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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7日起袁 位于河北石家庄人
民广场负一层的野城市书房冶开始实行
入场阅读收费制袁即买门票方能进店遥
这种面向大众的书店采取这种经营模
式袁在国内尚属首次遥 实施一周后袁书
店营业额并未减少袁 店方表示收费将
一直坚持下去遥

该书店的收费分为两种院 一种是
20元的入场阅读门票袁不限次数袁全天
有效袁并可抵现金在店内消费曰另一种
是 5元的打折门票袁 主要针对没有明
确阅读尧购书需求袁只想进来转一转的
顾客袁不能冲抵现金使用遥 此外袁书店
会员可凭消费积分兑换入场券袁 读者
亦可办理门票月卡或年卡袁 会员还会
有不定期赠票遥 可见袁该书店卖门票不
是简单地野一刀切冶袁有着经营者的多
层考虑遥

尽管如此袁 大部分读者还是难以
接受袁 认为买门票与实体书店吸引人
流的趋势背道而驰袁 会降低人们外出
选书读书的积极性袁 一些同行也预测
可能实行不了多久遥 有质疑并不奇怪袁
毕竟图书并非生活必需品袁 去书店看
书尧买书是十分随意之事袁而不管是收
费办会员卡还是卖门票袁 都会将一部
分随便逛逛书店的潜在买书人阻挡在
店外遥 但从书店角度看袁毕竟在生存面
前不能仅谈情怀尧谈理想遥

不可否认袁 世界上其他国家不乏
书店卖门票的先例袁 比如葡萄牙波尔
图的莱罗书店袁 每天的客流量可达
5000人次袁门票价格为 5欧元袁仅靠收
取门票袁书店就可盈利遥 可问题是袁莱
罗书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书店之一袁
它更像是座藏品丰富的图书馆袁是叶哈
利波特曳的场景画面的原型袁电影叶哈
利波特曳还在这里取景袁这里已然是闻
名世界的旅游景点遥而野城市书房冶远没有人家那么
有名气遥

书店卖门票不是一门好生意遥 长期看袁门票收
入也难为书店减压遥实体书店当然可以探索摆脱困
境之道袁但还要以让读者产生认同感尧亲近感为前
提袁这也是实体书店未来发展的关键遥

我们更要从卖门票中体会到书店的生存无奈袁
毕竟太多人只看不买袁不仅对图书损耗大袁也给真
正想买书的人造成困扰遥许多实体书店本就举步维
艰袁当野蹭书族冶越来越多袁还会有多少人愿单凭一
腔情怀开书店钥 书店是城市的文化驿站袁引导城市
居民阅读袁相关部门也要将扶持书店的政策落到实
处袁帮助书店渡过难关遥 何勇海

总有一些瞬间袁令人
真诚感动遥 小学操场上袁
一名学生冒雨奔向教室袁
听到国歌声便伫立在风
雨中袁 面向国旗敬礼曰世
界女排大奖赛场地中袁国
歌声骤然响起袁正在赛前
热身的中国队队员自觉
停下来袁昂首挺胸尧注视
国旗遥 爱国袁竟是如此具
体而微遥

最是情怀动人心遥 自
然流露的拳拳爱国之情袁
何以能够内化于心尧外化
于行钥 从根本上说袁离不
开爱国主义教育遥 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
上强调袁野要在厚植爱国
主义情怀上下功夫袁让爱
国主义精神在学生心中
牢牢扎根冶遥 这启示我们袁
爱国主义是教育必须提
供的一堂人生必修课遥 在
学生内心深处播撒下爱
国的种子袁 使之生根发
芽尧开花结果袁事关野培养
什么人冶的深刻命题遥

一位网友说院从小接
受爱国教育袁从心底产生
爱国情怀袁长大了袁自觉
报效国家遥 对祖国的热
爱袁源自一个人的自然情

感袁 但也需要培育和滋养遥 爱国主义教
育袁是校园尧课堂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遥
如果缺乏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袁 爱国之
野爱冶就可能失去温度尧消解能量遥 现实
中袁一些人对野爱国冶二字麻木不仁袁认为
倡导爱国主义是刻板尧迂腐袁甚至对他人
的爱国情愫不以为意尧嗤之以鼻遥 这些袁
既缺乏尊重与敬畏袁 也映照着教育的不
足遥 正因此袁怎样增强针对性袁创新方式
方法袁有效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袁是摆在
教育工作者面前的现实课题袁 也值得全
社会深入思考遥

无声的典范说服力强袁 身边的榜样
感染人心遥其实袁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涵很
丰富袁不一定局限于学校教育遥在纪念抗
战胜利 70周年阅兵式上袁首先出场的老
兵方阵让无数人浸润眼眶袁 敞篷车上的
浮雕就是生动的爱国画卷遥 面对重大险
情袁 中船重工第七六〇所黄群等 3名同
志临危不惧尧挺身而出袁用生命诠释了爱
国情怀遥每一位爱国的行动者袁都可谓无
形的教科书遥 倡导向他们学习袁 知行合
一尧身体力行袁把对国家之爱融入日常尧
付诸行动袁 正是激发爱国主义教育正能
量的有效途径遥

