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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盐都区大纵湖镇南严村，有一爿农家书屋，几
间平房，独门独院。主屋四周的书架上，摆满了图
书，经典的、时政的、文学的、科技的、儿童的等等，虽
不算太高档，但也可说门类齐全，计有 6 万多册。来
阅览的人常常济济一堂。

创办这爿农家书屋的就是本村地地道道的农民
王尊福。今年 80 岁了，仍一直饱含深情，精神抖擞、
津津有味地为大伙义务忙碌着。

平生喜好书为伴
1941 年出生的王尊福，从小就爱读书学习，聪明

勤奋，成绩一直很优秀。但那时苏北农村贫穷落后，
盼到解放后村里才有了小学。在当时，文化贫乏，读
书人不多。王尊福有幸读完小学，好像就算作秀才
了，能算会写，回村后很快成为生产队干部。1978 年
后，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王尊福在村里办起胶木轴
瓦厂，十多年后又在邻近的秦南镇街上承包轧钢片
厂，成为首批转型从事工业的农民。

随着经济生活进入小康，王尊福对精神层面的追
求愈益执着。外出采购推销办事，出差走南闯北，他
顺便逛书店，看到喜爱的书就买，买了就看，乐在其
中。他不抽烟，不赌博，不爱酒，痴迷的就是书籍。他
说，读一本好书如同与智者对话，增长了知识，开阔了
视野。因为爱好读书，每次出差就喜欢买书看，读后
再转借给他人，让大伙一起享受读书的乐趣。

购书藏书广交友
经年累月地购书，王尊福家中的书越积越多。

开头将书堆放在箱箱柜柜里，望着这些越积越高的
图书，他就决定专门安排一间房子，请木匠制作了几
个书柜，分门别类地存放书籍。这些图书除了平时
自己阅读外，还给村里喜欢读书的人借阅。看到自
己收集的图书能给大家带来乐趣，更激发了他藏书
的愿望。

要添置图书，靠自己的少量收入难以满足。好

多次在新华书店里看到心仪的图书，因太贵便忍痛
离去。一次在出差途中等车之余，看到有旧书出售，
就开始有选择性的购买。有空闲就到废品收购站转
悠，看到有喜欢的旧书，就以协商低价购回。五十年
来，王尊福生活节俭，把一半的生活费用在买书上。
特别是晚年离开工作岗位后，购书便成为“主业”。
经常骑 3 个小时自行车到盐城市区，专门跑书店，光
顾新华书店、二手书店、古籍旧书店、书刊收购店“相
亲”，看中的就买回家。锲而不舍，居然淘到了不少
好书，其中有些还是精品、珍品，很有收藏价值，令他
很有成就感。

以书结缘，“淘”出朋友。一次，王尊福在收购
店内看到一本书，作者王春才，简介为盐城人，立即
购回家。翻看之后，书内有联系方式，试着向成都
打个电话。这位离开故乡 50 多年的老高工、老作
家、原国家三线办公室主任，听到乡音分外激动，聊
着聊着成为知己。随即寄赠长篇报告文学《元帅的
最后岁月——彭德怀在三线》及《苍凉巴山蜀水情》

《日出长江》《九九艳阳天》等专著供收藏。前几年，
王春才利用回乡探亲之机，在孙女陪同下，专程走
访王尊福书屋，并写了长篇参观记，在刊物上发表，
引起很大反响。

农家书屋美名扬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好书分享更幸福。2014 年，

在区镇村及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王尊福办起颇有规
模的农家书屋。大纵湖镇政府授予五星级文化中心
户称号，镇党委及文化站关心指导排忧解难，盐都区
农委授牌为结对帮扶共建文化单位。

王尊福说，这些书籍我没有让它们躺在书橱里，
只要村民和孩子有需求，我就无偿借给他们看，让这
些书籍发挥最大的作用。他不但在南严庄设立农家
书屋，还在秦南镇街上设立流动书摊，摆放几千册
书，过段时间轮换，免费借阅，还送茶水品饮。

书屋里挂满了匾额和字画，都是全国各地热心

的文化友人馈赠的。虽是耄耋之年，王尊福喜欢收
藏图书，几十年初心不改。文友们被老人的精神所
感动，欣然提笔，题字作画，深表祝贺，还关心书屋建
设，捐赠书籍。各地众多文化人前来参观书屋，访问
老人，书友们为书屋作诗赋词为文，以资鼓励。

