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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7月 15日开幕的第三十届全
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由国家新闻
出版署主办、《中华读书报》 承办
的“十大读书人物”评选结果正式
揭晓。贵州省安顺学院图书馆副研
究馆员蔡伟，与来自山东省、河北
省、浙江省、四川省、青海省、甘
肃省、重庆市、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内蒙古自治区等地的入选人物
共同登台领奖。

蔡伟的人生经历堪称传奇，曾
被多家媒体报道。他是辽宁锦州
人，从小对语文有着极为浓厚的兴
趣，高中时期更是每天都泡在图书

馆里，整日阅读书籍。但由于严重
偏科，只有语文成绩名列前茅，蔡
伟高考失利，毕业后未能考上大
学，只能进入工厂打工。后来，因
为工厂效益不好，蔡伟失业，不得
不蹬着三轮车四处摆地摊挣钱。

即使面临生活的困境，蔡伟依
然没有放弃读书，摆摊的时候也从
不吆喝，而是独自抱着一本书静静
阅读。到了网络兴起的年代，蔡伟
学会了上网，时常泡在国学网上，
在和网友交流的过程中，蔡伟受到
启发，希望能通过书信与仰慕已久
的裘锡圭先生进行交流。裘锡圭先

生是古文字学专家，也是复旦大学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蔡伟在高中时期就拜
读过裘锡圭先生的作品，一直十分
敬仰这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一次，
裘锡圭在 《文物》 杂志上发表文
章，指出 《神乌赋》 中“佐子”一
词词义不明。蔡伟看过这篇文章
后，便写信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
为“佐子”一词中的“佐”字与

“嗟”意义相同。没想到，裘锡圭
读过信后不仅采纳了蔡伟的建议，
更在该杂志上就这一观点发表了专
题文章。

蔡伟与裘锡圭先生从此结缘。
在了解到蔡伟读书的经历后，裘锡
圭先生更回信称赞：“不计功利，
刻苦潜修，十分钦佩。”

令人惋惜的是，后来很长一段
时间里，蔡伟在国学网上的活跃度
越来越低，裘锡圭先生询问后才
知，蔡伟因妻子患病，需要筹钱治
疗，便只能出去蹬三轮车挣钱，读
书的时间自然便越来越少。裘锡圭
先生惜才，常常向身边的学者提起
蔡伟的故事。后来，复旦大学出土
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 《马王
堆汉墓简帛集成》，中心便与裘锡
圭先生商量，决定聘请蔡伟参与到
项目中。2009年，又经过裘锡圭先
生推荐，蔡伟获得了考博的机会。

44岁博士毕业，蔡伟却又陷入
找工作的困难中。因年龄偏大，第
一学历又是高中，投了很多简历依

然石沉大海。后来，竟是离他家乡
最远的贵州省安顺学院向他发出了
邀请，聘请他为图书馆副研究员。
安顺学院人事处的相关负责人曾在
采访中介绍录取蔡伟的原因：因为
他在学术钻研方面有一种非常可贵
的精神，同时在训诂学上也有较高
的造诣。

在安顺学院入职后，蔡伟终于
能有一方让自己安心做研究的天
地，对阅读的狂热比以往更甚。而
他的故事也被贵州媒体挖掘出来，
一度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在本届书博会的“十大读书人
物”评选中，蔡伟以其感人的事迹
高票入选。对于这个荣誉，蔡伟在
采访中表示：“感到十分幸运。感
谢主办方，也感谢网友的肯定。让
阅读成为一种习惯，开卷有益。”

在谈到阅读在过去经历中所起
到的作用时，蔡伟感慨道：“读自
己喜欢的东西，能内心逐渐充盈，
自然便有所追求。”或许，这也是
在陷入困境的时期中支撑他前行的
动力。

在读博士之前，蔡伟的阅读
以 传 世 经 典 文 献 为 主 ， 而 现 在 ，
他更明确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终
日与出土文献为伴，希望能在这
方面做出更多研究。对于阅读这
件事，蔡伟认为这不是一件困难
的事，他说：“最重要的是要找到
自己喜欢读的书，然后养成一种
陪伴终身的习惯。”

