佛

佑先生认为， 近代中国面

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

局” ，要救亡图存，推行新

教育以“新民德，开民智，

鼓民力” 成了第一要务。

“而开启中国近代新教育

改革、 建立新的教育体系

的，是三个贵州人。 ” 4 月

17 日，谭佛佑作为贵州省

文史研究馆 “山骨讲堂”

主讲嘉宾， 携讲座来到省

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向师

生们深入介绍李端棻、张

之洞、 黎庶昌三位贵州乡

贤在新教育改革中办了三

件走在前列的大事： 李端

棻的 《请推广学校折》搭

建了新教育改革的框架方

案，张之洞的《劝学篇》奠

定了新教育改革的指导思

想，黎庶昌创办的“致用

书院” 是最早引入新课

程， 落实新教育的新学校

之一。

“回溯中国近代新教

育改革贵州走在前列的三

件大事， 贵州人的历史担

当可见一斑。 重温这段历

史， 为的是构建本土文化

自信。 ” 谭佛佑说。

谭佛佑携“山骨讲堂” 走入高校———

三个贵州人掌舵中国近代新教育改革

谭佛佑携“山骨讲堂” 走入高校———

三个贵州人掌舵中国近代新教育改革

■掌舵中国近代新教育改革的是三个贵州人

谭佛佑从中国近代面临

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说

起———1840 年 鸦 片 战 争 以

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轻而

易举地击破了做了数千年的

“老子永远天下第一” 的美

梦，“天朝上国” 被迫向西方

“蛮夷” 签订系列丧权辱国的

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埠

通商。

“一批从沉重屈辱悲愤

中觉醒的仁人志士， 开始向

西方寻求救亡图存的 ‘药

方’ 。 ” 谭佛佑介绍了这一过

程的几个阶段： 首先是办外

语学校，京师同文馆、上海广

方言馆、 广州同文馆相继成

立，培养翻译人才；再就是践

行 “师夷长技以制夷” 这一

理念， 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

南制造总局， 张之洞在湖北

办汉阳兵工厂、汉阳铁厂；左

宗棠在福建创办了福州船政

局。 此外，各地都陆续办起了

各类新式学堂： 外语、 船政、

水师、 陆军、 电报、 路矿、蚕

桑、机械……此外还派遣留学

生。 这一阶段，历史上称之为

洋务运动；1894 年中日战争，

清王朝败给了向来瞧不起的

弹丸岛国日本， 标志着洋务

运动这条 “自救” 之路走不

通。

“全国的有识之士开始

反思：中日之战，中国到底败

在了哪里？ ” 谭佛佑认为，当

时所有的反思可以概括为一

句话：日本之强，强在学校；

西方之优，优在教育。 “改革

传统、新教育改革的序幕，到

了该拉开的时候了。 ”

谭佛佑说，新教育改革争

议的焦点有三个：一是学校与

科举之争。 科举的考试内容是

八股， 且废科举不能入仕，新

式学堂的教学内容无法进入

科举考场，也就意味着无法入

仕； 二是中学与西学之争，三

是新学与旧学之争。 这两个所

争的，即中学、西学之间的优

劣消长。 即如何纳西学于新式

课堂，纳新式课堂于科举的问

题。 “在解决这个问题， 三个

贵州人走在了全国前列。 ” 谭

佛佑说。

谭佛佑说， 甲午中日之

战，说明当时的“方言”“技

术专科”“水师” 等新式学

校 ， 无法承担起为救亡图

存、 变法维新输送新型变革

人才的重任。 “面对这样的

现实， 时任刑部左侍郎的贵

阳人士李端棻有着清醒的认

识。 ”

李端棻认为洋务时期新

学教育有五个弊端或不足：

一是洋务新学虽已设立西

语、西文诸学馆，但对于“治

国之道， 富强之源的一切要

书，多为涉及” ；二是对数理

化等自然科学知识及机械制

造技术， 虽有涉及但不够精

善； 三是洋务新学大都缺乏

科学仪器、实验设备的支撑；

四是洋务提倡的新学与旧学

并存， 但旧学受限于科举八

股， 没有动力教授近现代科

学技术知识； 五是学校建置

太少， 根本不能满足新式人

才之急需。

光 绪 二 十 二 年（1896

年），李端棻将其对洋务新学

的反思， 写成 《请推广学校

折》直接上奏光绪帝，并请建

京师大学堂， 试图构建一个

中国亘古未有的较为完整的

新教育体系。 光绪皇帝准奏，

交总理衙门议准后在全国推

广执行。

为应对洋务新学的五个

弊端 ，《请推广学校折》提

出了五项措施： 一是设藏书

楼， 即图书馆， 收藏各种版

本、 各类书籍， 尤其是同文

馆编译的西书， 允许人人前

来参阅； 二是创仪器院，即

仪器实验室 ； 三是开译书

局，多翻译学校、农政、商务

等方面的书籍， 造就新型国

民和人才； 四是广立报馆，

宣传变法， 介绍西学， 开启

民智；五是选派游历，学成后

归来效力。

在李端棻的设计中，京师

大学堂这一新教育体系的样

板， 各地方仿效施行即可。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

个提出并设计了新教育体系

的办学方案的，是李端棻。 ”

谭佛佑说。

“中国近代新教育改革，

李端棻提供了框架体系之

后， 紧接着提供指导思想的

是贵阳出生、兴义长大的晚清

重臣张之洞。 ” 谭佛佑说，张

之洞中进士入仕外放， 最早

是从当考官、 学政， 换句话

说，是办教育出身，对传统的

教育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

识。 在李端棻 《请推广学校

折》 之后两年的 1898 年，张

之洞除了一册小书，《劝学

篇》，该书传达的核心思想有

二：中体西用，君主立宪。“这

本书凝结了当时朝野的最大

共识，广为流传。 ” 同年，京师

大学堂成立，百日维新开启。

在谭佛佑看来，在此李端

棻和张之洞之前， 能够很好

的将新课程纳入新课堂的，

黎庶昌是极少数能做到了。

1891 年， 黎庶昌在两度出使

日本后归国， 被任命为川东

道（即今重庆）道员，到任后

创建了致用书院。“致用书院

教学不取八股时文， 兼贯中

西， 增设外文、 算学等科，教

以自然科学知识以培养新型

人才。 ” 谭佛佑说，这就是黎

庶昌和后世学者所称的 “洋

学堂” ，“这一改革科举的事

例载入了 《中国近代教育大

事记》一书，可见黎庶昌对教

育改革的业绩。 ”

此外，谭佛佑还提到了严

修。 1896 年，严修在贵州学政

任上上 《请设经济特科折》，

倡议开特科科考， 使得接受

新式教育的人士能够以特科

的形式科举入仕；1903 年，张

之洞受命制定 《奏定学堂章

程》，史称“癸卯学制” ，为我

国近代第一个正式颁布并在

全国推行的新学制。 “至此，

新教育改革工作全面完成。

1905 年， 延续了一千多年的

科举制废除。 ”

本报记者 郑文丰 文 /图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发布———

近半成年国民倾向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

为阅读“打卡”

两名小读者在江苏省南京市玄武湖公园阅读。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文苑旧书店，70 岁的段存瑞在自

家书店里看书。

居民在安徽省肥西县上派镇社区书吧里阅读。

■人物名片

谭佛佑， 贵州平

坝人，长期从事中国

教育史、 外国教育

史、教育理论、贵州

历史文化教育等领

域的教学和研究，是

本土著名文史专家、

全国知名教育史专

家。 任中国教育家协

会常务理事兼学术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