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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源泉

好书相伴不寂寞

□梁 敏
喜欢给女儿写成长日志，从怀孕开
始到如今快 4 周岁，写了近 17 万字。 然
而，我没有真正去了解幼儿阶段孩子的
成长规律，读起育儿的书籍也是有头无
尾，而碰到育儿难题，都是找“度娘”去
解决，所以谈不上如何积极引导孩子成
长。 原来以为这就叫“放养”，其实不然。
2013 年 12 月，偶然的机会，我走进了新
教育萤火虫这个公益团体，并成为了一
名义工，而后，加入了萤火虫百色义工
品书坊，有幸与品书坊的小伙伴们共读
了松居直的《幸福的种子》。 这才发现，
原来我在育儿方面是这么的“盲”，而捧
起《幸福的种子》，我踏上了“育儿扫盲”
之路。
读了 《爱的语言》《
“我的后面留下
了路”——
—我与松居直先生的神交》《第
一章 图画书与幼儿的世界》这三章内
容，让我最有感触的是这句话：“图画书
对幼儿没有任何‘用途’，不是拿来学习

东西的，而是用来感受快乐的。 ”
女儿 2 岁 5 个月的时候，我把她送
到家附近的国学幼儿园， 一年时间，孩
子认得很多字，会背《三字经》《孝亲颂》
等，而我一直不是很赞同该园的教学理
念， 我认为 2 岁多的孩子应该好好玩，
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 但因为外婆一个
人带孩子辛苦，所以，就送去了。 当然，
我完全没有否定国学幼儿园的不好，只
是，我认为女儿或许不适合这样的教育
模式。
一段时间里， 我都是用了指读法，
一个字一个字的点读绘本给孩子听。 而
孩子关注的却是图画的细节，并非我意
识里的希望她记住那些字、 关注那些
字。 在共读的时间里，我一句话没读完，
妞妞就指着画面说：“妈妈，你看，这个
是小狗噜噜的尾巴， 它躲在草丛后面
了。 ”而我却没有发现。 加入新教育后，
看到大家在群里一起分享亲子共读中

——
—读汪曾祺《五味集》等

遇到的问题时，我才恍然大悟。 读《幸福
的种子》后，我才知道，孩子阅读是需要
大人去引导的。 虽然我刚入门，但这个
观念的改变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及时和
重要了，好在不晚。
女儿参加了 2013 年新教育萤火虫
的年末故事会， 收到了一份珍贵的礼
物——
—绘本《巴巴爸爸找小狗噜噜》，从
那天起， 女儿就一直让我给她讲这一
本，一直读了 10 多天。 有时候，我已失
去了与她再次阅读这本绘本的兴趣，但
看到孩子那渴求的眼神，我又一次满怀
激情与她一起分享。 当我跟大家提出这
个让我困惑的问题时，站长沁心荷告诉
我：“几乎每个孩子都有这样的经历，这
是很正常的，是这个年龄段幼儿的心理
特征， 对于她们喜欢的书会反复阅读，
而且非常地注意细节。 ” 妮子告诉我：
“我在看书中了解到， 孩子一直喜欢一
本书， 是因除了喜欢故事里的人物，她

对这本书还没完全了解完，还有探索书
中的欲望，妈妈读故事是不断让孩子探
索的手段。 ”大家的点拨一下子让我豁
然开朗。 再和女儿读《巴巴爸爸找小狗
噜噜》，我和女儿交换角色，她讲述，我
倾听，还积极向女儿这个小老师提出自
己的问题。 比如小狗噜噜跑到了一群小
狗中间，书里写的是：你能找到哪个是
小狗噜噜吗？ 女儿第一次阅读就准确找
到了，而我则问小老师：“那为什么这一
只不是小狗噜噜，我感觉它们长得一模
一样呀。 ”女儿会说：“妈妈，不一样的，
你看，另一只小狗的脚上有一个黑色的
斑点。 ”在这过程中，有时候是我提问女
儿回答， 有时候是女儿提问我回答，一
本看似简单的绘本，被我们发现了更多
的乐趣。 我想，除了是女儿这个成长阶
段的特点，还有就是孩子真心感觉到阅
读的快乐了，而快乐不正是孩子喜欢阅
读的动力吗？

