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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城举办“趣味相投·萤火虫”换书大会，2300本旧书获“新生”

千人换书 传递书香
读书如稼穑，勤耕致丰饶。4月23日是“世界读书

日”，当晚，桂城图书馆联合先行书店在千灯湖环宇城举办
“趣味相投·萤火虫”换书大会，吸引超1000位爱书人前来
交换闲置书籍。活动共计交换闲置书籍2300本。

书主与旧书之间有什么故事？书主对交换回来的“新
书”又有怎样的期待？记者带你到“趣味相投·萤火虫”换
书大会，聆听爱书人的心里话。

与知音换书让旧书找到新主人

当晚，千灯湖环宇城二楼

露台被彩灯照亮，放置在板砖

上的闲置书籍也被灯光笼罩

着，等待着新书主的到来。

现场人流渐渐变多，有人绕

圈浏览书籍，有人驻足阅读

书籍简介，还有人坐在地上

细细品读。

市民邓卫帮早早来到现

场选书，在挑选了近一小时

后，怀里已经塞了满满的8本
书，类型也各不相同。“我拿出

来换的书有些已经看两三遍

了，也没有太多不舍得，因为

有舍就有得，现在换回来的书

全都没看过，放在家里有空就

可以翻看了。”邓卫帮说，希望

桂城明年还能继续举办换书

活动。

大会现场还设置了朗读

区，不少学生在挑选了心仪的

书籍后放声朗读，以实际行动

迎接“世界读书日”，弘扬终身

学习的理念。

以书为纽带链接不同角落的爱书人

活动前期，桂城图书馆、

先行书店在线上发布换书大

会预告，让市民将家中的闲置

书籍带到桂城图书馆、先行书

店（千灯湖环宇城店）等五个

定点统一收集，以书本数量换

取等量的换书券，市民再到换

书大会现场，以一券换一书。

“我们希望以书为纽带，

链接起不同角落的爱书人，共

同构建一座思想仓库。”桂城

图书馆馆长杜志海介绍，换书

大会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举

办，本次桂城参照宁波市某书

店的做法，也举办了首届换书

大会。“换书大会的思路是让

在家里闲置的图书，通过交换

的方式，再次发挥图书的价

值。”杜志海说，去年，先行书

店率先开展了一场“趣味相

投”——云换书市集&爱心图

书馆活动，吸引了许多爱书人

参加，超过千本闲置书籍被成

功交换。

杜志海介绍，换书大会结

束后，流动书车将带着余下的

书开往城市的各个角落，若市

民幸运地遇到流动书车，可用

自己的才艺来换一本书，如画

一幅画、做一个艺术品、跳一

段舞蹈等，用满满的诚意将心

仪的书籍领回家。

为孩子换取心仪书籍
市民邱雅当天才得知这个

活动，趁着中午休息的时间，连

忙回家里带了一本旧书到现场

换取换书券。晚上，她带上两

个女儿一起参加活动，她挑书、

孩子读书，母女三人以不同的

方式度过“世界读书日”。

“我以为每个人只能换一

本，就把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阿纳丝塔夏》拿来换了。”邱

雅说，现代人工作太忙碌，人

心也变得浮躁了许多，《阿纳

丝塔夏》讲的是人和大自然的

关系，很适合现代人阅读。“它

陪了我四年，每当我觉得心态

浮躁的时候都会静下心来翻

看一遍，也经常推荐朋友看，

所以把它换出去确实有点舍

不得。但是转念一想，它应该

被更多人知道，我也希望把它

带回家的新书主，能够和我一

样珍惜它。”

邱雅说，母女三人都很喜

欢看书，在家里经常陪孩子们

一起阅读。这次，邱雅把换书

的名额留给了小女儿，“她现

场看到这本《绿野仙踪》，特别

着迷，一直拉着我说想把它带

回家，我就答应了。”邱雅点赞

本次活动，她认为在“世界读

书日”参加阅读类的活动，对

孩子来说很有仪式感，“现场

也是书迷聚集地，我和大家一

样，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

愿旧书绽放第二次生命
另一位市民何小敏则换了

两本书籍，其中一本是《梁思成

的学习实践》。何小敏说，梁思

成是一位很有名的建筑学家，

他和另一半的故事也很浪漫，

不少文艺青年都特别喜欢他，

“我不懂建筑，我选这本书纯粹

是因为对这个历史人物感兴

趣，我认为阅读不只是学习，也

应该是一种爱好。”而另一本置

换的书籍是《人性的弱点》，“我

家里有另一个版本的，但好书

值得收藏，我有空就会去翻看，

找一找它们的区别在哪。”

说起置换出去的书籍，何小

敏表现出了一丝不舍：“我是拿

两本全新的《故事经济学》去先

行书店换取换书券的，因为当时

买书买多了，一直没拆封，它们

就一直躺在我家书柜里。”何小

敏笑着说，原本打算将两本书作

为礼物送给朋友，恰巧遇到这个

活动，她想这是一种缘分，于是就

把崭新的书籍带过来置换。她希

望它们能遇到另一位爱书人。

何小敏留意到，本次换书

大会的书籍种类很丰富，其中

有不少是育儿书籍。“孩子长

大了，育儿书就没用了，但是

把它换给有需要的宝爸宝妈，

就可以绽放第二次生命了。”