蔡伟：阅读让我内心充盈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彭芳蓉

余庆县城不大，人口也少。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公布数据显示，余庆县全
县常住人口有 22万多，而县城所在的
子营街道则只有 5万多人。但就在 20年
前的小县城里，竟一度如雨后春笋般先
后冒出了 20多间书店。街道小，书店
必然也不大。 10 多平方米的小店铺
里，书柜紧贴着墙壁，塞满各类图书，
畅销的教辅、杂志则全都铺在门口，旁
边再挤出一点位置放一个柜台。如此一
来，店里剩下的空间大概只容得下老板
一人。

众多书店中，有一间比较特别。书
店名为“君君音响书刊店”，2000年开
业，不到 15平方米，外观看起来和其
他店铺没有太大区别，但书店外的“风
景”却有些不同。店主是一位和善的中
年女性，短发干净利落，眼睛弯弯的，
看起来好像总是在笑。每到放学的时
候，这间书店门口总有几个熟悉的身影
出现，背着书包、穿着校服，捧着一本
书站在路边便开始读起来，如饥似渴，
忘了时间。女店主从不催促他们付款走
人，也不忍心打扰，有时还会递上凳子
让他们坐下慢慢读。

这位女店主名叫王艳，在这个竞争
激烈的县城图书市场中显得有些与众
不同。

在开书店之前，王艳是县供销社的
职工。2001 年左右，县里出台“三放
活”政策，鼓励机关人员、科技人员面
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市场，走出机
关办基地、办企业，以达到解放和发展
农村生产力，加快农村全面小康进程的
目的。在这个政策的号召之下，王艳和
丈夫便走出供销社，手里攥着为数不多
的 2万元钱，打算做点什么。

一直从事商业方面工作的父亲，对
这个家中长女的性格十分了解，并不建
议她去碰那些复杂的行业：“你去开个
书店嘛，接触的人、干的事情都要单纯
些。”父亲的建议与王艳内心潜藏的愿
望不谋而合。在县城主街道寻觅许久，
最终盘下了这间不足 15平方米的小店。

然而，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裂缝很快
显现。那大概是余庆县书店行业最鼎盛
的时期，但也是行业监管尚处于不够完
善的时期。2004 年左右，王艳的小店
很快“鸟枪换炮”，她通过贷款买下了
一间面积更大的店铺，更名为“求实书
屋”。书店的客源相对固定，但竞争也
越来越激烈，层出不穷的“怪象”和竞
争手段，让王艳开始怀疑，这个行业似
乎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单纯，她萌生
了退出的想法。

王艳陷入深深的纠结之中，在她举
棋不定的漫长挣扎时，一些人的出现让
她坚定了想法。

一次，她在路上与两名中学生擦肩
而过，两人的对话钻进了她的耳朵：

“现在周末的时候，我还真不想去什么
河滨公园了，不如去求实书屋看看书，
还安逸点儿。”王艳停下脚步，望着两
个远去的背影，穿着校服，背着书包，
和几年前站在书店门口的身影似乎重叠
起来。

王艳回到书店。看到店里正在忙碌
的员工，她突然意识到，招来的员工几
乎都是女性，仔细想来，这种巧合好像
都是自己刻意的决定。

“女人必须要有个工作。”王艳身边
有 不 少 人 都 听 她 说 过 这 句 话 ， 比 如
2006年入职，并在店里度过自己 19岁
生日的梅丽明。

梅丽明初中毕业后想学幼师专业，
但强势的父亲想让她考卫校，倔强的梅
丽明一气之下便离开家门，去往广东打
工。在外两年，吃尽苦头，后来姐姐远
嫁，梅丽明的母亲担心小女儿也嫁到外
地，好说歹说总算把这个叛逆的孩子劝
了回来。回到老家的梅丽明，被介绍到
求实书屋工作，负责售卖学习机。

