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父亲的泪花中爱上阅读

唐 熙 爱 上 阅 读 ，和 父 亲 当 年 的 教 育 分

不开。

在唐熙的记忆里，上过几年私塾的父亲

在村子里算得上文化人。自小，其父便以

“仁爱”“宽恕”教育他，同时也对他寄予厚

望，希望他长大能跳出“农门”。在父亲看

来，作为一个农村孩子，想要跳出“农门”，唯

一的途径便是读书。所以自小，他便对唐熙

的求学要求严格。

儿时的唐熙却很贪玩。在进学堂的前两

年经常逃学，春天躲在山坡上，偷地里的豌

豆烧着吃；夏天，他与小伙伴到池塘里抓鱼；

秋天到荒废的寺庙里玩游戏……从未将心思

放到学习上，成绩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一天，唐父从老师的口里知道了唐熙逃

学的事情，唐父很生气、很失望。当晚，父亲

把正在睡梦中的唐熙从床上拉起来，用柏树

枝在唐熙屁股上一阵打。唐熙痛得直哭，却

从父亲的眼里也看见了泪花。而后，唐熙再
也不敢放荡了，成绩一路上升，每学期都能
得到学校发的奖状。成绩优异的唐熙也渐
渐成为唐父骄傲的资本，逢年过节，亲戚团
聚时，听着别人夸奖唐熙，唐父的腰挺得特

别直。
在学习成绩变好的同时，唐熙爱上了阅

读。初中毕业之前，向老师、同学借书，成为
他阅读书目的主要来源；上师范学校之后，
学校图书馆、校外的租书摊便成了他业余时
间的“窝子”。

阅读助他走进通向妻子的心门

阅读不仅助唐熙跳出了“农门”，还助他

找到了贤惠的妻子米晓玲。

1991 年，经 人 介 绍 ，师 范 毕 业、在 遂 宁

城郊小学工作的唐熙认识了在粮站工作的

米晓玲。当年，教师收入十分微薄，而粮站

则 是 一 个 紧 俏 的 岗 位 。 朋 友 们 都 劝 米 晓

玲，不要搭理唐熙，重新找一个工作单位好

一点的人。

但米晓玲就看上了唐熙，因为她听说唐

熙爱阅读、人踏实。“我上学的时候便喜欢读

书，所以对读书人有一种情结。别人的约会

是去看电影，当年我们的约会大多都是在书

店。”回忆起往事，年过五旬的米晓玲脸上露

出了羞涩的笑容。

婚后，两人琴瑟和鸣，日子过得有滋有

味。不久，儿子唐楷的出生，更是为小家庭

增加了无尽的欢乐。受父母影响，小小的唐

楷也十分喜欢阅读。在这个三口小家，读书
交流会是一道特别的风景。

唐熙一家爱旅游，特别是在儿子工作之
后，唐熙和米晓玲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旅游。

“他总是走到哪里，就要写到哪里，随便看到
个事物，都要把它写出来。”米晓玲甜蜜地

“抱怨”。
观音文化园、广德寺、灵泉寺、成都的锦

里、宽窄巷子、广安小平故里……每一处景
致都是唐熙创作的源泉。唐熙说，阅读给了
他一双更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好的眼睛，他只
是用文字把这些美好记录下来。

阅读为他奠定创作的基石

“读 一 本 好 书 犹 如 同 一 位 高 尚 的 人 对
话。”去年暑假，唐熙读了不少书，其中莫言
的最多。

每天午休后，冒着恶阳，唐熙独自走进位
于商业区的文轩新华书店。店里大多是老
年人和十来岁的娃娃，或蹲坐在地上，或靠
在书架。虽没有一杯清茶一缕阳光的惬意，
但空调屋里免去了夏日的炎热。不过站久
了腰酸背痛，总奢望找个位置坐下。有一
次，好不容易等到一张独凳，又担心被人占

去，于是一下午他都舍不得进一次厕所。
在那个假期，唐熙在文轩新华书店读了

《丰乳肥臀》《牛棚杂忆》《最美散文》《朱自清
散文集》《国家的儿子》《赤子莫言》《莫言的
散文》等书，真应了“书非借不能读也”这句
千古真理，虽然读得头发麻腿抽筋脖刺痛，
但他一直再坚持，总想一股脑儿读完。