何小敏说，现在读书的人越来

越多，也期望桂城能开展更多

更精致的阅读活动。

上周，桂城各社区积极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活动，比如家庭医生上门随访、亲子

绘本故事会、长者运动会、健康宣讲活动、老旧小区改造
居民议事会等，让群众真正感受到“惠从党来”。

/ 石 社区 /
家庭医生随访长者送锦旗致谢

4月 26日，石 社区的

巨叔给入户回访的桂城社卫

中心家庭医生和医务社工，送

上一面写着“高尚医德为居

民，家庭医生促健康”的锦旗，

以感谢他们的暖心之举。

原来，巨叔因中风后遗症

导致身体行动不便，多年来一直

独居。桂城社卫中心的家庭医

生和医务社工在一次健康讲座

中了解到巨叔的情况，将其作为

重点签约对象，经常上门随访。

通过随访，他们发现巨叔家里杂

物多，狭窄的通道和洗手间均没

有扶手，部分地砖松动突起，存

在较多的安全隐患。

考虑到不少家庭医生重

点签约对象的家庭或多或少

面临类似的困境，社卫中心委

托医务社工对部分签约对象家

庭进行了走访与评估，开展慢

病长者居家康复环境改善项

目，链接社会资源对这些家庭

进行居家改造。针对巨叔的特

殊情况，医务社工还组织志愿

者引导巨叔做力所能及的清洁

工作，令家里焕然一新。

有好的居家环境，才有好

的康复基础，明亮的居室给巨

叔沉闷的心情注入了阳光。

即使巨叔术后的语言表达能

力受限，但每一次见到家庭医

生和医务社工，他都很努力地

表达感激之意。

/ 桂花社区 /
老旧小区改造贴民心见实效

自社区内五个无物业老旧

小区同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

程项目以来，桂花社区党委坚持

“取民之所望，做民之所向”为工

作导向，将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作

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

众办实事”的重要实践，促改造

工作落实处、见实效。

物业公司如何选定及收费

标准如何界定？社区是否对物

业公司进行监管？联席会议的

作用是什么？针对居民抛出的

新疑问，桂花社区党委于 4月

20日~23日开展新一轮全覆盖

的意见征询——流动“居民议事

会”系列活动，以现场解答为主，

调查问卷为辅，强调业主委员会

的监督和决定权，多举措引导居

民深入了解物业管理与居民自

治的优劣势，推动居民从观望到

主动参与。

通过前期摸底调查，社区党

委落实“一区一策”，以居民迫切

需求如整治绿化最大限度增设

停车位、更换排污管道、楼道翻

新增设照明设施为共性的改造

标准，再因地制宜调整改造方

案，查漏补缺，使改造更贴民

心。下阶段，社区党委将链接多

个部门资源共同配合，统筹协调

推进，凝聚各方合力，有序推进

小区改造进度。

/ 桂园社区 /
社区送关爱老人学养生

4月19日下午，桂园社区

幸福院开展“关爱长者、你我一

起”关爱独居长者活动，给34
名社区独居长者送温暖。

活动邀请到社区志愿者

江医生为与会长者分享季节

养生健康小知识。江医生提

醒：“清明过后雨水增多，气候

潮湿，易疲倦嗜睡，此时各种

慢性疾病易复发，容易引起人

体不适。所以，调肝健脾，行

气化湿是这一时期养生调理

的重点。”

活动还有“养老退休金

认证”环节，社区民政干部

对长者进行“认证”教学，为

长者提供便利。“本次活动

不但丰富了我们的闲余生

活，还为我们解决问题，非

常暖心。”长者们说。

/ 夏东社区 /
长者运动会秀不老青春

4月 24日上午，夏东

社区幸福院70多名长者和

社区10名义工共聚夏东小

学操场，一同迎接有趣的运

动会。

本次运动会包括运乒乓

球、踢足球、行指压板、打保

龄球、拍篮球、推呼啦圈和滚

铁圈七个项目。各队都在赛

场上尽情挥洒激情，在一番

激烈角逐后，分别由夕阳红

队、太阳队、快乐兄妹组夺得

本届趣味运动会的冠亚季

军，其余队伍均获得优秀奖。

长者们纷纷表示，活动

为他们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

平台，促进了人际交往，丰富

了晚年生活。

/ 平胜社区 /
亲子齐阅读学习氛围浓

4月23日，平胜社区融

爱家庭服务中心开展“袋鼠

故事会”亲子共读服务第十

期活动，吸引 15组亲子家

庭参与。

活动邀请故事妈妈带领

亲子家庭阅读《忙忙碌碌镇》

的多彩故事，通过绘本让亲

子家庭了解劳动的意义。随

后，亲子家庭共同DIY职业

帽子，让小朋友在制作过程

中了解不同职业劳动人民的

工作，加深对劳动的认识。

本次“袋鼠故事会”亲子

共读不仅提升孩子对阅读的

兴趣，更提升家长对有效陪伴

的认识和亲子共读的能力，营

造社区浓厚的学习氛围。

你为群众办实事我送锦旗表心意
桂城各社区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

■石 社区长者给家庭医生和医务社工送去锦旗。 通讯员供图

文/珠江时报记者 邹韵斯通讯员 林锦余 邹淑莹 何超铭 刘敏婷

■夏东社区长者参与趣味运动会。 通讯员供图

■换书大会吸引不少市民参加。

■换了2本心仪书籍，市民何小敏十分高兴。

■市民邱雅的两个女儿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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