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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书屋，
如何打造
脱贫攻坚
“精神加油站”
？
58.7 万家农家书屋遍布各地、覆盖了
全国有基本条件的行政村，累计配送图书
超过 12 亿册……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文
化惠民工程，农家书屋把知识送到了农民
群众身边。
推动精准扶贫、助力乡村振兴，农家
书屋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记者走访发
现，随着各地逐步完善拓展农家书屋的服
务功能，农家书屋不仅是让农民汲取文化
养分的“知识大本营”，也成了农民掌握先
进技能、树立脱贫致富信心的“精神加油
站”。

点多面广：
农民人均图书拥有量增长近20倍
秋意渐浓，但在科尔沁大草原深处的
农家书屋里，热度不减。
吉林省通榆县包拉温都蒙古族乡迷
子荒村农家书屋的管理员张树森告诉记
者，每天都有十多位村民来此看书读报。
“就算是农忙时候，我们这个书屋也不‘断
流 ’，不 少 产 业‘ 排 头 兵 ’都 是 书 屋 的 常
客。”张树森说，以前村子是典型的“偏、
穷、散、乱”村，矛盾不断、风气不好。书屋
成立后，村两委班子把书屋当作开展精神
文明建设的重要基地，大力支持农家书屋
管理员工作，呼吁大家都来看书，还经常
发放普法、农技等各类资料，组织群众分
享读书心得，村民把“窝里斗”的精神头放
在了发展生产上，村里的风气逐渐好转，
成了有名的“安、富、强、美”村。
迷子荒村的改变，是全国各地农家书
屋发挥积极作用的缩影。西藏、甘肃、新
疆等地，为游牧群众建立了“马背书屋”；
河北、内蒙古、广西、海南等地，建设了“养
殖书屋”、海上“渔家书屋”，农民群众读书
难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农家书屋工程自
2005 年开始试点、2007 年全面推开以来，
农民人均图书拥有量从工程实施前的 0.13
册到如今的 2.17 册，
增长了近 20 倍。
图书资源是农家书屋的核心竞争
力。建立初期，一些农家书屋面临书籍陈
旧、农民热情不高的窘境。近年来，中央
和国家有关部门通过制定农家书屋重点

出版物推荐目录、推荐“农民喜爱的百种
图书”等方式，由“百姓点单”精准选配了
一大批适合农民阅读的图书，并实现了最
新好书快速配送，江苏“书展选书”、湖北
“码上点单”等农民自主选书模式广受欢
迎。
各地还以农家书屋为载体，开展了丰
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如举办“新时代乡村
阅读季”
“我的书屋·我的梦”等活动，持续
激发农民的阅读热情。

志智双扶：
培育脱贫致富的
“硬核”能力
“环江香牛养殖是我们的重点脱贫项
目，今年想成立养牛合作社，我来这找几
本养殖方面的书。”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
毛南族自治县产业脱贫户谭壮兵在新建
的农家书屋里高兴地说。
作为我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广西
在 135 个安置人口 800 人以上的易地扶贫
搬迁集中安置点全面建设农家书屋。今
年 6 月，首批 63 家安置点农家书屋建成使
用，
惠及搬迁群众 34.6 万人。
依靠读书拔掉穷根、改变命运，湖北
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燕子镇
新行村村民向宏建深有体会。他在农家
书屋自学养羊技术，
创办了养羊基地，
家里
逐渐富裕起来。此后，他志愿担任了书屋
管理员，先富带后富。村民尹德云在驻村
扶贫干部的鼓励下，也主动来向宏建这里
取经，
一头钻进书屋，
从《怎样养鸡》一书中
受到启发，
借助助农贷款开办了土鸡场，
年
纯收入 20 余万元；村民覃长友通过查阅养
殖资料，
并不断向镇上农技人员学技能，
创
办了野猪繁育基地，
年出栏400多头……
向宏建把这个 500 平方米、藏书量 2
万多册的农家书屋，当成了“黄金屋”。
“办
好农家书屋，要善于读书用书，和脱贫致
富紧密结合起来。”他利用书籍报刊，整理
出几十本《科普知识惠民指南》，帮助种
植、养殖户进行农产品深加工，还成立专
业合作社，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基层干部反映，农家书屋既扶志气、
也扶智力，不断激发着农民群众脱贫致

