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书屋，何止星火之光
□

梁 婧

重庆的夏日 火锅更迷人

刘存瑞

□

“我们想得最多的还是怎么能培养
起、巩固好孩子们读书的兴趣和习惯。
不怕贴钱，也不怕他们提要求，就怕他们
不读书！
”
摄影 梁 婧
山西柳林县金家庄乡金家庄村的“览虫
书屋”，开在一条斜斜的坡面上。外面看来，
是山西传统带高台的农村小平房。掀起卷
帘，步入书店，却别有洞天——上万本藏书按
照数目类型和老乡们的阅读习惯，分门别类
地摆放在 4 间连通着的房间。墙壁除了摆满
书架，还挂着各种书法剪纸作品、孩子们的创
意绘画手工等，满满当当，很少留白。4 间屋
子按功能分为绘本室、借阅室、阅览室和成人
读书室。扑面而来的书卷气息，很能留住人
的脚步。似乎只要你想，不论什么人，都能在
这方小小书店，找到属于自己的舒适角落。
“开书店目的挺单纯的。我们两口子爱
成熟运转，有了这样丰富扎实的群众基础，就
孩子对于英文绘本阅读的需求，
“ 览虫”还提
看书，觉得这是一件很好也很享受的事，就想
需要有更高层次的统一规范和领导，
于是
“金
供英文阅读平板电脑。
“
我相信，
单从阅读这
着顺便让孩子、乡亲们多看点书。”书店老板
家庄乡青年人才党支部”
的建立水到渠成。
件事上说，
我们村里的孩子，
见识并不比城里
闫丽是个有故事的姑娘，首都师范大学毕业
闫丽又往书屋身上叠加了基层青年参与组织
孩子差。”闫丽自信地说。
的她从决定回村里那天，就成了乡亲们眼中
社会活动的平台的意义。
现如今，在村里上学的 1100 多名孩子
的“异类”。
“ 像我们这个年纪，一般读完大学
“览虫书屋”
火了。她在一层层的叠加蜕
中，
有近
500 名是他们的小会员。孩子们都
就 顺 理 成 章 留 在 大 城 市 了 ，最 差 也 会 去 县
变下，
成了村子里人们的精神图腾。
以有一张
“览虫书屋”
借书卡为荣，年纪大点
城。我选择回村里创业，老乡们不理解，但觉
再说回到书本身，
在
“览虫”
儿童区随意
的孩子甚至会比着谁的利用率最高，
谁在这
得村里多留俩大学生总归不是坏事。”
翻翻，
你会看到很多精致的正版绘本按年龄
看的书最多。
2015 年 11 月，览虫书屋创立。刚开业那
分级摆放，这里的绘本，大多上过国内主流书
“今年开始，孩子们借阅就全免费了，
‘览
几天还有人好奇进来瞅瞅，不到一个星期，书
单的推荐书目。闫丽说：
“
购买正版书是必须
虫’
虽然是一家经营性的书店，
但我们想的最
店就门可罗雀了。先不说培养阅读习惯，怎
的，孩子在成长期，有条件的话一定要提供正
多的还是怎么能培养起、巩固好孩子们读书
么能吸引乡亲们进来都成了问题。闫丽夫妻
版绘本，
因为颜色更正，
不会有色差，
对孩子
的兴趣和习惯。不怕贴钱，也不怕他们提要
俩思来想去，决定“剑走偏锋”，用文体公益活
今后的美育培养至关重要。
”
求，就怕他们不读书！”3 年过去了，闫丽和老
动带动阅读。
在儿童区，
孩子们除了看书，
还会用到像
公想法依然“天真”，用教书法等挣的钱补贴
家长讲堂、全民健身迷你马拉松比赛、成
Kindle
一样的儿童电子阅读器，
以补足书店
书店，再加上现在政府支持，书店不光能活下
人书法爱好小组、成人读书会、送春联活动
没有的那一部分图书。另外，
为了满足村里
去，
