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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阅读在e时代续写“开卷有益”

去年全国数字阅读用户
达4.3亿人

2018年全国数字阅读用户已达4.3亿人，人均数
字阅读量已达12.4本，人均单次的阅读时长达到71.3
分钟。近日，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浙江省人民政府指导
举办的第五届中国数字阅读大会传来信息：我国数字
阅读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

戴上增强现实眼镜，翻阅手中的画册，原本的平面
图像立即化为立体模型。使用虚拟现实设备，观众立
即回到历史真实现场……本次大会设置了媒体融合、
5G让生活更美好、聆听经典等13个主题展区，集中展
示了我国数字阅读的新产品、新服务。

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18 中
国数字阅读白皮书》，从2016年到2018年，我国数
字阅读用户的年度同比增幅分别为 12.3%、13.4%
和14.4%。

从时间段上看，与2017年相比，数字阅读的“早
读”读者快速增长，在7-9点的“早高峰”时段进行数
字阅读的读者占总数的比例从10%左右跃升到了近
43%。午间阅读的读者也翻了一番还多。

中国移动咪咕公司总经理刘昕认为，图文、音频、
视频以及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技术使阅读变得更立
体。随着5G技术落地、虚拟技术提升和人工智能发
展，数字阅读行业将更好地提供沉浸式互动体验。

《2018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同时显示，2018年，
我国数字阅读产业规模达到254.5 亿元，同比增长
19.6%，整体市场稳步增长。而愿意付费阅读的读者
其占比也从2016年的60.3%增加到66.4%。其中有
68.7%的付费用户的愿意付费区间在20元以上。

这意味着数字阅读产业的前景继续看好。专家预
测，面向未来，国家政策仍将继续引导数字阅读质量水
平的稳步提升，我国数字阅读产业发展重点将放在全
民阅读、新兴出版、媒体融合等方面。 （据新华社电）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
美育教师10年增长约29万

记者近日从教育部在苏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近年来，我国学校美育在政策体系、育人导
向、教育教学、资源保障、推进机制、品牌项目等方
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义务教育阶段美育教师10年增
长28.29万人。

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介绍，在美育师资队
伍建设方面，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美育教师人数由2008
年的43.41万人增加到2018年的71.7万人，10年来平
均增速为5.1%。美育器材配置、场地设施条件大幅改
善，2008 至 2018 年，全国小学艺术器材达标率由
45.6%提高到93.8%，初中由59.8%提高到95.5%，10
年增长了约42个百分点。

王登峰说，近年来，我国美育课程建设稳步推进。
义务教育阶段，93.5%的省（区、市）的音乐、美术课程
总量达到了国家规定9%的课时数；高中教育阶段，全
国92.1%的学校能够开设6个学分的艺术类必修课
程；全国75.7%的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将艺术课程纳入
公共基础必修课，并保证72学时；全国84.6%的高校
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公共艺术课程。美育课程资源日益
丰富。调查显示，近87%的学生在中小学接受了艺术
教育，65%的学生参与了艺术社团或兴趣小组，学习掌
握了艺术技能。 （据新华社电）

河南范县10万家书点燃亲情和关爱

家书让亲情
不再“远在天涯”

“爸爸您是个刷墙工，每天都悬挂在摩天大楼外
面，像个蜘蛛侠，我祈祷爸爸平安健康。”“亲爱的孩
子，自从你来到人世间，你都一直是最懂事、最听话
的孩子。爸妈因为有你而快乐和幸福，你是爸妈的
骄傲。”……

一场由家长、教师、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封
家书”家庭教育情景剧会演日前在河南省范县举行，
一封封情真意切、催人泪下的家书，让现场观众感动
落泪。

范县教育局的“一封家书”征集活动，缘起于2018
年12月中旬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家长大会。当时，上海
傅雷中学校长傅国庆代表家长大会倡议发起“一封家
书”征集活动，号召全国中小学、幼儿园的家长在互联
网时代，拿起久违的笔给自己的孩子写一封家书，通过

“一封家书”，让亲情得以联接，让教育回归理性。
这个倡议让与会的范县教育局局长黄守月内心

产生了巨大触动。他当即告知教育局同事，要结合
范县实际，在全县部署启动“一封家书”的教育活
动。活动启动后，全县中小学、幼儿园组织家书活动
的热情空前高涨，春节后全县就征集到了10万多封
家书。面对10万家书，范县教育局并未将其束之高
阁，而是将家书进行分类，并进一步挖掘家书背后的
感人故事，将有教育价值的家书案例编写成家庭教
育情景剧，发动家长、老师、学生参与编排、演出，身
边人演身边事。