爱国袁贵在心中有国遥 为野中华之崛
起而读书冶 是爱袁野位卑未敢忘忧国冶是
爱袁野祖国如有难袁 汝应作前锋冶 也是爱
噎噎在野影像见证四十年冶摄影展上袁一
张照片格外醒目院8名身穿白色大褂的工
作人员站立在一台仪器设备周围遥原来袁
他们是曾经在美国打拼的哈佛大学博士
后袁先后回到了安徽合肥的野科学岛冶袁在
祖国大地埋首于科研攻关遥 奋进在新时
代袁各个行业尧各种岗位的奋斗者们坚守
平凡尧爱国奉献袁书写着属于我们这一代
人的爱国华章遥激荡爱国情怀袁让爱国的
人格坐标更加清晰袁 我们就能获得强大
的前进力量袁 推动各项事业绽放新的光
彩遥

野爱国是文明人的首要美德遥 冶环顾
寰宇袁 人们不分肤色袁 都称呼祖国为母
亲曰国无论大小袁都理直气壮地把爱国教
育作为必要的公民教育遥 让我们从历史
深处点亮爱国教育的火种袁 在课堂内外
接力爱国教育的火炬袁 用生活实践燃旺
爱国教育的火焰袁涵养爱国之心尧激活自
信源泉遥 李洪兴

最近袁 网曝一家餐厅的饭局预结算单高达 40
多万袁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遥 菜品之奢华尧消费之巨
大袁都让人瞠目结舌遥 这不是近年来被曝光的第一
起野天价冶饭局遥 而几乎每一次袁野天价冶都会激起舆
论的强势围观和反弹遥 究其原因袁在于野天价冶二字
已突破了人们惯常的生活认知和经验遥 野贫穷限制
了我的想象力冶尧野一顿饭吃掉三线城市一套房冶等
吐槽满屏皆是遥

当然袁 这并不意味着几十万元吃一顿饭就有
多大的法律问题袁 但反对铺张浪费袁 提倡勤俭节
约袁强调艰苦奋斗袁任何时候都不过时遥 尤其是袁眼
下野十一冶长假即将到来袁重申这番野老调冶显得更
为重要遥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遥 四十年以来袁国人
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遥 物
质上袁消费旺了袁腰包鼓了袁我们正在从野吃得饱冶
向野吃得好冶转变曰精神上袁娱乐多了袁脑袋野活冶了袁
一些不健康尧不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理念袁也逐渐被
越来越多的人所抛弃遥 然而需要看到袁 当前社会
上袁诸如餐桌浪费尧包装过度尧超前消费等奢靡生
活风气袁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遥 特别是在商场和
私人宴请领域袁 重大节假时候袁 吃饭非大酒店不
去尧酒水非大名牌不喝尧菜品非大虾鲍鱼不上的观
念袁依旧深深地刻在一些人的脑袋中遥 这些现象表
明袁相比过去袁我们物质上的确是富了袁但在精神
价值取向上袁还远远没有到达富足的地步遥

正是看到这样的不良风气存在袁 党和国家才
及时号脉袁精准野抓药冶遥 针对党员干部队伍袁我们
持续推进反腐倡廉和反野四风冶等工作曰而对于全
社会各领域袁 也出台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文件遥 比
如袁去年中宣部尧中央文明办印发了叶关于开展倡
导绿色生活反对铺张浪费行动方案曳袁在全社会倡
导绿色生活尧反对铺张浪费遥 去年 7月袁商务部尧中
央文明办还联合发出通知袁 部署在餐饮行业深入
开展野厉行勤俭节约尧反对餐饮浪费冶工作遥 这些政
策和行动引发了强烈反响和呼应袁 表明反对铺张
浪费尧提倡勤俭朴素尧强调艰苦奋斗尧倡导绿色生
活袁中央重视袁群众期盼袁社会也关注遥

野一粥一饭袁当思来之不易曰半丝半缕袁恒念物
力维艰遥 冶如今袁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袁不论身处哪个行业袁做
着怎样的工作袁 国人的生活水准和福利待遇都进
步了太多袁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在不
断被满足遥 然而袁 一道新的考题摆在了全社会面
前院富起来以后袁我们当以怎样的姿态和理念去生
活前进钥 是把野人生在世袁吃喝二字冶当信条袁还是
把野勤劳尧勤勉尧勤俭冶装在心里尧教给后代钥 新时
代袁 新生活袁 更要有新智
慧遥 反对奢华浪费袁提倡勤
俭节约袁 是每个人的奋斗
路上袁 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掉的优良品质遥 林风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是
必
修
课

从
﹃
卖
门
票
﹄
读
出
实
体
书
店
的
无
奈

奋斗路上，

请别忘记勤俭节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