还能活的更有滋味，
更加精彩。
等，村民需要啥，
“览虫”筹办啥，不光办，还要
办到乡亲们心坎儿里。慢慢地，一两个人参
加的小组会，变成了全村人参与的“村会”。
2016 年 11 月，针对许多家庭在教育孩子、处
理婆媳关系等方面存在的困惑，览虫书屋又
成立了“柳林县家庭教育心理协会金家庄分
会”以及“锤爸锤妈知心话聊室”，把单纯的书
屋延伸到了家庭教育、心理教育领域。许多
孩子的家长，都喜欢到览虫书屋来聊孩子的
说来也巧，采访“览虫书屋”前后脚，笔者
同，农业结构、产业特色以及农民的种植习惯
学习，甚至喜欢把家长里短的事也摆在这里
探访了 2 家“农家书屋”。虽不能以偏概全，但
也不同，一些农家书屋不因村制宜，建得千
“论道”。目前，这里已举办了 47 期家庭教育
此 2 处书屋皆有一个共同点——书本使用率
“屋”一面，同质化严重。想增加村味儿，就要
心理讲堂。
极低。书屋里书倒是不少，
杂志文学哲学……
从人身上下手。老百姓有啥需求，
采集合理的
“乡亲们其实有着丰富的精神生活需求， 都有，但不是仅有几页折痕，就是压根连翻阅
建议名单，
建立健全书籍采购意见箱。政府只
书屋就是满足这种精神生活的温床和土壤。” 痕迹都没有。
有逐步放手，
让老百姓自己参与书屋的管理和
闫丽告诉我说，
“ 活动多了，就由随意无序走
为了解决农民“买书难、借书难、读书难” 运行，才能使书屋健康的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向有组织有秩序：志愿者团队形成了，乡党委
的问题，2007 年 3 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和长久性。
和村委也给予各种指导和支持，在村民中自 “农家书屋”工程。农家书屋的发展持续了 12
三是有乡情味儿。由于缺乏持续的服务
然聚集起一个相对固定的团队，大家在活动
年之久，为何仍然存在利用率不高、人流量不
保障，不少农家书屋在农民干活时开门，农民
中有了光荣感和使命感，有了一种自觉承担
大等情况？以览虫书屋为鉴，
我认为可以从以
闲下来的时候大门紧锁，
结果可想而知。农家
的内在驱动力，这部分人员逐渐成长为有意
下三个方面下功夫：
书屋除了要照顾乡亲们的作息外，
还可以作为
识的组织实施者”
。
一是添农味儿。增加涉农类图书，
尤其在
乡亲们的
“轻松休闲站”，
更可以以书屋为主体
深度参与、组织公益活动从而获得了丰
以农业为主的村子。现在都是科学种田，
除了
多搞一些
“览虫”
式的活动，
进一步的丰富老百
富精神体验，心胸更开阔，情感变高尚，有付
微信、
“草帽大学”等，书本也可以作为载体让
姓的精神生活。
出的意愿和行动，也需要认同和归宿感，这就
乡亲们接触到一线的农耕知识，
或从书上了解
乡村振兴必然需要一大批有知识、
有文化
有了基层团体组织成立的基础。于是“金家
病虫害防治等技术难题。让村民们感受到用
的新型农民，
而乡村书屋则承载着满足人民群
庄家庭教育心理协会”成立了，文化志愿者协
先进科技安身立命、
发家致富的安全感。
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任，任重道
会开始筹划，全民健身、全民阅读的指导小组
二是加村味儿。全国各地的农村村情不
远。愿村里多些
“览虫”
。
文/梁 婧

