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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如东县融媒体中心 宣宣

2021年元旦对于如东的一些关
注“安之书馆”公众号的文学爱好
者来说，有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正在
悄然发生着。那就是安之书馆的主
人——刘晓军老师的实体店“安之
书馆”开始试营业了。书馆开张之
际，朋友圈没有过多的广告宣传、
现场没有喧闹的气氛，却吸引了一
批又一批阅读爱好者慕名而来。

书馆位于浅水湾公园东侧，距
马路大约有几十米，一处闹中取静
的所在。150平米左右的书馆内，楼
下咖啡吧台、见缝插针的读书角、书
架以及国学班的教室浑然一体，楼
上的每张书桌上主人细心地摆放着
古朴的小花瓶，清新雅致。书架里
摆满了各类书籍，就连楼梯处也充
分利用起来，低幼读物的摆放，可供
孩子们坐着翻看绘本图书。设计之
巧妙，无处不体现出书馆主人的匠
心独运。这是如东首家私人图书
馆，目前馆内已有 6000 本各类图
书，每天刘晓军老师在书馆内静静
地等待着读者朋友们的到来。

熟悉刘老师的朋友们都知道，
他曾经是掘港小学的一位语文老
师，一个深得领导器重家长信任和
孩子们喜欢的老师，所带班级有着
明显的班级特色。他教孩子们写

诗、出诗集；特别是“童耕园”的开垦
让小城里的孩子由此爱上了种植和
周围的一草一木。孩子们因为喜欢
他，和他打成一片后课后便直呼并
不老的他为“老刘”，竟然毫无违和
感。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喜欢阅读
勤于练笔的刘晓军老师于 2016年 1
月以“安之书馆”的名字创立了一个
公众号，最初，他以每天一篇的方式
推送自己的生活感悟和读书札记，
渐渐地粉丝越来越多，接着，便有朋
友开始投稿，现在这个平台已成为
如东文学爱好者的乐园，同时也陆
续收到外地一些作者的投稿。作者
群里上至耄耋老人，下至中小学生，
文体不限，百花齐放。为了鼓励作
者多读多写，公众号自 2019年元旦
起又设立了奖励机制，很多时候，刘
老师必须自掏腰包来完善平台的运
转。目前已拥有 13000多粉丝的公
众号，已然成为如东网络平台的一
张明信片，公众号推送的文章除了
给本地读者带来心灵的慰藉和思
考，也让许多思乡的游子一解乡愁。

2016年刘老师从学校辞职后，
为了弘扬传统文化，诵读经典传
承，专攻国学，他读《史记》、读《道
德经》读《论语》，并利用每天晨起
散步的时间背诵这些古籍。今年

2020年开始，博览群书又自律甚严
的他在平台公然立誓，读史记后他
每月的 5号在公众号必推送一篇读
史札记，把太史公记录的晦涩难懂
的历史通过自己的解读，以通俗易
懂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语言犀
利、观点独到又不乏风趣幽默，有
读者建议直接报名上“百家讲
坛”。虽是半开玩笑，读者崇拜程
度却可窥见一斑。

安之书馆公众号曾推送过一篇
我写的“关于老刘的说说”的文章，
很多认识刘老师的人在文末留言，
都这么形容他：睿智、儒雅、博学、
书卷气十足……。我以为：研究国
学的刘老师，还是低调的人。这种
低调，之于刘老师，是谦虚。刘老
师自己文笔了得，但与人交谈，从
不虚与委蛇，谦虚谨慎，颇有谦谦
君子之风，也因此给了许多文学爱
好者更多的底气。

书馆开张后，刘老师建了一个
书友群，随时更新书馆的动态。因
为书馆除了是一个书吧，每月还不
定期举办各种沙龙活动。刘老师
曾做过“孔子，孤独的行者”的公益
讲座，先贤孔子生活在社会大动荡
时代，他的政治思想和主张为当时
的君王和世人所不解，从这点看也

许注定是孤独的；我想：当晓军老
师为筹建书馆孤军奋战马不停蹄
奔波了半年之时或许也体味过孤
独，但现在的他早已不再孤独，书
馆开张后，有许多好友纷纷为其献
计献策。自开馆以来已成功举办
多次读书沙龙、诗歌朗诵、美术沙
龙，场场爆满，深受广大书友和读
者的青睐和好评。