虽然去过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但每
天面对的都是流水线，梅丽明自然是连
电脑开机键都找不到。学习机需要通过
电脑下载软件，梅丽明便只能硬着头皮
打电话请客服一步一步地教。慢慢摸索
出规律的梅丽明打开了新的世界，她申
请了 QQ 号，通过网络聊天学会打字，
性格也渐渐变得开朗起来。过了两年，

梅丽明又有了新的想法：她想学车。她
向王艳求助，通过两三年的相处，她知
道王艳一定会帮忙。果然如梅丽明所
料，王艳对她学车的想法举双手赞成，
当即给她预支了工资：“放心去学，钱
可以慢慢还。”

从少不经事、腼腆害羞的小姑娘，
到现在能在业务拓展上独当一面的年轻
人，梅丽明的改变只用了短短几年时
间 ， 而 她 的 变 化 自 然 也 被 王 艳 看 在
眼里。

在求实书屋，梅丽明并非个例。书
店女职工当中，有不少曾是单职工家庭
里的女性，王艳知道，在尚不够开明的
边远县城里，这类家庭中的女性大多都
背负着委屈。如今，那些欢快的、忙碌
的身影，也都在随时发生着显而易见的
变化。而这也是她当初刻意选择女性员
工的主要原因。

王艳彻底断了关店的念头。她不想
让素不相识的学生失望，更不想让这些
女员工回到过去的生活中。

大浪淘沙。随着政府对市场的整
治，以及行业本身的不断“洗牌”，余
庆县城里的书店热潮渐渐退去，只剩下
为数不多的几家，而王艳的求实书屋不
仅没有关门，还在新城区里又开了一间
三层楼的新店。

新店空间更大，王艳的想法也多了
起来。她通过积攒多年的人脉，开办起

“求实书屋开讲了”公益讲座，也在书
店里专门开辟了一块亲子阅读区，邀请
幼儿教师每周来为孩子们讲故事。

做亲子阅读的想法，源于 2015年
在满溪村开展的公益活动。活动中，王
艳问一个小男孩：“你最想要什么？我
可以尽量满足你的愿望。”孩子沉默半
晌，表情越来越委屈，在王艳的轻声鼓
励下，吐出了一句令人心酸的话：“我
什么也不想要，就想要妈妈回家。”这
句话让王艳哑然，她自认为能为孩子尽
力实现很多愿望，但唯独这一件，是她
无法办到的。

回到书店后，看着店里的 30多名
女员工，王艳想了很久很久。

新招聘进来的不少女员工，当年也
是留守儿童。王艳常常和她们聊天，明
白她们之所以留在县城工作，就是不想
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天天盼着父母回家的
可怜人。但是，仅仅留在县城就够了
吗？王艳问自己。这些店里的女子，是
女儿、是妻子、是母亲，但首先她们都
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王艳感觉，自
己还需要做点什么。

每两年，带着员工外出游玩一次，
最远的地方去过国外；每次开展公益讲
座，没有当班的员工必须在场听讲；每
年年终，店员都需要在联欢会上说点什
么，分享自己一年来读过的书，或是这
一年工作上、家庭里的故事。2020 年
春天，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导致不能开
店，王艳便请来古筝老师，教女孩们弹
琴……

每天早上书店开门之前，王艳依然
会准时出现在店里。女店员们精神抖擞
地聚在一起，这是她们每日例行晨会的
时间。晨会只有 15分钟，5分钟分享一
段读书感悟，5分钟温习业务，5分钟
用来运动。

下午三四点钟，店里的客人渐渐多
了起来。店员刘素花坐在古筝前，弹奏
刚学的曲子。等到了高峰期，她又钻进
吧台，把做好的蛋糕、饼干摆放整齐，
为客人做一杯漂亮的拉花咖啡。谁能想
到，这个甜品手艺高超、还在市里烘焙
大赛中拿过一等奖的姑娘，曾经是个不
爱说话、像男孩一样抢着干体力活儿的

“假小子”。
到了周末，“书虫姐姐”何琼如约

而至，她小时候尝过留守的酸楚，如今
自己已成一名幼儿教师。她每个周末都
在这里讲故事，并不收取任何费用。她
告诉王艳：“我只不过是希望这些孩子
的童年能快乐一点。”