“农家书屋”莫积灰

策马奔腾迎开赛
□ 郭静原

7 月 12 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在内蒙古呼和
浩特少数民族群众文化体育运动中心开
赛。国旗仪仗队、会旗方队、哈达迎宾方
队、裁判员方队和身着民族服装的运动
员方队依次入场，全场 6000 多名观众
报以热烈掌声。
开赛仪式以
“中华民族一家亲，携手
奋进新时代”为主题，突出民族特色和地
域文化特点，彰显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团结进步的祥和气氛，展现
了各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奋力实现中国梦的时代风貌。
在接下来六天紧张和激烈的赛事角
逐中，策马扬鞭、昂首向前，民族赛马项
目你追我赶，
尽显运动健儿的热血豪情；
拉弓射箭、飞扬驰骋，跑马射箭项目练就
选手沉着矫健的马上英姿；
云袖长靴、翩
翩起舞，马上表演项目带来一场又一场
马术视觉盛宴……
马上项目是本届运动会的首个开赛
项 目，分 为 民 族 马 术 和马上表 演 两大
项。内蒙古、河北、山西、河南、云南、西
藏、青海、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9 个
代表团，305 名运动员、365 匹马、13 峰
骆 驼 参 赛 。 该 项 目 于 7 月 17 日 结 束
比赛。

一个人，不可以选择自己的出生地，
但一个人，
可以选择自己生活的地方。比
如选择一座城，一个湖光山色的小镇，其
实就是投奔一种生活方式。
有句动人的话叫作择一城而终老，
就
是把一座城当成生生不息的地方，
如果生
命是一棵树，
那么这棵树的根须就要深深
扎在这座城的土壤里。
重 庆 ，这 座 城 市 的 精 神 气 象 是 什
么？两条大江在壮美雄 阔山峰中的 汇
聚，让一座城市在涛声隐隐中奔流，在水
汽袅袅中蒸腾。重庆，这座于公元前 11
世纪诞生的城市，在 3000 多年的连绵历
史中，它一直是一座面向未来生长的锦
绣之城。
寒来暑往，如果在一年的四季中，为
重庆城的人描绘一幅最自然的日常面相，
那么我选择在夏天。重庆是全国闻名的
夏日火城，它早已经不仅仅是指向夏天
40 度以上的高温气候，这座热情奔放的
都市，在它流动的韵律里，自然气候与城
市人流中迸发出的能量，
如长江与嘉陵江
之水的美好交融，让一座城在夏日天空
中，
浮现出一个季节里的生动表情。
这种生动的表情，
是从夏日晨曦擦亮
天幕开始的。比如住在重庆城的柳大爷，
他早晨 5 点就起床了，第一件事就是用豆
浆机为全家 5 口人做豆浆，黄豆是从乡下
买来的，
一粒一粒饱满的黄豆经过一夜浸
泡，等待着经过主人之手，温情地化身为
乳白的豆汁。
柳大爷今年 84 岁了，在重庆城喝了
跟年纪差不多相仿的豆浆，
他微微鼓凸的
眉峰上是发白寿眉，
让人疑心是长久喝豆
浆的浸润而成。柳大爷以前是在重庆街
头巷尾的馆子里喝一碗豆浆，
再吃上两根
油条，这样舒舒服服地进了肠胃以后，才
开启一天的生活行程。柳大爷也坚信，
在
流火夏日喝上一碗豆浆，
可以消暑。人在
夏天，脾气也容易焦躁，得从食物上来想
办法，
因为食物似乎也一直与人的性情相
依。像柳大爷这样在家里亲手制作豆浆
熬绿豆南瓜汤消暑的重庆市井人家，
主要
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们。城里更多的人，
在
早晨马路上的滚滚车流里，
早被捆绑上了
陀螺一样旋转的生活，
街头馆子里来一碗
牛肉面豌杂面肥肠面，
或许是大多数重庆
人的夏日早餐。
当红日从重庆城的上空徐徐踱步，
为
这座蒸蒸日上都市撑起绿伞的，
是遍布重
庆城大街小巷里的黄葛树，
它俨然成了这
座城的
“市树”，
成了重庆这座城的精神象
征之树。黄葛树的种子还没有一颗蒲公
英的种子大，它在风中飘落，也能够顽强
生长，尤其是它那发达的根须，一方面紧
抓泥土石缝求生长空间，
一方面哪怕是裸
露在外面，
依然能够畅快吸收天光雨露中
的养分恣意生长。
注目一棵参天黄葛树如巨型龙爪盘