最让他记忆犹新的还是胡适写的《四十
自述》，文章以自传体的方式，写了自己的成
长经历。母亲的部分最动人，17 岁嫁给了一
个儿女成群的 47 岁的老男人，23 岁便守寡，
自己不识字，为了儿子，居然学得 1000 多字；
家里衰败，为了儿子读好书，别人交两元学
费，她却交十二元，为的是让老师给儿子讲
句义；儿子得了眼翳久治不愈，居然用舌头
舔。“感恩母亲，感恩他人，这就是读书的最
多体会。”

大量的阅读让唐熙觉得心里总有话想

说，于是他写下了《让阳光照进心里》的读书

感悟，并发表于当年报纸。他的作品集《拐

个弯来看美丽》的问世，则向世人传递了他

所见的世间美好。

在学校里，唐熙是旗山儿童文学社的社

长，他引导学生阅读。他常常教导学生：“只

有阅读的人才会站得更高，在生命中见证的

美好就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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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市图书馆连开四讲业
务培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徐金华） 为提升

我市公共图书馆人的业务素养，22—24 日，

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市图书馆承办的

数字图书馆专业技术培训在市委党校举行，

全市各县（区）、园区公共图书馆、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和联合图书室负责人、业务骨干等 150
余人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连开四讲，分别邀请北京超星