《名侦探柯南》是一把阅读的钥匙
□陆 杉
周末陪儿子看动画片 《名侦探柯
南》，儿子说：“爸爸，柯南在《我们爱科
学》里也有，他是被黑衣组织灌了毒药，
血液减掉一半， 一半化为小孩的……”
听他说得头头是道，我即刻找出杂志来
对证，才知道儿子一半是背书，一半是
复述剧情。
不过，探究一下《名侦探柯南》这部
长盛不衰的日本动画片，对于指导学生
进行有效的主题阅读，或许有所启示。
《名侦探柯南》的剧情已是家喻户
晓尽人皆知，此不赘述。 片中除了教给
人们刑侦技术和推理方法，还有许多有
趣的生活常识与丰富多彩的侦探文化。
但这不是一个独立王国，它是世界侦探
名著的结集，是世界顶尖的“名侦探”的
聚会。
我们先来看看柯南的口头禅“真相
只有一个”根源在哪儿。 让我们翻开世
界侦探名著《福尔摩斯探案集》吧，主人
公福尔摩斯最著名的那句话是——
—“当
排除了所有其他可能性，还剩一种可能

性时，不管有多么不可思议，那就是真
相。 ”水有源树有根，原来柯南的“名言”
之根就在这里。
虽说“真相只有一个”不是柯南发
明的，可它确确实实是“柯南”说的，只
是此柯南非彼柯南。 动画片的主人公本
名工藤新一，变小后被糊涂侦探毛利兰
小五郎询问名字，情急之下看到阿笠博
士的书架上摆着江户川乱步的作品和
《福尔摩斯探案集》，灵机一动，取了个
组合名字叫“江户川柯南”。 因为江户川
乱步 （本名平井 太 郎 ，1894～1965）是
“日本侦探推理小说之父”；英国作家阿
瑟·柯南·道尔（1859～1930）爵士是《福
尔摩斯探案集》的作者，两人都是历史
上大名鼎鼎的侦探小说家。 前者著有
《女妖》、《黄金假面人》等多篇（部）侦探
小说， 后者一生写了 56 篇短篇侦探小
说以及 4 部中篇侦探小说，全部以福尔
摩斯为主角。
再看“柯南”变小前的名字“工藤新
一”，也是日本侦探剧《侦探物语》的主

角工藤俊作和日本著名推理科幻作家 小说；“小五郎” 则是江户川乱步多篇
星新一（1926～1997）的组合。 星新一是 侦探作品中的头号名侦探“明智小五
日本现代科幻小说作家，以微型小说著 郎”的化身。 瞧，这么多著名侦探聚在
名，作品最大特点是构思巧妙，被尊称 一块，热闹吧？
为“日本微型小说之父”，他所有作品均
现在，让我们以动画片做钥匙，让
收录在《星新一作品全集》中。
同学们用一两节课的时间回味一下柯
让我们再来看看柯南身边的朋友 南侦探的有趣情节， 慢慢区分是非善
们，他们是怎样跟“侦探”结缘的。 阿笠 恶美丑， 知道弘扬正义惩罚邪恶的重
博士的“阿笠”，它 的 日 语发 音 几 乎跟 要性。 然后，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让学生
“侦探小说女王”、英国小说家阿加莎· 到图使馆（室）借阅 上 述名著 ；条 件尚
克里斯蒂（1890～1976）一样，阿加莎· 未成熟的学校， 发动师生捐赠上述名
克里斯蒂原姓米勒， 她一生共创作了 著， 用一个学期或者一个学年来开展
《罗杰疑案》 等 80 多部长篇小说，100 “约会名侦探”主题阅读。 可以安排个
多个短篇，17 部剧作。她塑造了高傲的 人自由阅读，也可以组织小组阅读；定
比利时侦探波洛 （柯南变小后住所下 期或不定期用演讲、广播、板报等形式
面有个“波洛咖啡厅”的“波洛”即由此 展示阅读心得体会， 活动结束时通过
而来） 和英国乡村女侦探马普尔小姐 汇演或其他有趣的方式进行总结。 这
的形象。 毛利小五郎中的“毛利”跟法 样，对于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培养学生
国侦探小说家莫里斯·勒布朗（1864～ 阅读习惯，提升学生阅读能力，以及锻
1941）中 的“莫 里 斯 ”同音 ，莫 里 斯·勒 炼学生思辨能力和提高学生的认知水
布朗的代表作有 《亚森罗宾被捕》《三 平、思想水平，都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
十口棺材岛》《梅格雷探案集》 等侦探 作用，何乐而不为？