李 晓
根错节的根须，
一个傲气的人也许会变得
谦卑。在重庆城的马路边、山坡旁、石缝
中、陡坎处、岩壁上甚至奔驰轨道的高楼
下，
那些冠盖如伞、悬根露爪、古态盎然如
老僧入定的老黄葛树，
安然盘腿而踞在重
庆这座山城的角角落落，
也由此生长出了
重庆城里的一长串地名：
黄葛坪、黄葛园、
黄葛湾、黄葛垭……这些名字恍惚中以为
是到了某个古村落。每一颗黄葛树，
都寄
托着重庆人的情感，
甚至有着埋在命运深
处的悲欢故事。
在重庆城流火奔突的夏日，
这些黄葛
树宛如齐心协力挽成手臂撑起一把一把
绿色大伞，
为重庆城播下一片荫凉。在黄
葛树下三三两两聚一处纳凉的人群，
在家
常事市井事的摆谈里，
也由此成为重庆城
夏日里的一道风景。有一年夏天我在重
庆城，
正好看到一位著名导演在黄葛树下
给一名演员说戏，
那导演手里还端着一碗
凉粉儿。重庆城的凉粉，香辣润滑，入口
即化，
是重庆人夏日里的消暑小吃。
重庆夏天宵夜的命，
是重庆城的火锅
给的。重庆城最勾魂最家常的纳凉，
其实
还是在满城灯火里满嘴流油地吃火锅。
重庆被称为火锅之都，
从重庆城南山上著
名的
“一棵树”景观处俯瞰这座都市，
两江
环抱中的重庆，俨如一个热气腾腾的火
锅，
簇拥着这座气象万千之城。在夏夜的
重庆，火锅的浓香氤氲了满城，街头老字
号的火锅店，装修气派的火锅大厅，香飘
四溢的火锅里翻滚着毛肚、血旺、猪肝猪
腰、黄喉、鸭肠、耗儿鱼……一桌子人齐刷
刷举筷，伸入火锅中捞起这些烫熟的食
物，在各类调料汇聚的味碟儿里滚一下
后，趁着热气送入嘴里，在一团热气的烘
托中，
你就可以和重庆人热烈地相拥享受
美食，
在酒意微熏中掏心掏肺地聊到上下
几千年的家国之事了。
重庆人为什么尤其喜欢在夏日里吃
火锅，
还把这种作为休闲纳凉的一种生活
方式？养生专家给出了一个美好的解释，
说重庆人生活在两江相拥中，
其实夏日里
湿气缭绕，吃火锅可以祛除身体里的湿
气，
达到养生的目的。最美好的事还在火
锅美食的享受后，
去重庆城的滨江路上漫
步吹吹江风，
有神清气爽的心流漫向四脉
八方，
或去重庆城的南山、鹅岭公园、枇杷
山公园、洪崖洞这些制高点，看一眼这座
迷人都市疑似银河落九天的璀璨夜景，
很
多人和我一样，
渴望有
“我欲乘风上青天”
的翅膀轻盈升起，
在更高处再凝眸那一片
浩瀚灯海。
重庆人的夏日纳凉，
当然还有去旖旎
的大山大水深峡幽谷中纳凉的，
不过我总
觉得那不是重庆人的特色，
也不是重庆人
耿直豪迈的性格，在热浪中穿行于城，在
暑气中安享惬意生活，
自有幽凉的风从心
上徐徐吹来，为重庆城的夏日时光，镀上
一层迷人的色彩。