富、创业创新的内在动力，引导着农民群
众形成艰苦奋斗、自强自立、苦干实干的
精神风貌，在文化扶贫、精准脱贫等方面
的作用日益凸显。

农副产品零售价格

提质增效：
迈向
“云端”
引领乡村振兴
随着科技发展、时代进步和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农家书屋也暴露出一些弱项
和“短板”：有的跟不上农民需求，冷冷清
清；有的不合群众口味，配书质量参差不
齐……如何走上“有效对路”的发展模式，
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中宣部等十部门印发《农家书屋深化
改革创新 提升服务效能实施方案》，推进
农家书屋提质增效。
走进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南桥镇古
坑村的“农家书屋+电商”服务站，几名村
民正伏在桌前读书阅报。谁能想到，这间
面积仅 30 余平方米的书屋，每年能为古坑
这个省定贫困村网售各类产品千余万元。
当地政府早早就把握了电商的趋势，
投
入了不少力气来改造书屋、
升级网络设施。
5 年来，
江西省共建成乡村服务网店近 2000
家，
培训建档立卡贫困户6000余人次。
古坑村农家书屋管理员彭芳学习香
薰饰品制作，一本本书啃下来，建起了香
薰饰品生产线，日子越过越红火。看到甜
头的老乡们纷纷找上门来。
“ 电商为农家
书屋增添了人气，使基层文化设施接上了
地气，村民增收致富有了底气，更鼓足了
乡亲们的精气神。”
彭芳颇感自豪。
据 统 计 ，截 至 2019 年 底 ，全 国 已 有
12.5 万家农家书屋通过各种因地制宜的模
式，完成数字化建设迈向“云端”，提供数
字阅读内容近百万种。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各地充分利用数字农家书屋，播放
防疫读物、疏解抚慰情绪、助力复工复产，
或依托农家书屋组织农业技能线上公益
培训，或组织管理员“送书上门”
“ 送技到
田”
……
开卷有益，润物无声。农家书屋帮农
民富了脑袋鼓起口袋，成为引领乡村振兴
强有力的精神引擎。
据新华社

天气预报

6-19路及11路公交线优化调整
□记者 何宝庆
即日起，阜新虎跃城市公交有限公司
对 6—19 路和 11 路公交线优化调整。
6—19 路，原由高铁站始发，出高铁
站沿高铁南路向西行驶至人民大街左
转，向南行驶至八一路右转。优化后，出
高铁站沿高铁南路向东行驶至正阳街右
转，向南行驶至潜龙路右转，向西行驶至
工业街右转，向北行驶至龙湖路左转，向
西行驶至人民大街后左转，沿原线路继
续行驶。新增细河区行政服务中心站、

潜龙路东站、辽宁工大北校区站、辽宁工
大北校区住宅站，取消原市公安局站、原
辽宁工大北校区住宅站。原振兴路向西
行驶至黄家街左转，向南行驶至煤城路，
沿煤城路一直向西行驶直至终点站。优
化后，沿振兴路一直向西行驶至站东街
左转，向南行驶至煤城路后右转，沿原线
路继续行驶。新增阜矿机械制造站、宝
地城站、水产批发站；取消电厂西门站、
器材总库站、四坑站、选煤厂站、五龙东

街站、五龙西街站。苹果园小区站由黄
家街迁移至振兴路。
11 路早晚部分车次通往市环线河西
工业园区。进入碱巴拉荒管委会后，继
续向西行驶至市环线右转，沿市环线、经
河西村直至四合大街左转，恢复主线行
驶。沿线增设市环线站、河西工业园区
站、河西村站，碱巴拉荒住宅站更名为碱
巴拉荒管委会站。其余班次仍按原线路
行驶。

存在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违法违规行为

一批网络平台被查处
记者 14 日从国家网信办获悉，自 7 月
起开展 2020
“清朗”
未成年人暑期网络环境
专项整治以来，全国网信系统累计暂停更
新网站 64 家，会同电信主管部门取消违法
网站许可或备案、关闭违法网站 6907 家。
据介绍，各地网信部门依法严厉打击
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违法违规行为，针
对网课学习栏目存在的突出问题，已指导
有关网站平台依据用户服务协议关闭违
法违规账号群组 86 万余个。

在国家网信办公布的典型案例中，批
改网 App 等 4 款应用存在大量与学习无关
的不良和低俗信息；好看视频 App、芒果
TV 网等 4 家平台推送低俗信息以及游戏、
购物广告等与学习无关内容。
爱奇艺、百度输入法等 5 家平台的 11
款常用工具类应用弹窗过多过频过大，甚
至推送低俗信息，严重干扰网课秩序；
“橙
光”App 等 2 款青少年常用应用，存在大量
色情信息以及渲染未成年人开房、拜金主

义等不良内容。
此外，新浪微博、豆瓣网等 6 家平台存
在诱导未成年人无底线追星，
“饭圈”互撕
等不良信息，
也受到了网信部门的查处。
据介绍，针对这些问题网站平台，国
家网信办视违规情节和性质，依法分别采
取约谈、责令限期整改、停止相关功能、全
面下架，停止互联网接入服务等处罚措
施，坚决打击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身
心健康的违法违规行为。
据新华社

索要
“购房茶水费”

广州7名房产销售人员
被警方抓获
记者 13 日从广州市公安局了解到，广州
一家房地产公司的 7 名销售人员在售楼期
间，向客户索取“购房茶水费”，非法牟利 270
多万元，已被警方以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
贿罪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今年 4 月的一天，广州市黄埔区公安分
局经侦大队接到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报案，
称公
司在售后回访时收到多名业主举报，
销售人员
通过谎称能拿到特殊房源、
额外申请到特别折
扣等方式，在业主购房时收取天价“茶水费”。
接报后，
黄埔警方成立专案组开展调查。
据办案民警介绍，在操作模式上，一般由
刘某等销售人员对有意向的购房者谎称好的
房源已售卖完，剩下的房子位置及楼层较差，
然后再向购房者“透露”自己有途径能拿到内
部房源，如果购房者愿意支付“茶水费”就可
购买，费用在 5 万元至 25 万元不等。
7 月 9 日，各方证据收集充分，抓捕时机
成熟，办案民警将犯罪嫌疑人江某抓获。此
后刘某等 6 名销售人员陆续将近 200 万元赃
款退还至购房业主，并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目前，江某、刘某等 7 人因涉嫌非国家工
作人员受贿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