《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解读公益宣传
2 月 7 日，国务院印发《注册资本登
记制度改革方案》，决定推行注册资本登
记制度改革，按照便捷高效、规范统一、
宽进严管的原则，创新公司登记制度，降
低准入门槛，强化市场主体责任，促进形
成诚信、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
推进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必将惠
及民生。
一是有利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改革举措进一步放松了准入 条 件 的管
制，创业成本大幅度降低，能够有效激发
投资热情，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尤其是
对小微企业特别是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有
大的推动作用。
二是有利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改
革举措突出强调了简政放权， 创新监管
方式，强化协同监管，落实部门监管责任
等。 改革要求从对企业微观活动的干预
转向对市场主体行为、市场活动的监管，
从传统的“重审批轻监管”转变为“宽准
入严监管”，这将推动政府管理方式由事
前审批为主向事中、事后监管为主转变，
更加有利于形成宽松准入、 公平竞争的
市场秩序。
三是有利于促进信用体系建设。 此
次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 要求转变监
管理念和方式，强化信用监管、协同监管
和社会共治，更加注重运用信息公示、信
息共享、信用约束等手段，形成部门协同
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和主体自治相
结合的市场监管格局。
推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 放宽注
册资本登记条件， 激发市场主体创业热
情
此次 注册资本 登记 制度 改 革 的核
心， 就是注册资本由实缴登记制改为认
缴登记制，并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 根
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公司法的决定和 《方
案》，公司、公司股东（发起人）在注册资
本管理方面增加了一系列权利： 一是自
主约定注册资本总额， 取消有限责任公
司最低注册资本 3 万元、 一人有限责任
公司最低注册资本 10 万元、股份有限公
司最低注册资本 500 万元的限制， 也就
是说理论上可以“一元钱办公司”；二是
自主约定公司设立时全体股东（发起人）
的首次出资比例， 也就是说理论上可以
“零首付”； 三是自主约定出资方式和货
币出资比例，对于高科技、文化创意、现
代服务业等创新型企业可以灵活出资，
提高知识产权、实物、土地使用权等财产
形式的出资比例， 克服货币资金不足的
困难；四是自主约定公司股东（发起人）
缴足出资的出资期限， 不再限制两年内
出资到位，提高公司股东（发起人）资金
使用效率。
兼顾释放住所（经营场所）资源和改
进社会管理的需要， 简化市场主体住所
（经营场所）登记
现实中， 很多企业， 特别是小微企
业、初创企业、新业态等，对住所（经营场

所）的要求实际上很低。 由各地根据本地
区的实际，简化登记手续，放宽住所（经
营场所）条件，有利于释放场地资源，方
便市场主体准入，鼓励和加快社会投资。
构建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体系，
推进信息公开和共享
构建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体系包
括了两个方面内容： 一是要完善市场主
体信用信息公示制度。 在发挥市场机制
决定性作用， 赋予市场主体更大权利的
同时， 强化市场主体主动公开相关信息
的义务，以尽量减少交易、管理中信息不
对称问题。 二是要建设主场主体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 这一系统的建立为信息公
开和信息共享提供了最便捷的 实现 途
径。