集团副总经理叶艳鸣、四川大学教授向以鲜、

省图书馆副馆长谭发祥、市图书馆馆长杨文

辉分别作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现代总

分馆建设》《聂家岩在哪里》《全民阅读的世界

做法与行业创新》《责任与担当——公共图书

馆人在新时代背景下的职业素养》的专题讲

座。在讲座中，四位主讲嘉宾用生动的事例、

权威数据进行诠释。

立足事例、深入浅出的讲座赢得了大家

的好评和掌声。学员们表示，将把此次培训

中学到的公共图书馆人在新时代中的责任与

担当、数字图书馆及全民阅读的行业创新运

用到工作中，以更好地为广大读者服务。

“悦读 悦听 悦览”线
上活动开启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徐金华） 为进一

步提高群众文化素养，拓展全民阅读的深度

和广度，引导全社会多读书、读好书的氛围，4
月 19 日至 7 月下旬，遂宁市图书馆开展“爱我

中国·点赞遂宁”系列之“悦读 悦听 悦览”线

上活动，邀请大家共同阅读国学经典书籍，从

阅读中获得新知。

据介绍，“悦读 悦听 悦览”线上活动精选

《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史记》《论语》《诗

经》5 本经典图书开展“数字阅读推广”及“万

卷共知”知识竞答活动。读者只需关注遂宁

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从公众号首页下方点

击 4.23 活动，即可进入“悦读 悦听 悦览”线上

活动的专页，然后根据提示操作便可以阅读

国学经典，畅享悦读、悦听、悦览。

八旬刘图恥：
14年拾荒建起村小读书角

◎全媒体记者 徐金华

24 日下午，一位老人走进了位于城区明

月路一家废品收购站。“给，刘大爷，”收购站

老板立即从店里拿出一本书给他。拿着废品

站老板递给自己的书，老人喜上眉梢。

老人名叫刘图恥，今年 88 岁，遂宁一位

拾荒助学的老人，因为常常在废品收购站买

书，和废品收购站的老板渐渐成了熟人。遇

到一些成色新点的书籍，废品收购站的人都

会给他留着。

刘图恥的拾荒从 2005 年算起。当年，他

回老家遂宁安居西眉镇骑龙山探亲，发现骑

龙村小学的孩子们书本紧缺，连个像样的操

场也没有。于是他拿出 5000 元积蓄，又筹集

了 8000 余元，为学校修缮校舍，还“化缘”来

1700 多册课外读物，给每个班建起了读书角。

虽然建了“读书角”，但仅靠刘图恥退休

费买书，显然是杯水车薪，于是他谋生了收废

品变现金再帮助贫困学生的想法。他给自己

制定了“五个一”的目标计划：行一万里路、

收一万斤旧书报、捡一万个废弃瓶子、攒一万

元钱、捐一万册图书。

几年过去了，刘图恥的“五个一”目标早

已实现，但他的拾荒路并未停止。这一拾，就

是十四年。在这十四年里，他每天早出晚归，

风雨无阻，用拾荒换来的钱买书，建了 11 座

村小读书室和 5 座乡村阅览室。

为鼓励孩子们读书，他甚至自掏腰包设

立“优秀读书学生”奖学金，还额外资助了 40
多名孤残留守儿童和贫困学生。

这两年，“扶贫攻坚”成为刘图恥心中挂

念的另一件事。他开始将攒下的钱捐赠到乡

村公路、厕所的修建中，还自筹资金，为留守

老人过重阳节，给老人们向市级医院争取免

费体检。但凡听说有扶贫捐款活动，刘图恥

就一定会“多少表示一点”。

这些天，刘图恥一边拾荒，一边在心里谋

划一件大事：这个六一去哪所农村学校陪孩

子们过节？如何给留守儿童过一个有意义的

儿童节，送他们点什么样的礼物？他说，得空

了他再和他的老友们再商量一下。

刘图恥说：“人活一天，就要做点事。”只

要还走得动，就会将善事一直做下去。

补齐缺失版本
填补地方志近四百年空白

志者，一方之全史也。作为记载一定区

域范围内的历史、地理、风俗、人物、文教、物

产 等 的 专 书 ，它 被 誉 为“ 地 方 性 的 百 科 全

书”，更是传承文脉的重要载体。

然而遂宁的志书并不完整。

遂宁境内自东汉置德阳县以来，已历一

千八百余年，历史上被称作“东川巨邑”，历

为郡、州、府治所。历代《遂宁县志》有案可

查的始于明嘉靖本，至遂宁建市后新修的

“1992 年本”，共计七版。可嘉靖本毁于战

火，现存于世的县志之首，当数“康熙二十九

年本”，它是由遂宁历史名人、清代雍正朝大

学时张鹏翮编修。

遗憾的并不仅为嘉靖版本的消失。2010
年之前，遂宁市档案局的馆藏室里，仅有乾

隆五十二年、光绪三年、民国十八年三种遂

宁旧县志，以及 1992 年本的新县志。寻至北

京上海相关单位，也没有发现康、乾十二年

的版本。

直到 2012 年，原档案局长杨世洪在中

央党校参加培训时，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查询时，意外得知存有

康熙本和乾隆十二年本遂宁县志。杨世洪

大喜过望，马上征集回遂。

美中不足的是，该藏本有部分缺字、脱

页、字迹模糊处，且八卷本的乾隆十二年县

志还缺卷七（寺观）、卷八（艺文）。几年来，

遍查古籍网店都没有康熙本，乾隆十二年本

也与国家图书馆藏本情况相同。

为抢救保存珍稀文献、传承历史文化、服

务学术研究，遂宁市档案局从 2014 年开始，

邀请成、遂古籍编修大家，启动了对历代《遂

宁县志》标点、校对、注释工作。

经过艰辛的努力，2019 年，《遂宁县志校