作家徐坤庆为王尊福老人的书屋撰文：“书屋农
家不老翁，八十遐龄，体健如松。传承文化众尊崇，
亲友乡贤，受益无穷。书香门第好家风，子孝妻贤，
百代昌隆。”外地作家居其林听闻王老的事迹，特为
书屋赋诗“农家书屋藏万卷，激发能量大无边。为民
服务接地气，传承文明年五千。”诗人居其茂不远千
里来大纵湖参观书屋，留下了感言：“藏书万卷翰墨
香，春风满屋咏华章。无私奉献文化梦，老马奋蹄沐
朝阳”，盐城本地作家王洪武先生专门为书屋题写了

“室雅书香”匾额。众人的称赞，更激发了老人办好
书屋、为大家提供阅读场所的热情。

在倡导全民读书的当下，王尊福老人特别关心
青少年的成长，他为人和蔼慈善，尤其对孩子们特别
的亲热，乡村书屋成了孩子们读书、增长知识的乐
园。放学后、星期天，孩子们喜欢去他的书屋看书，
凳子上坐的，门台上蹲的，有的干脆席地而坐。

有一个李姓学生，平时不爱读书学习，成绩不
好，父母在外打工，爷爷奶奶又管不住。放学后，他
看到同学们都进书屋看书了没人玩，他也走进书屋
看看，这一看便上了瘾，放学后、星期天，做完作业
后，就去书屋看书，学习兴趣不断提高，成绩从原来
班上的倒数，到现在的名列前茅。

为了鼓励孩子们读书，王尊福老人还准备了一
些小礼品，专门奖励那些来书屋读书的孩子，哪个学
生今天在学校里考试考了满分，哪个学生被评上了

“三好生”，就发给一小礼品，这也算是对好学上进、
喜欢读书的孩子的一种激励。

从村走出去的孩子，都有着良好的学习习惯，成
绩都是好样的，这是众所周知的，这与王尊福老人的
乡村书屋有着一定的关联。村上的孩子们喜欢进书
屋读书，好习惯早养成，年年中考、高考喜讯频传，人
才辈出，村子成了远近闻名的“书香村”。

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乡村书屋成了村民们
学习科技的充电阵地、加油站，村民们利用业余时
间、农闲、阴雨天，到书屋里读书，把学到的科技知识
用于农业的种植、养殖，好处显然。村上的张家兄弟
把在书屋里学到的养殖知识，办起了一个养殖场，年
收入过几十万，乡村书屋的扩建与发展他们也功不
可没。读书明理，阅读增知长智，而今的乡村书屋是
孩子们星期假日、放学后的读书的乐园，是青年人学
习科技知识的去处，是老年人看书阅报的场所，众人
把美好的人生浸润在书香岁月里。

书香情长
——农民王尊福自办农家书屋惠及乡里记事

□ 王洪武 谢建骅

你的城市还有报刊亭吗？你有多久没光顾了？
那天我急需一份本地晚报，走遍大街小巷却不见

报刊亭。这时我才忽然意识到，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在
报刊亭买过书报杂志了。它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我
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多少年了，人们早已习惯了默
默存在的报刊亭，甚至习惯到了忽视它的地步；可当
需要时才发现，它的消失如此令人措手不及。

以前，在互联网时代尚未来临时，报刊亭覆盖面
很广，几乎城里的每个路口都至少有一家。这些报
刊亭时常更新售卖品类，间接地传播着各种新式文
化浪潮。

那时我刚刚参加工作，有了一点可以自由支配
的钱。这些钱大部分都被我花在买书报杂志上了，
自己最常去的地方除了书店就是报刊亭。特别是报
刊亭，我每个月都要光顾几次，围着亭子四周搜寻一
遍“宝藏”，并陶醉于油墨清香中。我常光顾的那个
不起眼的四四方方的绿色小亭子，藏着我的青春，以
及那丰富美好的纯朴岁月。《人物传记》《美化生活》

《健与美》《演讲与口才》是我颇为爱看的杂志，还有
那助我提高文学修养的《散文》《人民文学》，让想象
力飞驰的《飞碟探索》《科学画报》……它们共同构成
了我多姿多彩的精神小世界。