广西实施工商登记制度
改革实施主要热点问题

注册资本认缴制度， 是不是注册资
本就不用缴了？
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 并不
是说注册资本就不用缴了， 而是登记机
关不再收取验资证明而已， 这就从过去
的政府监督转变为股东监督， 认缴文件
具有法律效力，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改
革后工商登记制度对于股东未依公司章
程规定实际缴付注册资本的， 仍应依法
律和公司章程规定承担民事法律责任。
如果有股东未依公司章程或股东会约定
按时缴付注册资本， 已按时缴足注册资
本的股东以及公司本身均可向未按时缴
足注册资本的股东追究未出资的民事责
任。 如果公司发生债务纠纷或依法解散
清算，当资不抵债时，未缴足注册资本的
股东应先缴足注册资本， 并以其认缴的
出资额为限承担民事法律责任。
不登记实收资本， 社会公众如何了
解公司的实收资本到位情况？
公司可选择向工商登记机关申报实
收资本到位备案， 并对申报信息的真实
性负责， 工商登记机关通过统一的企业
信用信息平台进行公示， 交易相对人或
社会公众可通过该平台对股东出资情况
进行查询。 但实收资本到位情况不作为
工商登记机关对企业的监管事项。
改革后， 是不是所有的公司注册资
本都能适用认缴制？
改革后，除法律、行政法规对于实缴
资本另有规定的公司，比如银行、保险、
证券、期货、直销、基金管理和对外劳务
合作公司外等，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都适
用认缴登记制度。 另外，需要明确的是，
注册资本认缴制并不排斥实缴。
实施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后， 还需要
年检和验照吗？
改革后，取消年度检验和验照制度，
实行年度报告制度。 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企业应当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平台向工商登记机关提交年度报告。
企业对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其
提交年度报告的情况， 将通过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平台向社会公示。
改革后， 注册内资公司需要提交什
么材料？
改革后， 办理内资公司的设立主要
提交如下材料：《公司登记 （备案） 申请
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
权委托书》 及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复印件； 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
章程、 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
身份证件复印件；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
职文件（股东会决议由股东签署，董事会
决议由公司董事签字） 及身份证件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股东会决议由
股东签署，董事会决议由公司董事签字）
及身份证件复印件； 住所使用证明；《企
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广西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具体内容
有哪些？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一部署并结
合广西的实际， 广西工商登记制度改革
具体内容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将注册资
本实缴登记制度改为认缴登记制度。 二
是将企业年度检验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公
示制度。 三是放宽、简化经营场所登记。
四是建设统一、 规范的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实现“宽进”后的“严管”，使企业
“一处违规、处处受限”。 五是实行“先照
后证”，推行电子营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
登记管理。
广西工 商 登记 制 度 改革 分 “两 步
走”：第一步：于 2014 年 3 月 1 日在全区
启动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 建立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 公示相关信用
信息，推动各项配套监管制度的出台；将
《广西市场主体住所和经营场所登记管
理规定》纳入年度立法计划；启动全区涉
及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审批事项清理工
作。
第二步：在 2014 年 7 月以后，根据
国家工商总局的要求及自治区人民政府
的部署，逐步推行“先照后证”、推行电子
营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等改革
措施。
改革后公司如何缴纳注册资本？
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后， 有限责任公
司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实行注册
资本认缴登记制度。 即工商登记机关不
再登记公司实收资本， 仅对申请人申报
的注册资本进行登记， 企业申请设立登
记时，无需再向登记机关提交验资报告。
该项改革， 取消了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
额，以及首期出资比例、出资期限和非货
币出资比例等限制性规定， 有利于降低
创立公司的资金成本， 提高公司资本运
作效率，最大限度地为投资主体松绑，激
发创业热情。 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
度后， 有利于引导公司按照自身需要和
（百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实际能力出资。
刘维涛 信息整理）