我参加了一期刘老师主讲的
“大道以静”的沙龙活动。其间，
刘老师不忘调侃了下自己：许多朋
友不了解他的“出世、入世”之
举。因为辞职后刘老师曾在东园
居住过一段时间，对于一个淡泊名
利、一门心思读书的人来说，世外
桃源般的东园本该是最好的归宿，
他的朋友们便戏称为“出世”。可
是，今年暑假结束后，晓军老师却
自筹资金 70 多万，新筹建了安之
书馆。这种“入世”之举的目的何
在？讲着自己喜欢的国学，过着超
凡脱俗、世外桃源的生活岂不更自
由自在？

书馆开张之前，我曾和刘老师
在微信中有过短暂的交流，刘老师
说：他愿意做这样一件造福于后代
的事，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孩子们节
假日里成天玩手机、打手游，是到

了该为孩子们做点实事的时候了。
提供一个阅读空间，为全民阅读尽
心尽力，这是他的初心所在，也算
是圆了自己的一个梦想。

不由想起“大音希声，大象无
形”所表达出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实
际上是与庄子所标举的“返璞归真”
的思想是相同的。这里没有任何人
为的痕迹与作用，完全符合于自
然。就比如现在书馆的保安师傅闲
暇时也捧起了书；就像刘老师会以
长者的语气对一个偶然路过的年轻
人说：少玩手机，多读书啊！为了守

候心中的那片净土，刘老师正以自
己的方式默默地影响着身边的人，
所谓“润物无声”莫过如此。

当我写完此文时，眼前浮现的
便是前几天在书馆看到的一景：落
地窗边咖啡师正捧起一本书在翻
阅；楼上书馆内静谧无声淡淡的咖
啡香中有读者正沉浸于书中，书架
上《如东县 2020年度优秀公益推广
组织》的奖牌正熠熠生辉；国学班
孩子们正书声朗朗。而落地窗外两
只流浪猫在馆外的猫窝旁边施施然
走过……。

今年 1月 6日，是亚振家居股份
有限公司包饰技师朱海伟一生的

“高光时刻”。当天，全国优秀农民
工和农民工工作先进集体表彰大会
在京举行，他被授予“全国优秀农民
工”荣誉称号，如东县唯一。

28日上午 10时，当朱海伟从县
人社局副局长钱晶晶手中接过江苏
省人社厅27日寄来的国务院农民工
工作领导小组颁发的《荣誉证书》、奖
牌和 8000元奖金时，心情还是那样
激动，“这是党和政府给予我的特殊
关爱。”言语不多，道出的却是心声。

面前的朱海伟今年 43岁,中等
身材，笑容温婉，身穿灰色服装，给
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质朴、和善。

他原是一位靠天吃饭的“土农
民”，想改变命运，便打拼多个企业，
最后凭着对家具事业的执着追求，
通过“守初心、铸匠心”的“践行”，
终于实现了自我成长的超越。

怀揣梦想 四处打工
家住掘港镇晓河村 3组的朱海

伟一家四口，父母、姐姐和他。祖上
世代为农，造成经济拮据，“面朝黄
土背朝天”的日子是他家的生活。
初中毕业后，无路可走的他只好回
家务农。18岁那年，看着破败的玉
米地，仍挤在平房里讨生活的全家，
吃够了苦的他想改变现状，于是就
到环镇缫丝厂打工。伴随着循环往
复的破晓和日落，他每天都在轰鸣

的车间里度过。“在企业打工，一定
要有过硬的技术，只有多作贡献，才
能拿到高工资。”朱海伟回忆当年，
感慨万千。基于此，他工作卖力，钻
研提炼技术也不含糊，很快成了熟
练工，收入随之上涨。

从 2001年 12日起至 2007年 11
月间，朱海伟先后辗转南通强生安
全防护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永旭升
服装厂、东升艾克服饰有限公司，做
过操作工和服装工。在生产流水线
上，他学习方法，积累经验，多个车
间都留下过他奔走的“足迹”，洒下
过他辛勤的汗水，渐渐地，他在单位
站稳了脚跟。

务工之路艰难，然而谦虚、勤
奋、踏实和能吃苦依旧是朱海伟的

“本色”，凭着农民特有的“韧劲”，他
每到一单位，都能把工作干得风声
水起。

投入亚振 埋头苦干
2007年 11月，发展中的亚振家

居股份有限公司缺人，看好公司前
景的朱海伟忙去报名。通过考核，
顺利拿到《录用通知书》。从此，他便
以公司为家，开始了新的打工征程。

考虑到朱海伟有做过服装工的
经历，公司用人所长，就将其分配到
包饰车间做缝纫工，并指定师傅帮
扶。由于他心灵手巧，加之虚心好
学，又能吃苦耐劳，不久便能胜任本
职工作。车间主任窃喜，半年后，又
安排做裁剪工，他无半句怨言，照样