那时，我把自己所关注期刊的出刊日记得清清
楚楚。大部分杂志都在月初的几天出刊，而我恰巧
在月末发工资。因此，到了杂志出刊日期，钱包鼓鼓
的我就像“富翁”一样，飞奔到常去的报刊亭。因为
经常光顾同一家报刊亭，老板对我非常熟悉了，常常
是我一去，话不用多说，他就把最新的期刊拿给我。
我至今仍忘不了老板那质朴慈祥的笑脸。历经一个
月的漫长等待，拿到杂志的那一刻，喜悦和满足充盈
心房，那种幸福感不可名状，使我迫不及待地想要一
睹为快，边走边看。

从昔日在墨香中翻阅纸张，到如今滑动手机屏
幕、迅速便捷地获取大量信息；从每天或每月固定在
报刊亭里买一份报纸或杂志挑个时间集中阅读，到
如今文章数字化随时随地阅读……时代浪潮奔涌向

前，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渠道发生变化，这是难以
避免的事实。阅读的形式变了，但并没有消失，只是
人们逐渐习惯数字化阅读后，就再也拿不起一份报
纸去读了，报刊亭的消失或数量大幅减少便成了一
种必然，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一些东西。

另一方面来说，报刊亭实际上是随着人们被日
渐消磨的耐心一起逐步消失的。人们慢品生活美妙
的能力不见了，一切仿佛进入了快车道，快餐化阅
读、短视频等席卷生活，一些人甚至没有耐心看完一
部时间较长的电影，快进、二倍速成了常规操作。如
今，我偶尔看见一些老人家戴着老花镜在认真地读
报，竟然产生一种恍如隔世之感。

纵然有再多的伤感与遗憾，终究到了我对报刊
亭说再见的这一天。但它永远不会在我心里消失，
它承载了我太多美好的回忆。每次我陷入这些回忆
当中，品味到的都是浓浓的眷恋与温馨。

迄今为止我最后一次去报刊亭买书报杂志是什
么时候？买的是什么？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忆寻报刊亭
□ 夏学军

从 前 ，乡 下 也 有 很 多 热
闹事，我记忆最深的，除了唱
大 戏 和 吹 糖 人 ，再 就 是 乡 间
书场。

阿信家和我家门挨门，阿
信三天两头在书场给乡亲们
说书。只要他一开口，准能把
人逗笑，或说哭，准能把乡亲
们的魂勾到书里去。只可惜，
阿信一生下来就双目失明，为
了让他有口饭吃，父母把阿信
送到外地学说书。阿信勤奋
脑子又灵，很快就学成了。我
们村在山旮旯里，书场上有了
品古论今的阿信，乡亲们的乡
村生活就热闹多了。那些时光
里，每到夏季，晚饭一过，阿信
就 夹 着 胡 琴 ，在 别 人 的 引 导
下，来到村东头一片平整的树
荫下。这里树冠如伞，是阿信
说书论道的书场。阿信一坐下
来，便有人递上茶水，阿信浅浅
地抿上一口，清了清嗓子，支起
胡 琴 ，乡 村 的 夏 夜 便 生 动 起

来。小村庄里总有迟到的人，他们一听到悠扬的胡
琴声，丢下手里的事儿就往书场赶。阿信精神头一
抖，一段开场白之后，直奔主题。

阿信天生高嗓门，别看他眼睛失明，说起书来
气势夺人，把书里的故事说得生动又富想象力。说
到精彩处，乡亲们屏声静气，竖起耳朵，生怕漏掉一
个字。阿信说《花木兰》，花木兰替父从军，纵横疆
场，好生英气。说着说着，小村庄里的农家妇女，也
都坐不住了，爱家爱国的热情一下子高涨起来。她
们虽然天天泡在泥土里，可谁不想当英雄，显豪气，
立大功？阿信说《武松传》，把历史人物武松说得活
灵活现。醉打蒋门神一段，阿信慷慨激昂，武松的
侠义和豪情活脱脱地表现出来。乡亲们听得如痴
如醉，真是解恨，个个充满了正义感。阿信还说《梁
祝》《天仙配》，直说得情深深，思绵绵，怨悠悠。这
些经典的人间恩爱凄美的爱情故事，阿信一一传达
给了乡亲们。阿信说的书很多，乡亲们百听不厌。

《隋唐演义》《大明演义》《白眉大侠》《明英烈》《岳
飞传》《李自成》《锁麟囊》《呼家将》中的英雄人物，
阿信轻轻一点拨，就走到了乡亲们的心里去。村里
的书场，是乡亲们的最爱。