罗华耕

□张国荣
某日周末，甚感无聊，便对书橱中乱七
八糟的书胡翻一气， 终于翻出了汪曾祺的
《五味集》、阿城的《威尼斯日记》、艾特玛托
夫的《白轮船》和《契诃夫手记》这四种书，
并一一翻读。 古人云：无聊才读书，因此对
书中之内容，并不求甚解，只是随手去翻，
见到有趣的就随手摘抄下来， 又大声朗读
一段。
其实，这四种书，我过去买它们时，
已翻读过。 然今日翻这几本熟悉的书，就
犹如阅读面前熟悉的人， 有一种特别亲
切感。 正所谓“往事回思如细雨，旧书重
读似春潮”。 （汪曾祺诗）
汪曾祺《五味集》中的《家常酒菜》一
篇，是写“塞馅回锅油条”的。 其做法是：油
条两股拆开，切成寸半长小段，将拌好猪肉
（肥瘦各半）馅，馅中加盐、葱花、姜末、冬菜
末等，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通，将肉
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油条挺硬，肉馅熟
捞出装盆。 汪曾祺说此菜是北方一道比炸
春卷味道好的“家常菜”，是他自己的首创，
并说“很多菜都是馋人瞎捉摸出来的”。 看
完书， 我真想自己试试， 然又苦于心笨技
拙，加之油条亦较难买，只好作罢。
谁都知道，汪曾祺是当代作家中的“美
食家”，他由“馋”而作的美食菜谱，不胜其

《书香》版投稿邮箱：
nongqiong@163.com

数。 诸如在《故乡的食物》就写炒米、茨菇、
斑鸠、野鸭、焦屑、昂螘鱼、马齿菜等；《食豆
饮水斋闲笔》写豌豆、黄豆、绿豆、芸豆、蚕
豆、小红豆等；《肉食者不鄙》写东坡肉、狮
子头、镇江肴肉、火腿、腊肉、白肉火锅等；
《鱼我所欲也》写石斑鱼、鲋鱼、刀鱼、鳝鱼、
黄河鲤鱼、虎头鲨等。 总之，翻开汪曾祺的
《五味集》、诸多美味佳肴，如在目前。 特别
是集中谈吃的文字，句子短小，间作小考，
甚为好读。
阿城亦似汪曾祺， 他们二人均受古白
话熏陶。 故二人笔下文字均有一种古典味
道。 阿城的《威尼斯日记》是他于 1992 年 5
月在意大利威尼斯旅行的日记， 重写威尼
斯城“海的味道”和“瑞雅尔多桥下的一条
船上”唱歌的老人，寓意这位老人就是古代
中国庄子的化身。 至于读《契问夫手记》和
《白轮船》二书，主要欣赏二书的寓意：即都
是大寓言。
此外，我还浏览了沈从文的《从文自
传》、孙犁的《芸斋小说》，废名的《田园小
说》，这些亦都是极薄的好书。 读了这些好
书，顿觉人
生不再寂
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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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图画书阅读与经典》

作者：彭懿 著
出版社：接力出版社
《世界图画书阅读与经典》是一部教读
者如何阅读和欣赏图画书的阅读指南。 全
书分为上下篇。 上篇是对图画书这一图书
门类的介绍， 下篇选择已经在国内引进出
版的 60 余部世界经典图画书进行了精彩解

读，附录不仅包含图画书重要奖项的介绍和
权威推荐书目，还为读者的深入阅读和研究
提供了主题索引。
本书对 1902 年第一本图画书《比得兔
的故事》 诞生以来，100 多年间世界经典图
画书进行了专业系统的记录和独到有趣的
解读。 它通过生动易读的 30 多万文字、风
格多样的近 200 种图画书实例和清晰精美
的 800 多幅插图， 引领读者走进图画书的
世界，了解图画书的表现形式，发现图画书
的奥妙趣味， 可谓一部读懂图画书的百科
全书。
掌握了本书所讲的图画书阅读技巧，你
会知道一本薄薄的图画书为什么值得细细
品味，如何品味，还会从那些已经阅读过的
图画书中发现很多之前忽略的细节，让书柜
里的图画书焕发新的生机。
当你还是孩子，初为父母，或者人生过
半的时候，《世界图画书阅读与经典》都能带
你透过图画书的故事和艺术领略不同的人
生风景。