默默无闻地把工作干得“出彩”。
2009年初，因沙发车间生产任务重，
包饰员工紧缺，车间主管考虑到他
平时表现好，将其安排到包饰岗位，
此岗位对技术要求特别高，基本上
都是手工作业，做精细活儿。尽管
是流水作业，若员工素质不佳，那要
在规定时间完成往油漆好的沙发架
上贴海绵、定位、把高档牛皮往架上
指定位置打钮扣、将皮全部包到位
等工序，达到每块菱形饱满，皮料折
叠标准，纽扣深浅一致，线条对称，
表面不能有太大折皱的验收标准是
很难的。面对全新挑战，他没有打
退堂鼓，而是一步步地学。先请师
傅示范，揣摩后效仿着做，师傅说

“不对！”他立马停下，让位再请师傅
作示范，他再做。他说：“在整个工
序中，数打钮扣环节最复杂，也最难
做，花的功夫也最多！”开始做的时
候，由于不知牛皮特性，用力不匀，
易造成菱形不正，反复调试，还是如
此。心急如焚的他喊来“救兵”，“将
皮松的那边用绳子收紧，然后放进
钮扣洞眼中，再打上扣子，这样就均
匀了，菱形自然也就正了。”师傅说
完，忙示范，果然立竿见影。就这项
技术，他苦练两个多月，终于掌握

“窍门”。天道酬勤，一年后他成了
“精英”。过去他与搭档包饰一张三
人沙发打纽扣要一两个小时，后来
40分钟左右就能完成任务。“做包饰
工要称职，工作程序中的每个细节

都要认真做到，绝对不能马虎。”他
有体会。

以厂为家 连获殊荣
2015年 8月的一天，凌晨二时，

正在熟睡中的朱海伟被一场突降的
暴雨惊醒，他突然想到，二楼车间有
两扇窗户没修好。大雨若持续渗
入，后果不堪设想。在强烈责任心
的驱使下，他忙起床披上雨衣，骑上
电瓶车出门。途中风雨交加，几乎
模糊双眼，他全然不顾。赶到车间，
他用胶带固定窗户，离开时，途经物
流成品仓库，发现里面排水系统出
了问题，部分成品已泡在水中，他急
忙与门卫联系。接着，他与赶来救
援的同事一起搬运、排水、打扫、整
理，一直忙到上午 11点钟才结束。
由于抢救及时，为公司挽回100多万
元经济损失。

此后，为吸取教训，朱海伟自觉
充当“车间义务安全员”。叮嘱员工
岗前做好准备、岗后断电断气、准时
开关车间的电气设备……，是他每
天必做的事。“在公司工作这么多
年，我早已和公司建立了很深厚的
感情，做这些事儿，是义不容辞的。”
他笑着说。

负责之外，勤恳加持。今年是
朱海伟来公司工作的第 13个年头，
多年来，他立足本职岗位，多次参加
技能竞赛获奖。2015年 8月，被评
为公司包饰技师，2016年 5月入党，
2017年获“上海轻工工匠”和“江苏

省乡土人才‘三带’新秀”荣誉，
2018年获“如东县第五届‘最美一线
职工’”称号。从 2011年起，每年都
被评为公司优秀员工。

多实操、多思考是他的特点，他
常与其他工序工人一起，就如何降
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进行探
讨。从 2013年起，由他参与的改进
提案就有近百条，为公司直接降低
成本40多万元。

如今，朱海伟已由一名“菜鸟”
嬗变为“老鸟”，这位新时代的打工
者，不仅成就了事业、家庭，而且在
平凡的岗位一步步成为了农民工的

“领头雁”。这位在工作中不苟言笑
的“严师”在 4年里已培养 30多名新
员工，其中不少已成为生产骨干，钱
箭荣前年还被评上公司技师。钱技
师这样评价师傅：“我们在操作的过
程中，有时想蒙混过关，每次都会被
他的火眼金睛发现，不仅严肃批评，
还要求立即整改到位。”“公司信任
我，叫我带徒，我就要把我会的全部
传授给他们，尽管对他们很严，也是
希望他们有更快、更大的进步。”他
坦言。

此 次 获 评“ 全 国 优 秀 农 民
工”，朱海伟表示，未来还要继
续扎实做好本职工作，在包饰
这个平凡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
热，用实际行动诠释“匠人”真
谛，为广大员工做榜样，为企业
多作贡献。

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
—— 记安之书馆馆主刘晓军

□ 潘晓星

他用真诚在平凡岗位上发光
—— 记全国优秀农民工朱海伟

□ 钱德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