“一封家书，纸短情长，有爱有温度。期盼更多的
学校、家庭投入到‘一封家书’的活动中，让亲情不再

‘远在天涯’，让关爱随时‘近在咫尺’。”“一封家书”活
动主要策划人、北京三宽教育创始人萧斌臣说。

（据新华社电）

据媒体报道，4 月 17 日，有学
生家长吐槽称，山东菏泽东明县
一中学不让学习差的初三学生参
加中考，这部分学生被“分流”回
家。家长称，班主任还使用侮辱
性语言羞辱学习差的学生。当地
教育局回应，不论成绩好坏，中
考都应遵循自愿原则。由于班主
任对相关政策存在误读，才造成
这般误解。

中考与否，关系到九年义务教
育的完整性，关系到学生未来的人
生走向。但是，同为学生，在中考在
即、紧张备战时，有些人却被要求提
前离场，这置学生、家长尊严于何
地？其实，背后原因很简单，无非是
为了“选优劣汰”，让班级、学校的中
考分数更加靓丽夺目，进而抬高学
校的升学率，为确保来年生源质量
打牢基础。用“分流”来“引流”，说

白了，就是以牺牲“差生”为代价，换
取学校的靓丽门面。

试问，如此行为下，教育的公
平、教育的初衷被置于何地？古人
言，有教无类。可如今的校园里，
所谓的“差生”却常常被另眼相
待。类似的“分流”现象，不仅在中
考，甚至高考时也会出现。除此之
外，很多“差生”在学校的座位常常
被安排在教室后几排，平时很难进
入老师的视线。甚至有些老师为了
赶教学进度直接放弃“差生”，成绩
好的学生就格外照顾，成绩差的学
生则语带嘲讽……“后进生”与优秀
生被置于不同的天平，这是当前教
育的一大痛点。

细究起来，“差生”之差差在
哪？无非是学习成绩较低而已。
但是，倘若论及聪明伶俐、动手
能 力 、沟 通 能 力 等 ，所 谓 的“ 差
生 ”未 必 就 会 输 给 成 绩 好 的 学
生。这就是“尺有所短、寸有所
长”的道理。而教育的目的，就

是 要“ 知 不 足 而 后 进 ”，补 齐 短
板 ，完 善 自 我 ，实 现 更 好 发 展 。
从这个角度来看，“后进生”应受
到更多关注才对。但是，许多学

校、教师总对他们抱有偏见。“有
色眼镜”的背后，其实正是“以分
论英雄”的弊病。

教育方法不对，必然会带来教

育 问 题 。 有 些 学 生 原 本 就 不 好
学，在老师的区别对待下，恐怕只
会对学习、老师甚至学校更加抵
触、逆反；有些学生会自我贴标
签，认为自己低人一等，甚至自暴
自弃、破罐子破摔……年幼时过早
感受他人的歧视，难免会在他们
的内心留下阴影。教育，不仅仅
是为了“锦上添花”，更重要的是

“雪中送炭”，让学生认知自我、革
新自我。

学生虽小，但他们的感情很细
腻，有些话虽然不明说，但他们心
里很清楚。对待“后进生”，笔者期
待，不仅要“一碗水端平”，甚至还
要有所倾斜。为了升学率，为了学
校的荣誉，便冷落“后进生”，甚至
牺牲“后进生”利益，这是明显的本
末倒置。教育的主体是学生，是为
了学生健康成长，而不是为了给学
校增光添彩。因此，万万不能只凭
借分数，就在潜意识里把学生分为
三六九等。

摘掉歧视“差生”的有色眼镜
■ 张成林

近期，据光明网舆情中心
观察，有近六成网友称自己出
现了提笔忘字的情况，“生疏”

“写错”“手机”“电脑”成为网
友讨论的高频词。

一是发现自己提笔忘字，
为此感到担忧。网友“夏不
在线萌萌哒”称：“同桌问我
某个字怎么写，一下子懵了，
我发现自从沉迷于手机，好
多字一提笔就忘了，太可怕
了。”网友“路远1998”称：“不
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连笔
字，最近总是记起来一些字，
但是不会写……”

二是认为当下有不少人
忽略汉字书写，忽视汉字之
美。网友“闲人王昱珩”称：

“在朋友圈看到了这个新闻，
就联想起在日本的街头巷
尾，无论是闹市区还是郊区，
随处可见手写字。再看看我
们的街头设计，汉字之美去
哪儿了？”

三是担忧汉字蕴含的传
统文化走向没落。网友“头文
字T头文字T”称：“现在不用
说信手拈来什么对句或绝句，
就算精雕细琢也驾驭不了那
些绮丽的辞藻，也仿不出古时
行文的意境与美感。书笺上
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咫尺天涯，
而是提笔忘字。”网友“李子
柒”称：“笔墨纸砚，中国的文
房四宝。这些代表中国传统
文化的工艺离我们越来越远
了。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会，
但愿很多人还懂得和记得。”