母爱深深
□ 马恒海
浮槎山海拔不高，层峦叠翠，逶迤秀
美，
宛如一串碧玉镶嵌在合肥东廓。因此
是包公故里而遐迩闻名，
又因史有欧阳修
《浮槎山水记》传世名篇而人文厚重。千
百年来，
浮槎山水滋养护佑着浮槎儿女。
坐落浮槎山西麓王山尾村，
是母亲娘
家。那些年，
岁月风雨，
家徒四壁，
磨炼滋
养了母亲仁爱勤奋的品性。秀美端庄、勤
劳贤惠的母亲，农忙时终日田间劳作，农
闲时为全家人纺纱捻线，
做衣做鞋。面对
如此贫困家境，
为改善家计，
养育儿女，
另
谋生路，1955 年母亲毅然走出家门，去省
城做家政。
母亲带孩子用心细密，
做家政娴熟到
位，
深得人家信赖尊重。这份工作一干就
是五年多。在这期间，
我转学到合肥五中
读书，每两星期都能到母亲那里，吃上她
做的可口饭菜，有时洗个热水澡换换衣
服。因助学金有限，
每次回校总带上母亲
开荒种腌的咸菜。节衣缩食的母亲看我
长身体，
有时特地让我去食堂买份带点肉
的菜吃，深感幸福无比。虽经济拮据，我
每次去回步行 20 几里，但深受母爱，衣食
无忧，唯心无旁骛，读好书以回报。初一
下学期期末，我以总平均 94 分获全班 56
名同学中第一名，母亲接过成绩单，欣慰
地端详微笑许久。
1961 年春，母亲回到农村，又重过起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我的求学生
涯更加艰难。但正是她当年的艰苦付出
和母爱远见，
一直坚持儿女必须接受力所
能及的最好教育，
使得我们都有了光明的
未来……
我成家后，母亲帮助我照看孩子，并
见证了我参与二汽工厂建设圆了造汽车
梦想的经历。但母亲一直思念着家乡，
牵

挂着那里一草一木，总感到马集才是家，
总想着要为它再做点什么。
这种思乡之情，
最终促使母亲晚年回
到了家乡。那时候，她过得更开心了，时
常接济亲朋，
帮助乡邻，
和睦邻里，
调解纠
纷。母亲一生的爱心善行和质朴乡情，
始
终潜移默化地教育着儿女们，不忘故土，
回报家乡。
“ 电 灯 昏 暗 常 拉 闸 ，村 路 雨 天 泥 粘
脚。”是八十年代家乡落后的一瞥。在合
肥工作的妹妹，惦记在心。她积极奔走，
尽力协助乡里向省县有关部门反映实情，
沟通协调，2000 年的时候先后为家乡争
取到农村电网改造及村路硬化等试点项
目资金。从此，故乡祖祖辈辈“天黑村暗
闻犬声，雨天出门路难行，地泞集冷听人
怨”成为历史，
迎来夜晚路灯亮全村，
汽车
开进村家门，家电普及集市繁荣，以及农
机推广等农民新生活。
感受改电修路装灯给故乡百姓生活
生产带来的巨大变化，
以及分享文化下乡
马集春节中断多年唱戏，
锣鼓声又重响起
的喜悦，社居委和乡亲们感激夸赞，母亲
欣慰，感动记心。她常说：
“老家好，都去
帮帮家门口人。”我理解母亲故乡之情，
连
声应诺。
2014 年初春，90 岁高龄母亲病逝故
乡。获得了 5 万元的抚恤金。我们全家
一致决定将这笔钱用于她终身热爱的家
乡公益事业上。于是，2017 年春天，家乡
开始实施村村通自来水工程。闻讯后，
我
们即刻捐赠包括母亲抚恤金在内 10 万
元，
襄助全村安装自来水。
岁月漫漫，母爱悠悠，如同欧阳修笔
下汩汩浮槎山水，
永远流淌在故乡人们的
心田，
永远润泽着这片哺育她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