时光匆匆，转眼王艳已到了该退休
的年纪，但她并没有停下来。她就住在
书店楼上，与这些人和这些书朝夕相
处，哪儿也不去。小县城里人来人往，
书屋里的女人们和王艳一样，只想留在
这里。

一间书屋与小城女性的梦想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彭芳蓉

位于贵阳市观山湖区的贵州省
图书馆北馆开放，我在里面体验了
一圈之后，给作家、书法家，超级
喜欢读书、爱逛书店的戴明贤先生
发微信：新的省图高科技有颜值，
要不要去尝鲜？戴老对跟书有关的
东西果然抵抗力低下，干脆利落地
回复：可以去。

前不久的一天，我接了戴老夫
妇，和省文史馆的陈丹阳一起，开
始了我们的省图新馆体验游。刚到
大门口，戴老题写的“贵州省图书
馆”的馆名就映入眼帘，这是数年
前他为北京路上的省图老馆 （现在
称省图南馆） 题写的，新馆仍在沿
用。我很好奇一位书法家跟自己多
年前的旧作再次面对面时是什么感
觉，戴老说，现在写的话还可以更
好，眼前这几个，“太圆了”。戴老
的老伴龚阿姨不大同意：“这么大
一 个 馆 ， 就 要 配 这 样 的 字 ， 刚
好。”我听懂了，他们这是在生动
地告诉我，什么叫“绝配”。

省图的彭银馆长赶来，亲自给
戴老“导览”。首先是一楼大厅里
充满现代科技的炫酷感的智慧体验
区。电子书借阅屏上，不断流动着
如瀑布般飞泻而下的“书瀑”，点
击每一本，扫描二维码，都能将其
中内容尽收眼中。数字图书馆则是
全国唯一一家全省 IP范围内免费开
放的数字图书馆，据说里面包含了
电子图书 160 万种，470 多万篇博
士/硕士论文，古典文献 12 万册，
以及世界上 98%以上的古典音乐资
源。古人用“汗牛充栋”形容藏书
多，他们自然难以想象千百年后，
这种不需要拼力气运输和费地方陈
列的藏书方式。

我最想让戴老体验的是智能书
法台——作为大名鼎鼎的书法家，
当然要尝试一下练习书法的智能化
新玩意。以屏代纸、以触屏感应取
代纸笔关系的新式“书写”，虽然
并不是戴老这样的书法家的用武之
地，却也收获了尝鲜和游戏的乐
趣。戴老夫妇、陈丹阳和我，在一
幅“卷轴”上各自签名，因为不熟
悉操作，写得歪歪扭扭，也就笑得
嘻嘻哈哈。对于大多数习惯了敲击
键盘、告别纸笔太久的人而言，通
过这个智能书写台，大概就能重温
书写的旧梦。

VR 数字阅读，没敢让戴老尝
试，彭馆担心老年人戴上 VR 眼睛
会头晕；4D魔幻色彩的 AR 互动百
科，图书馆工作人员给我们示范了
一下，戴老一边惊叹科技神奇，一
边摇头说“不会玩”。经过电子留
言屏，彭馆请戴老尝试了一下，根
据屏幕上的指示，戴老夫妇在镜头
前合了张影，然后戴老用手指触屏

写下“开卷有益”四个字，再用手
机扫描生成二维码，就会在手机上
呈现出一张既有合影，又有手写体
寄语的“电子留言卡”。

彭馆带着我们，从一楼逐层向
上走，经过还书的自动操作台，经
过红色读物展区，又经过一排排智
能化的、输入书名即可锁定陈列位
置的书架……戴老一看到书就挪不
动步子，免不了抽出几本来翻阅。
音乐类读物的书架，沿着高高的台
阶渐次而上，光线从高处的玻璃窗
洒下，一层层台阶如同钢琴键盘，
成了很多参观者的拍照打卡地。我
们给戴老夫妇拍了合影，但显然满
足不了戴老的创作欲，他对我和陈
丹阳说：“你们去，我给你们拍。”
我们乖乖照办，再细看拍照效果，
一致认为此处有成为网红打卡地的
潜质。