注》套书由巴蜀书社全部出版，分别为康熙

二十九年本、乾隆十二年本、乾隆五十二年

本（上、下）、光绪五年本（上、下）、民国十八

年本（上、下）。它标志着时间跨度近四百年

的地方志抢救整理工作告一段落。

5部旧志耗时5年
专家夜以继日严谨校注

吃过早饭，87 岁的遂宁中学老教师宋国

祥就坐在书桌前，开始一天的县志校注工

作。老式的书桌上和脚边，密密麻麻地摆放

着各种查阅资料。这个时候，他是一点心思

也不愿分散的。为了不打扰点校思绪，宋国

祥一向爱吃的手工剁圆子，也在这个家里，

“消失”了 5 年之久。

与之相反，夜幕降临时，忙完一天工作的

成都独立学者谢添的“夜生活”才刚开始 ; 台
灯下，他捧着从遂宁传过来的县志，谨慎且

细致地审定、校勘着。存有疑惑处，他拿起

笔一一记录下来，准备第二天再去省图书馆

查阅资料。因为去图书馆跑的太勤，他的鞋

成了家中消耗最快的。

胡传淮，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连

续出版《张问陶年谱》《遂宁历史名人研究》

《明代蜀中望族：蓬溪席家》等专著；成镜深，

四川古文学会会员，出版《船山诗草全注》

《黄峨作品注评》等十余部专著，成果多项获

省、市级奖；宋以荣，遂宁诗词学会副主席，

古典文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担任校本

教材《芳华颂》（人民日报出版社）副主任，多

副楹联作品在全国征联比赛中获奖……

校注地方志不是一件容易事，既要有宽

广的学术视野，又要有深厚的文字功底，更

要熟悉本地历史。市档案局在多方考察后，

邀请成遂两地的古籍编修专家宋国祥、胡传

淮、成镜深、谢添、宋以荣等人，拉开了长达

五年“仰而思之，夜以继日”的对《遂宁县志》

的标点、校对、注释工作。

一条沟通古今的“时光隧道”，在点校人

员的笔下徐徐展开……

勘误加注解
《校注》传承遂宁千年文脉

曾获“遂宁书香家庭”的王先生，花 300
元从孔夫子旧书网上购买了乾隆十二年影印

本《遂宁县志》。原打算作为历史参考资料，

却在收到书后打消了念头——没有断句与注

释，阅读一篇要花上数倍精力。一不小心断

句失误，还出现了理解上的相悖。最后，这套

“天书”被束之高阁。只有在清洁打扫时，王

先生才会想起：“哦，家里还有乾隆县志。”

这种困惑，在《遂宁县志校注》出版后迎

刃而解。新版将字化繁为简，并在其后附上

注释，市民即可轻松读懂县志原文，才知晓

轺车是“一种驾驶的轻便车”，才知晓“谢”不

仅有“感激之意”，更有武帝刘秀的“自父城

驰诣宛谢”，即“向人认错道歉”。

缺漏是现存古籍的一个普遍现象。如从

国家图书馆搜寻到的《康熙·遂宁县志》《人

物列传》“明·杨名”条，就只有杨名的名字，

后面人物介绍皆为空白。宋国祥查阅了乾

隆、光绪和民国版本的《遂宁县志》，才将这

位遂宁探花的生平校补完整。

更难的是纠正错误。遂宁学宫，宋人杨

辅首言创于贞元初，其后代代相传，在《遂宁

县志》民国十八年本学校篇里，更记载着“遂

宁县学，唐贞元初，刺史乔琳创于郡城南。”

可事实并非如此。宋以荣在校注康熙版

迁学记时，秉承着严谨的学术精神，又复查

刺史乔琳生平。然他发现，贞元初是公元

785 年，而乔琳在公元 784 年却已经被杀。随

后根据乔琳的政治生涯推测出，遂宁学宫建

于 他 为 遂 州 刺 史 的 至 德 间 ，即 756——758
年，将遂宁学宫的历史往前推移了 20 多年。

这个被误解了近千年的说法，在《遂宁县志

校注》中，才得到了正确的解释。

“《遂宁县志校注》是一部严谨的系统的

研究我市历史文化的专著，是目前我市历史

文化研究的最大成果，是我市历史文化研究

的一个里程碑，对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将

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遂宁文化名人漆丰

评价道。据悉，该书的出版，不仅填补了地

方文史空白，对于弘扬遂宁地方文化，梳理

遂宁历史文化研究，传承遂宁文脉，以及对
遂宁历史名人的研究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遂宁县志校注》破译千年“密码”
◎全媒体记者 胡蓉

唐熙：“书香家庭”是这样练成的
◎全媒体记者 徐金华

唐熙，遂宁市第一届“书香家
庭”获得者，阅读，伴随着他的人
生。他说，因为爱阅读，他更能发
现生活的美好；也因为有大量阅读
作基础，他才能写出一些文学作
品。

与原版（右）相比，新校注后的《遂宁县志》（左）阅读更简便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遂宁中
心商业区的百福广场，纷至沓来前来
买书、看书的市民，将“书香遂宁·畅享
阅读”的活动助推地格外的热闹。

数百米远的遂宁市委党校 4 楼教
室里，空气里同样是热闹的氛围：上午
10 点，由遂宁市档案馆、博物馆、图书
馆三馆合作编印的《遂宁县志校注》新
书首发式正式举行。

这套耗时六载，囊括了清康熙、乾
隆、光绪、民国五个版本共八本的邑
志，完整记录了民国之前遂宁上千年
的历史演变与地方风貌，堪称遂宁建
市以来的第一部套较为完整的“地方
性百科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