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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香文韵升华城市气质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王玉琢

虽是数九寒天，但位于
鄂尔多斯东胜区图书馆C
座的24小时自助图书馆，日
夜灯火通明，常常座无虚席。

正在准备公务员考试
的白云娜，每天必须早到占
座，“在这里看书学习感觉
特别有氛围，能安下心来。”

“我比较喜欢看经典名
著和历史书籍。”谈起读书，
61岁的农民杨来才打开了
话匣子。自打2009年移民搬
迁住进新园小区，离开祖祖
辈辈抛洒过汗水的土地，杨
来才一度颇不适应，直到发
现了社区图书室，“书挺多、
更新也快，还能练书法，这
下算是找到‘宝地’了。”

全民阅读习惯的形成，
离不开公共图书馆的普及。
目前，东胜区建立了以区馆
为中心，街道、镇文化站分馆
为半径，社区、村图书馆（室）
为末梢，24小时自助图书馆、
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
馆、流动服务点、草原书屋、
万村书库、基层文化户为有

效补充，共建共享、协同发展
的三级公共网络服务体系，
全免费对外开放，不同层次、
不同类别的阅读平台覆盖
了城乡每个角落。

东胜区荣获2018年全
国书香城市的确名不虚传。

这是一场精神的升
华，更是一场气质的嬗变。
东胜区全民阅读是在艰难
中起步，在奋进中提高，在
改革中蝶变的。

1978年，改革开放春
潮涌动，而东胜人的公共
阅读服务却局限于县文化
馆图书室60余平方米的小
屋。直至1987年，原东胜市
少年儿童图书馆正式挂牌
成立，东胜区图书馆的“编
年史”才由此而始。

为了满足群众的阅读
需求，东胜区从2009年开始
重新选址建设图书馆。经过
7年的精心打造，2016年，东
胜区图书馆正式具备免费
向社会开放的条件。“3月份
刚得到消息，6月就要正式

开馆，留给我们的只有短短
3个月时间。”图书馆需要我
们！带着对阅读的无比渴求
和希冀，工作人员和社会各
界志愿者迅速行动起来，学
生、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
职工、社区居民统统加入进
来，整理书籍、分类归档、修
复破损书籍……众志成城
完成了这个“不可想象”的
艰巨任务。回忆起当初的情
景，东胜区图书馆员工王芳
依然感触颇深。

图书馆年入馆人数从
不足1万人到突破100万人
次；馆藏图书文献从2000册
到近200万册；全民阅读主
阵地从60余平方米“小书
斋”，化身为3.3万平方米

“大书房”；全年举办全民阅
读活动超100项、400余场
次，受益近10万人次，东胜
区遍撒阅读“种子”，培肥阅
读“土壤”。

2018年，东胜迎来了收
获。

作为全民阅读的主阵

地，东胜区图书馆坚持“图
书馆+”发展理念，创新启
动“图书馆+科技”知识创
新服务平台、“图书馆+企
事业（机关）”书香文化建设、

“图书馆+公益国学组织”
传统文化推广工程、“图书
馆+新华书店”资源共建共
享项目等多项书香城市建
设工程，广泛吸纳社会资源
推动共建共享，打造城市特
色阅读空间，激发全民阅读
活力；先后举办承办“4·23
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鄂
尔多斯我的家 第三届鄂尔
多斯诗歌那达慕诗韵墨香”
书写大赛等10余项自治区、
市区文化活动，为全民阅读
强基聚势；充分利用馆内空
间，常态化开展书法书画、
摄影作品、传统剪纸等各类
展览展示，厚植文化底蕴；

将鄂尔多斯道德模范先进
事迹做成展板上墙，通过展
出各种文献、图片等，引导
广大市民崇德践礼，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

如今，书香文韵正在升
华着这座城市的内在气质，
阅读正在牢固地嵌入东胜
文化根基和精神血脉，润物
无声般地浸润着市民的精
气神。

“阅读的氛围浓、环境
好，坚持社会效益，阅读回
归了本位。”童话大王郑渊
洁在东胜区图书馆举行签
售时评价道。

“优良的场馆、丰富的
书籍、精彩的活动，如此良
好的全民阅读氛围是市民
之福。”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杨红樱
在东胜区图书馆举办读者

见面活动时，也曾发出这样
的感叹。

品质城市，需要朗朗书
声；阵阵书香，浸润幸福生
活。得益于科学规划、合理布
局、覆盖城乡、便利实用、服
务高效的公益阅读体系，东
胜区群众文化素养得以积
淀，城市文化品位不断提高。

如今，阅读空间向各个
维度延伸，形成便捷阅读文
化圈。东胜区15个镇（街道）
的图书馆分馆已全部建成，
27个行政村均已建起草原书
屋（农家书屋），机关流动点、
宾馆、车站等场所的阅读角
全面开花，所有中小学校均
设有图书室，广泛建立职工
书屋，报刊栏屏星罗棋布、定
期更新；新华书店、城市书屋
等各类门营书店遍布全区，
为市民选书购书提供便捷。