几个靠在墙边、类似公用电话
亭的“透明盒子”引发了戴老的好
奇，一问，原来是由高强度全隔音
钢化玻璃和专业录音棚设备组装的

“朗读亭”——据说目前省图北馆
的朗读亭已经收获了千余条“好声
音 ”， 其 中 ， 泰 戈 尔 的 《生 如 夏
花》、舒婷的 《致橡树》、余光中的
《乡愁》、林徽因的 《你是人间四月
天》 是朗读者选用并录音最多的篇
章。

走廊边的 10间连成一排又各自
独立的“胶囊书屋”也很是可爱，
每一间都配有桌椅、无遮挡光源、
充电插口、网线接口、通风系统和
实时监控。戴老说，要让女儿女婿
把两个小孩带来体验图书馆里那些
智能化的互动设施，我说玩归玩，
作业还得找地方做，“胶囊书屋”
就是不错的选择。

从一楼到六楼，把省图新馆浏
览了一圈。大家请戴老谈感想，他
说就四个字：“大开眼界！”他第一
次 进 贵 州 省 图 书 馆 ， 是 在 70 年
前，当年的省图完全是另一番模
样：“大约是 I952 年左右，当时听
说校图书室有一部未录入借阅卡
片、只在地下秘密流传的奇书叫
《基督山恩仇记》，好看得很。心欠
欠的，就寄希望于省图。那时的省
图在科学路。抗日战争时期民国省
政府在这里，集中了图书馆、科学
馆、艺术馆和社会服务处几个单
位，园子也约定俗成地称为科学
馆。图书馆是进园的左侧第一栋。
楼下是报刊阅览室和外文阅览室；
楼上是书库、借阅台和读书座。读
者非常少。我查阅卡片，居然真见
到相近的书名，几分钟后从馆员手
里接过来薄薄一小本。是大仲马的
小说没错，但只是伍光建先生译出
的万把字，曲折的故事只开了个

头。我大失所望，翻了翻就还回去
了。”等到他再次到省图，已经多
年以后，“大致是 1980 年左右了。
我想写一个反映贵阳旧事的剧情
《铜像台下》，开了介绍信去省图查
阅旧报纸。这时省图已迁到北京
路，是新中国成立 10年贵阳几大建
筑之一。我连续读了几天老报纸，
作了些摘录，但这个本子终于没有
写成。”

在省图新馆的半日参观，对戴
老和我们都如同在炫酷科技和美妙
空间里的一次“奇幻漂流”。回家
后我把当天的照片发给戴老，他回
复我说：“一晃多年过去，如今再
到观山湖区观光新省图，真如刘姥
姥进大观园，见所未见，闻所未
闻，图书馆的传播手段之方便多
样，令我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延伸阅读

●北馆地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东路 113

号 （贵州省博物馆东面）

●开馆时间
周 一 至 周 四 、 周 六 至 周 日 ：

9： 00- 20： 00； 周 五 ： 14： 00-
20：00

注：24小时书房提供阅览、借
还书服务。

节假日正常开放，开放时间见
具体通知。

●开放区域
1层：读者总服务台、数字体

验区、特殊群体服务区、长征文献
主题馆、展厅、自助服务区、朗
读亭；

2层：读者服务台、24小时书
房、科创空间、多媒体体验区、听
书馆、音乐阶梯、电子阅览区、自
习区、胶囊书屋；

3层：读者服务台、中文报刊
借阅区、电子阅览区、自习区；

4层：读者服务台、中文图书
借阅区、电子阅览区、自习区；

5层：读者服务台、地方文献
阅览室、中文工具书阅览室、外文
借阅区、电子阅览区、自习区。

戴明贤：

贵州省图书馆北馆体验读书乐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蔡伟 （右） 接受“十大读书人物”表彰

↑戴老体验
电子阅读

←省图书馆
北馆一角

↓戴老夫妇

左图：求实书屋的王艳
右图：在店里弹古筝的刘素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