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日报记者发出

650份重庆阅读调查问

卷，收回492份有效问

卷，调查发现：

 阅读偏好

通俗小说、文学传记最受重

庆读者欢迎。其中，有 61%的受

访者选择了通俗小说，选择人物

传记类的读者占40%。

 疫情期间阅读时间增量

有90%以上的受访者阅读时
间明显增加，其中 46.3%的受访

者平均每天阅读时间增量为30分

钟，23.9%的受访者平均每天阅读时

间增加 1 小时；19.8%的受访者每日

增加阅读时间1小时以上。

 付费阅读

60%的受访者愿意为自己喜欢

的电子读物付费，32%的受访者拥有

线上读书软件的会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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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明清：退伍不褪色的技安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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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庆
市
总
工
会

他总说“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退伍军
人”，每天他第一个到公司排查上班前的安全
隐患，也是最后一个离开，他就是重庆建设仝
达实业有限公司的技安员任明清。

编制方案做好复工准备

任明清每天坚持深入一线查“三违”，确保
了单位安全生产无事故，特别是今年以来，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相关防疫物资无法正常采
购，为了早日通过复工复产审批，他充分发挥
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冲锋在前，多次参
与会议讨论，提出合理化建议，利用相关资源
协调解决额温枪、消毒液及组织现场消毒等难
题。

任明清充分利用居家办公方式编制公司
抗击疫情组织领导机构和复工复产现场处置
方案，明确疫情防控人员职责，落实物资保障、
现场管控等措施。复工前，他还制作员工防疫
手册100份、防疫宣传标语2幅、为复工复产准

备打下了坚实基础。

现场监督确保复工安全

单位复工后，任明清坚持按照疫情防控
“五到位”要求，督促落实测温、培训、日报等工
作，以多种方式深入开展员工防疫知识培训和
再培训7批次，受训人员100余人次；坚持现场
监督每日的消毒、测温、分餐、口罩发放等环
节，并完善台账管理；督促完成相关方单位疫
情防控告知及承诺书20家；对相关方来访人
员实施严格的报备、审查、测温等制度；坚持开
展安全生产与疫情防控两不误，分别参与各班
组的班前会，收集员工合理化建议。

不管是在部队还是转业到地方企业工作，
任明清始终保持着军人作风，说真话办实事，
工作任劳任怨，严于律己，员工们都评价他“查
违章从不讲情面，但在关心员工疾苦方面却充
满了热情”。

潘锋 曾勇

黄卫兵：关爱职工的“娘家人”“小王，你的口罩呢？虽然现在应急响应级
别下降了，但是还要注意个人的防护措施，不能
掉以轻心哟。”下班时，黄卫兵在监督职工防护
措施时对未戴口罩的职工小王说。

防疫复工两手抓

自疫情发生以来，重庆凯成科技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黄卫兵放弃休假，随时待
命，积极配合公司行政做好防疫物品的采购、员
工健康档案的登记、公司内部的消毒等疫情防
控工作，每天通过打电话、微信等方式及时了解
职工基本情况、接触史等；同时在公司门口带队
设置“员工通道—体温检测—口罩更换”等通道
对人员进出进行管理，并对公司门卫进行防疫
知识培训，要求他们严禁外来人员进入，为公司
复工复产做好准备。

做好复工复产准备并于2月10日获得复工
准许后，部分员工因疫情不能返回公司。看到这
种情况，黄卫兵带领公司行政部门人员在各大招
聘网站发布招聘信息、积极参加云招聘，为200余
位外地返乡人员解决了就业需求。

带队帮扶贫困村

我市卫生应急响应降为三级以后，为缓
解职工紧张情绪、助推企业复工复产，黄卫兵
组织全公司进行了2019年度先进职工的评
选，并在做好防护措施的前提下组织党员、先

进职工和优秀工会积极分子在重庆市市级贫
困村璧山区三合镇二郎村开展以“推贫困村
复工复产、助企业健康发展——凯成与爱同
行”为主题的党日活动。对贫困学生进行捐
资助学，举办定向扶贫招聘，开展助复工复产
春茶采摘劳动技能小竞赛，并助力贫困户销
售农产品，让职工们真切感受到了工会这个
大家庭的温暖，同时也发挥了“万企帮万村”
的作用，解决了贫困户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

黄卫兵说：“国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公司
是小家，国家是大家。我作为公司小家的‘娘家
人’，必须为员工做好后勤服务工作，保障好职
工的生命安全，让员工真正感受到娘家人的温
暖，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家，这样才能助推公司更
好地发展。同时我也是公司的一名员工，在这
种特殊时期，我们更应该积极的为公司复工复
产、为国家疫情后的春暖花开贡献力量。”