我是个书迷，阿信说的书让我长知识，还能懂
道理。七里八村常把阿信请过去，我挨村跟着听。
我对《红楼梦》中的人物感兴趣，一回到家，就用铅笔
头记在一个小本子上，三天两头翻出来揣摩一番，真
是有味道。《刘胡兰》对我震动很大，小小年纪连杀头
都不怕，做个小英雄，这样的想法从小就在我心里扎
了根。《封神榜》中，姜子牙伐纣的历史故事，让我对
国家的历史命运开始有了思考。《诸葛亮》《程咬金》

《林则徐》中的经典故事和历史人物，在阿信绘声绘
色的描述中，都深刻地印在了我脑海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乡间书场不仅丰富了农
民的文化生活，还是一场生动难忘的历史课，影响
着一个个朴实勤恳的庄稼人。

乡
间
书
场

□
董
国
宾

来盐城之初，我尚不知晓
何为淮剧。直到有一天，我有
幸加入了这个队伍，才领略到
了这个地方剧种——淮剧的高
雅和魅力。

如果说盐城是淮剧的发
源地，那么我想盐都也应该是
淮剧的出生地之一了吧。我所
工作的淮剧团，正在盐都辖区
之内。我是为了工作而走近她
的。当然，我不是演员，只是负
责幕后工作，记录收集每一次
演出的精彩瞬间，宣传并存档
在案。

原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
爱上淮剧，简单到只为了工作
的一个局外人，只是在偶然的
时间段，我们相互选择而已，但
之后，我却又是真实地爱上了
淮剧。我不迷信，却是个信命
的人，一个毫无艺术细胞的我，
居然走进了淮剧的圈子，这又
不能不说是一种缘！许是晚了
些 ，但 正 是 我 能 安 静 地 坐 下
来，放下满身的浮躁，去欣赏
一切与美好相关的年纪。

静谧的午后，泡一盏茶，轻轻翻阅淮剧的历
史，我一遍遍读着她悠远的二百多年沧桑演变。原
来淮剧是从民间而来，起源于苏北人闹饥荒时口里
乞讨的悲伤小调，又从“香火戏”、“僮子戏”发展而
成的三可子（盐淮小戏）、江北小戏、江淮戏，到而今
的淮剧。

饮一口香茗，细数你的前世今生，我仿佛穿越
了淮剧的每个历程，那如泣如诉的曲调在我的耳畔
不断回响，打开手机百度，听上一段段古装淮剧，好
似我们是久违重逢多年的老友，而今的邂逅，不觉
已是潸然落下泪来。

每天上班，远远地隔着玻璃门，我能看到一群
年轻人在大厅里练功的身影，前辈老师手中的软
鞭，时刻提醒着他们不负光阴、不负自己。他们时
而在练功毯上大跳、小翻、抢背、卧鱼儿；时而一边
跑圆场一边抖手，或是依墙而立拿大顶，或在团里
的角落处吊嗓、抛水袖，晨曦的光芒洒在他们朝气
蓬勃的脸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超强度的训练，
没有人喊疼怕累，坚韧是他们的天性，童年结下的
淮剧缘，那是刻骨入髓的最爱！稚嫩的肩膀上早已
担负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光荣使命，为盛开在苏北
平原上这朵绚丽之花的淮剧而奋斗，传承与弘扬的
责任，深深融入这一代人的血脉和灵魂。从他们一
滴滴的汗水里，我懂得了“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
功”艰辛，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舞台亮相那精
彩的一瞬，是汗水、是泪水、是努力、是勤奋的凝聚！

淮剧中“生旦净丑”四个行当，我知道了花旦、
青衣，小生、老旦、小旦、老生...... 花旦的扮相不仅
有着未婚少女的活泼和开朗，更要有技压群芳的唱
腔；青衣登台，举手投足，一颦一笑，尽显女子的端
庄娴静；小生亮相，英姿飒爽，嗓音清澈而明亮；老
生与须生，刚柔相济，老态中又不失威严……

我爱上了干净、诗意的舞台布景；
我爱了乐池里二胡婉转动人的悠扬曲调；
我爱上了演员余音绕梁，丝丝入扣，如泣如诉

的真情流露。
每聆听一场淮剧，平日里躁动不安的心，瞬间

就会变得无比安静。
明知那是戏，却不知不觉跟着剧情穿越，如痴

子般地随着哭，跟着笑……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既然有缘今生遇见，

我愿在苏北平原的淮剧中，不问花期，饰演一朵
不起眼的小花儿，哪怕没有一句台词，只管盛开，
便是极好！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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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飞书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