四是反思网络时代淹没
了手写。网友“蒨蒨自生烟”
称：“反思一下网络电子时代
提笔忘字的现象吧，中国人不
认识中国字，不应该感到羞愧
吗？”网友“sinu-”称：“写了
一篇文章，准确来说是抄完的
……很久没有拿起笔了，文章
结尾的时候我写上了自己的
名字和班级。想着信息时代
的我们，会有多少奇妙的思想
被网络磨灭？”

（据《光明日报》）

手写时代渐行渐远，汉字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

提笔忘字，你多久没写字了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你有过提笔忘字
的经历吗？“有的字
词使用率很高，但提
笔书写时却频频写
错。”近日，海南医学
院第二附属医院护士
王曼婷接受海南日报
记者采访时说。虽然
走出校门才两年多，
但是提笔忘字给她的
工作带来了一些不必
要的麻烦。

近期，有媒体调
查显示，近六成网友
称自己出现了提笔忘
字的情况。数字化时
代是否还需要提笔书
写等话题再次引发人
们热议。

对于海南媒体工作者谭
琪（化名）来说，快速地在电
脑、手机上输入文字是她的
工作常态。

“即便是一些生僻字，通
过智能输入法也能在电脑、
手机上打出来。”谭琪说，她
虽然是一名文字工作者，但
是也经常面临提笔忘字的尴
尬。“有时，脑海中的字呼之
欲出却写不出来，最后只能
用拼音代替。”

有 机 构 调 查 显 示 ，
26.8%的人经常会提笔忘
字，此类现象在年轻人中更
加明显。

同样被提笔忘字困扰的
还有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
务所“90后”律师王震。工
作中，他要经常和文字打交
道，“然而，提笔忘字的情况
时有发生。”

网络时代，文字记录方
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键盘
上“敲字如飞”替代了过去
的书写。提笔书写在很多
人的生活中渐行渐远，许多
汉字似乎成了我们“熟悉的
陌生人”。

如今，电脑的普遍使用替代
了传统纸笔。键盘成为很多人手
中的“笔”，冲击了汉字的实用性
书写。

“我的大部分工作都在电脑
上完成，平时聊天可以通过打电
话或微信语音完成，无需动手打
字。”谈及提笔忘字的原因，王曼
婷认为与自己平时的书写频率越
来越低有关。

刘伟认为，提笔忘字这种情况
自古有之，但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
尤为严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

于电脑和手机的普遍使用，其次是
许多人习惯于碎片化阅读，不再关
注文字本身。渐渐地，汉字的轮廓
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变得模糊。

在互联网时代，应该如何避免
提笔忘字，保持书写能力？刘伟
认为，首先，要强化汉字的识读和
理解，充分掌握汉字的语音和字
型；其次，要加强人们对汉字字型
的感知，让更多人了解和热爱汉
字之美。

“提高书写能力，最有效的方
法就是确保中小学的语文教学质

量，让学生在学校学好语文、写好
汉字。”林德武说，近年来，海南中
学三亚学校通过举办硬笔字书法
比赛等活动，在校园内掀起了“学
写汉字、写好汉字”的热潮。

有专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避免提笔忘字就要勤阅读、勤查
询、勤书写。一本字典在手，便于
随时查阅；一本笔记在身，读书多
记录，多写读后感；一本日记在床
头，养成每天写日记的习惯。另
外，在使用电脑和手机时可多使用
五笔输入法、手写输入法。

针对这个话题，一些网友提
出疑问：如今网络科技越来越发
达，人们通过电脑、手机等智能
电子产品就可以实现快速、高
效、便捷的交流。人们还需要手
写汉字吗？提笔写字在今天意
义何在？

海南中学三亚学校语文教师
林德武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不
断进步，越来越多电子产品走进

“寻常百姓家”。从交际功能来
看，现在已不需要人们大量书写

汉字。但是，汉字兼具表意和象
形的特点，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
体，提笔写字在日常信息交流中
仍有实际需要。

“提笔练字，在横竖撇捺间传
承文明，可以让我们牢记字词含
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升组词造句的
能力。学好语文、写好字能让人终
生受益，每个人都必须具有汉字书
写能力。”林德武说。

人常道，见字如面，字如其
人。在谭琪看来，手写的文字充

分展现了一个人的书写水平和
人格魅力。“认字、写字是我们接
受文化教育的基础，也是衡量一
个人汉语水平的重要标准。从
这个角度来看，具有汉字书写能
力十分重要。”

“汉字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和
审美意蕴，不仅承载了内容和信
息，还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艺
术，数字化时代也离不开手写文
字。”三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院
长刘伟认为。

我们“敲字如飞”，
却忘了如何书写 网络时代，还需要提笔写字吗？

如何避免提笔忘字？

忽视书写
引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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