潘锋 王坤霞 图/曾清龙

黄卫兵黄卫兵（（站立者站立者））在生产一线指导职工做好防疫在生产一线指导职工做好防疫

《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
读量为4.65本，纸质报纸的人均阅读量为16.33期(份)，
纸质期刊的人均阅读量为2.33期(份)，均较2018年有所
下降。

相较于全国的统计数据，记者通过问卷调查发现，重
庆市民对于纸质书依然充满了热情，半数以上受访者表
示纸质阅读仍是自己首选。

在疫情期间，有90%以上的受访者表示自己阅读的
时间明显增加，其中46.3%的受访者平均每天阅读时间
增量为30分钟，平均每天阅读时间增量达1小时甚至更
多的受访者分别占23.9%、19.8%。在这之中，有65%的
受访者表示，自己增加的阅读时间主要用于阅读纸质书。

“平时忙于学业，阅读的时候相对不多，疫情防控期
间宅在家里，我一口气买了20多本书，已经看得差不多
了。”就读大连大学的大四学生万鑫说。

在纸质书阅读方面，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阅读内容也
呈现出各自的偏好及特点：比如，50后、60后读者选择经
典名著、历史传记的占比更高；70后、80后读者偏爱社科
人文、经济管理等类别的书目；而90后、00后读者则对
中外文学，特别是科幻及网络文学表现出更加浓厚的兴
趣。

重庆图书馆馆长任竞表示，市民使用电子书、手机等
数字化阅读终端，主要是看重它的快速和便捷。但读纸
质书的愉悦，则是“快餐式”阅读所不能替代的。

▶▶纸质书阅读时间明显提升

□本报记者 匡丽娜

疫情防控下，居家学习的学
生怎么读书？他们喜欢读什么
书？重庆日报记者就此进行了调
查采访。

少年儿童青睐听书

“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比较严
峻那段时间，网上也淘不到书，在
家挺难受的。后来，许多听书免
费了，我就在网上听书。”重庆市
人民小学一位小学六年级学生告
诉记者，听书不受时间地点限制，
有声读物从民间故事到儿童读
物，从小学阅读材料到文学经典
基本都有，他刚听完了《科学怪
人》和《白鲸记》。

“宅家学习期间，我几乎每天
都通过听书软件读书。”徐悲鸿中
学一位初三年级的学生说，他一
直很关注喜马拉雅上的‘学者看
疫情’这个栏目，上面有社会学、
人类学、心理学等领域的专家，对
疫情做延伸性的分析，这让他不
仅懂得了抗疫的相关知识，更学
会了如何理性、客观地看待社会
热点事件。

“听书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同
时让孩子练习字词的发音，也更
能让人身临其境。”市民周先生
称，除了纸质书，他也让读小学的
儿子每天听书。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一些
社会教育机构或家长还成立了听
书群，让孩子坚持每天听书，定期
在群里交流分享听书感悟，相互
促进。对此，我市一位资深教育
专家表示：“耳朵不能代替眼睛。
阅读纸质书是营养均衡的主餐，
听书是间歇的茶点，主次不可偏
废，二者搭配学习效果更好。”

亲子阅读越来越流行

在4月20日发布的第十七次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主要成果
中，一组数据引发关注：在0—8周

岁儿童家庭中，七成家庭有陪孩
子读书的习惯，比2018年增加了
1.3个百分点。

在疫情防控期间，由于学校
延迟开学，许多家长也养成了陪
孩子一起读书的习惯，亲子阅读
越来越流行。

北京市金牌阅读推广人李峥
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首先是
全民阅读各项活动持续开展，亲
子阅读也受到了影响。其次，年
轻父母因为受教育程度相对较
高，也了解读书的重要性，开始有
意识地让孩子多读一些书。”

业内人士提醒广大家长，亲
子阅读的真正目的在于让孩子感
受到阅读乐趣，逐步培养认知能
力，切不可采取“填鸭式”的看书
方式。

推动全员全科整本书阅读

重庆树人小学德育主任陈丹
介绍，疫情防控期间，学校在全校
学生中开展了“当童年遇见经典”
读书活动，让学生线下阅读背诵
《75+80古诗词》《树人学子六年
间必背经典》等经典作品，然后进
行线上展示。

重庆一中语文教师吴瑞云介
绍，该校开设了“名著阅读课程”
和“人文素养提升课程”，培养学
生阅读名著经典的习惯，帮助学
生树立整本书阅读意识。

“每天我会花40分钟到1个
小时进行阅读，目前已读完《水浒
传》《儒林外史》《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重庆一中初二9班学生缪
泽宇说：“老师要求每位学生将阅
读的书籍绘制成思维导图，这样
不仅能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也训
练了大家的逻辑思维能力。”

“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让学生
考试拿高分，更重要的是通过推
动全科整本书阅读，提升学生的
人文素养，教会他们面对世界万
物的正确态度。”重庆一中相关负
责人说。