率先推行股份制改革，
成为首家上市的乡镇企业，
引入事业部制，实施管理层
回购计划……改革开放40
年来，在创始人何享健的带
领下，美的从“北滘街办塑
料生产组”成为世界500强
企业。

“美的是1968年成立
的，但真正起步发展，还是
靠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何
享健说。1980年，美的自行

研制生产出第一台金属台
扇，标志着美的从此进入家
电制造业。1981年，“美的”
商标正式注册使用。

在引进先进设备、加大
技术创新、推动产品升级的
同时，何享健始终秉承一个
观念：“企业要壮大，一定紧
跟着时代发展”，股份制改革
就是紧随时代发展的契机。
曾有人提出疑问：“一个乡
镇企业搞股份制，前途难

料。”何享健却认定这是美的
发展的绝佳机遇：“股份制
改革能使企业运营更加规
范，通过上市可以获得融资，
有了资金，有了好的管理机
制，企业何愁不能发展。”

1992年，何享健主动请
缨，当年美的被广东省政府
定为全省首批内部股份制
改造企业试点单位之一，在
企业内部发布职工内部股，
鼓励员工购买公司股票，厉

行改革，逐步建立起现代企
业管理制度。1993年，美的
电器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第一
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由乡
镇企业改造的上市公司。

上市后的几年里，美的
的生产规模呈现指数级增
长，但高速发展也暴露了集

权式管理的弊端。1997年，
何享健力排众议，推行事业
部制改革，美的从“生产型
企业”转变为“市场型企
业”。2001年，大批职业经理
人崛起，为了给他们更好的
激励，何享健积极推动实施
管理层回购（MBO）计划。

“如果不是改革开放，美

的难以完成股份制改革，也
难以调动有价值人才的积极
性。美的很幸运，得到了政府
的支持，顺利实现了企业股份
制改革，进而改制。”何享健
说，美的是中国所有上市公
司中，最早推出股权激励机
制的，这应该归功于当时的
思想解放。（据《人民日报》）

“郭征是一面旗帜，我
每年都会带着孩子去祭拜
烈士，学习他的革命精神。”
江西省泰和县冠朝镇大冈
村村民郭黎明说。

郭征，原名郭辉勉，
1914年生于江西省泰和县
冠朝乡楼居村一个贫农家
庭。1923年入墩睦堂小学就
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
西省泰和县的农民运动和
革命武装斗争风起云涌。父
亲郭尚球曾任沙村区大冈
乡中共支部书记。在父亲的
言传身教下，郭征加入儿童

团，参加革命活动。
1930年7月，郭征到赣

西南红军干部学校学习。同
年10月到红十二军司令部
当传令兵。1931年1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传令班
班长、团参谋、九军团司令
部侦察通信科参谋。

1934年10月，郭征随中
央红军主力长征，由于工作
认真负责，完成任务积极坚
决，遵义会议后，任九军团
司令部侦察通信科科长。
1937年1月参加抗大第二期
学习。同年8月毕业后，任八

路军一二○师侦察科科长，
随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在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一年的
时间里，他随师部组织的地
方工作团来到五寨地区，广
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
国十大纲领》，筹集粮款，组
建抗日武装。先后任五寨城
区自卫队队长、学生兵团参
谋长。

1939年1月，郭征随一
二○师主力到达冀中。同年
2月，任独立第四支队第二
团团长。4月，独立第四支队
和七一五团编为一二○师

独立一旅，郭征任参谋长。
齐会战斗中，他和旅首长亲
临前线指挥部队，击退了敌
人的多次进攻，取得歼灭日
军700余人的重大胜利。在
冀中八个月的时间里，郭征
参加和指挥过大小战斗110
多次，他始终战斗在最前
线，沉着机智地指挥部队。

1939年9月25日上午，
驻守在正定、无极、行唐和
灵寿等地的1500余名日伪

军，企图打开进攻我晋察冀
抗日根据地的通路。为了粉
碎敌人的阴谋，我军与敌人
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经过三
天两夜的激战，歼敌1200余
人，只剩下残敌占据的最后
一个高地。29日黄昏，我军向
敌人发起了总攻，激战中，
郭征胸部和头部中弹负伤，
因伤势过重牺牲，年仅25岁。
葬于河北省行唐县秦台村。
1985年冬骨灰归葬故土。

1998年，中共泰和县
委、泰和县人民政府将郭
征烈士墓命名为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并于2005年拨
款维修。

冠朝小学五年级的学
生郭瑞杰今年清明节和全班
同学一起参与了扫墓。他说：

“我当时把墓碑旁边的树叶
都打扫干净了，郭征爷爷是
我们的骄傲，我们会永远铭
记他。” （据新华社报道）

少年负壮气 奋烈击征程———郭征

美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何享健———

“紧跟着时代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