东风本田汽车百色首家 4S 店盛大开业
2014 年 3 月 9 日，按照全国最新标准建设
的百色市首家东风本田汽车 4S 店——
—百色君
华联鑫特约销售服务店盛大开业。 东风本田汽
车有限公司高层与百色相关部门领导、 媒体以
及车主、客户等到场共同见证开业仪盛况。
百色君华联鑫特约店位于百色市东环大
道与进城大道交汇处（百色汽车城十字路口右
转进入 1 公里），交通极为便利。 它的开业标志
着东风本田汽车在百色地区的服务开启了新
的篇章，从此，广大百色地区东风本田车主及
爱好者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不仅赏车、购
车更加便捷，亦彻底终结了以往本地车主必须
到南宁维修保养的不便。
作为百色首家东风本田汽车特约销售服
务店，由广州君华集团投资兴建，是东风本田
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授权的百色唯一一家经销
店，销售 CR-V、杰德、思域、思铭、艾力绅、思
铂睿等全系列东风本田汽车。 整个 4S 店从设
计到装修完全按照东风本田汽车品牌最新的
高标准修建， 占地面积 7000 平米， 建筑面积
4000 平米，其中展厅面积 1200 平米，售后车间
2000 平米，是以整车销售、售后服务、零部件供
应和信息反馈“四位一体”的 4S 模式来经营，为
尊敬的客户提供舒适、便捷、一条龙购车、完善
的售后、保养、检测、纯正的零部件供应等一系
列服务。
百色君华联鑫 4S 店员工均经过东风本田
专业培训，整个维修队伍具有多年汽车售后服
务经验。 通过豪华的休闲设施、齐全的配套设
备、一流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完善的全方位
服务。
此外，百色君华联鑫 4S 店盛大开业，为回
馈广大东风本田车主，三月份来店常规保养客
户工时费用全免， 期间购车均可以享受团购
价！
□本报记者 李 黎摄影报道

房屋
转让
1、 市 区 别 墅 ： 建 筑 占 地
120m2，建筑 面 积 320m2， 带 200m2
花园；2、金湾广场楼中楼：建筑面
积 245m2，送 35m2 大露台，同时配
备 可 停 放 2 辆 汽 车 约 50m2 的 车
库。
以上均属超低转让， 价格面
议，非诚勿扰！
有意者请联系：15677666071

开业剪彩仪式现场。

百色君华联鑫 4S 店外景。

广西视光中心
视力健康课堂

新学期开学做近视
手术的患者纷至沓来

新学期开学后，到广西视光中心做激光近视手术的近视者纷至沓来，很多近
视者都想趁着年后刚开学通过近视手术矫治近视， 而飞秒激光近视手术成为无
数近视者的首选。
据全国低视力专家指导组成员、广西视光中心主任刘伟民介绍，飞秒激光近
视手术技术之所以受到追捧， 是因为飞秒激光手术是通过计算机的控制进行全
激光无刀化手术。 其切削精准，制作的角膜瓣薄而平坦，术后角膜的生物力学稳
定性更好，恢复更快，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术后干眼症状、眩光和夜视力下降等视
觉质量的问题。 目前，全世界已有近 1000 万近视者通过飞秒激光手术告别近视。
但近视手术是一种严谨的医学行为，并非所有近视者都适合，符合以下条件
才可接受手术：年满 18 岁以上，近视在 100-2000 度，屈光度基本稳定（两年内近
视度数变化在 50 度以内），眼部没有活动性眼病，全身无手术限制的疾病，无自
身免疫性疾病，眼部各项指标符合手术要求者。
刘伟民主任建议，近视者手术最好选择综合实力强的医院进行，以提高手术
的质量与安全。
（林恩韦）

广西视光中心咨询热线 0771-21860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