疫情防控下 学生们这样阅读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
实习生 何春阳）4月23日是第
25个世界读书日。4月22日，重
庆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
市在世界读书日期间举办了包括
线上直播、线下优惠售书等多项
活动，助力全民阅读。

“说到二战时期的著名战役，
很多人都知道莫斯科保卫战，但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在莫斯科保卫
战之前发生的一场战役……”21
日晚，由重庆出版集团打造的“渝
书坊+”透明直播间系列活动在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举行，资
深军事爱好者何林格与蒋希围绕
二战时期东西线战场的概念等问
题与读者进行在线交流。

这场线上活动，吸引了大量
读者围观，最多的时候，同时在线
的读者高达数千人。在两个小时
的直播里，何林格与蒋希结合《最
后的希望之岛》等二战图书，为读
者讲述了诸多二战秘闻。伴随着
两人的讲述，围观读者除了为他
们点赞，也开始抢购其推介的《最
后的希望之岛》等图书。

“直播活动除了希望通过邀
请嘉宾与读者分享不同类别的好

书，增强大众对各类书籍的了解，
更希望的是通过我们的推荐，让
更多市民认识到阅读的重要性，
助力书香重庆的构建。”重庆出版
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在4月28
日前还将举办5场直播，邀请奇
幻文学、经典文学等领域的出版
人走进直播间，与读者分享好书
背后的故事。

由喜马拉雅发起的“我们想
送你一座图书馆”系列活动也于
日前启动。在这场活动中，喜马
拉雅把包括重庆图书馆馆长任竞
在内的多位公共图书及实体书店
负责人请进直播室。

以重庆书城和精典书店为代
表的实体书店则更注重为读者送
上实惠。其中，精典书店联合中
心出版集团、后浪、联合天畅等多
家单位，共同举办“与世界共读”
精典读书月特别活动，从即日起
到5月10日，市民在精典购书都
可享受7.9折优惠。重庆新华书
店则携手全国115家优秀出版社
(供应商)开展精品图书联展系列
活动，从即日起到4月26日，市民
在重庆新华书店38家中心门店
购买图书均可享受7.8折优惠。

举行线上直播 推出优惠图书

重庆举办多项活动迎接世界读书日

爱读纸质书 也愿为数字阅读花钱
——重庆阅读现状调查

□本报记者 黄琪奥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们生活中突然多出了不少时
间，阅读，成为填充这些时间并让人获得内心宁静的一
大途径。

4月23日，是第25个世界读书日。重
庆日报记者制作了一份重庆阅读调查问卷，
邀请来自出版业、书店、高校、媒体、企事业
单位等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的普通读者作
答，试图从中一窥重庆市民阅读的变化。

4月20日发布的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
主要成果(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成年国民
的综合阅读率为81.1%，较 2018年提升了0.3个百分
点。其中，数字化阅读方式（包括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
读、电子阅读器阅读、PAD阅读等）的接触率为79.3%，较
2018年上升了3.1个百分点。

在重庆日报记者收到的近500份反馈的有效问卷
中，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表示曾尝试过数字化阅读，有
45%的受访者表示利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阅读是自

己的首选，21%的受访者表示曾专门购买电子书等阅读
设备。

统计显示，通俗小说、文学传记最受重庆读者欢迎。
其中，有61%的受访者选择通俗小说，选择人物传记类
的读者占40%。

“这些数据说明，手机和互联网已成为当下人们阅读
的主体，市民的阅读习惯已由传统的视觉阅读向以听书、
电子书为代表的体验式阅读、沉浸式阅读转变。”重庆工
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蔡敏表示。

▶▶数字化阅读成为新的生活方式

受疫情影响，包括西西弗书店、新山书屋等实体书店
近期纷纷试水线上业务，通过推出直播、与外卖平台合作
等方式，打通线上线下销售。

那市民是否更青睐线上买书呢？问卷调查显示，有
70%的读者仍喜欢在实体书店买书，50%的受访者表示，
优美的阅读环境会更让自己产生购书欲望，只有20%左
右的读者愿意通过直播、外卖等线上途径买书。

四川外国语大学教师于丹丹表示，在书店里点一杯
咖啡，细细品书后再购买的感觉，是线上选书所不能比
拟的。

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市民愿意为数字化阅读
付费。问卷调查显示，有近60%的受访者愿意为自己喜

欢的电子读物付费，有32%的受访者拥有微信读书等线
上读书软件的会员资格。

精典书店创始人杨一建议，基于市民
付费阅读意愿持续提升，重庆的实体书
店在做好图书的挑选、阅读活动策
划外，也需要在线上提供更多样的
文化服务。“毕竟书店不仅是买卖
图书的场所，更是读书人聚集、共
鸣的场所。这种互动可以发生在
线下也可以发生在线上，这种互动
搭建好后，实体书店也将建立起新
的生存模式。”

▶▶实体书店依然是读者购书首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