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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益书屋坐落于三井街道府成社
区的百草园小区大门口。书屋主任薛
建刚是一位“新”常州人，从江阴来到
常州创业，一晃已有 18 年。此前他是
一位兢兢业业的商人，一个小型企业
的董事长，而从 2015 年底开始，他有
了这个新的身份。

笔者早上 8 点多钟来到三益书
屋，只见阅读区已经坐满了人，几位
鬓发花白的老先生，泡着茶，架着老
花镜，捧着大部头的书籍读得津津有
味；几位中年妇女，对健康类的杂志
似乎兴趣更大一些，不时地还压低着
声音做一些交流。一位坐在轮椅上的
老先生，正歪着头专心致志地在读着
一本书，一旁的老太太则在打着毛
衣，不时抬起头来望一眼老先生，目
光温暖⋯⋯

结 缘

2010 年，生意场上跌打滚爬了
十余年的薛建刚，在完成了企业内部
现代组织架构的整合之后，悄悄开启
了人生的“梦想之旅”。他利用一切可
以利用的业余时间，拜名师、结学者,
深读中华文化传统经典，兼收并蓄,
博采众长。在提升自我修养的同时，
薛建刚深悟儒家“入世”精神，不仅追
求“独乐乐”，更追求“众乐乐”。先后
参与发起成立了江阴市孔子学会、常
州市孔子思想研究会、武进菁莪公益
书屋等公益组织和机构。他进社区、
入书屋、上讲堂，一边亲历亲为带动
周边群众学习中华传统经典，一边引
古道今授讲儒家“礼乐”之道对于个
人、家庭与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得
到众多听者云赞。

但也有人笑他傻，薛建刚却很笃
定。他的执着源于骨子里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喜爱，源于血脉中对“穷
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认知。
2014 年底，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之
后，薛建刚拜访了时任三井街道党工
委书记的李小平，他坚定地告诉李书
记，江阴的公益书屋做得很好，并逐
渐成为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品牌，自
己是江阴人，更是常州人，希望能为
三井街道、为第二故乡常州的文化事
业贡献一份光和热。此时，街道方面
也在探索建立新的社区文化建设管
理模式。薛建刚的坦率与执着深深感
动了李小平，感动了三井街道整个领
导班子，这个有思想、有情怀、有韧劲
的汉子，应该就是街道合适的“文化
合作人”。

双方一拍即合，最终选址百草园
小区 6 号楼，决定以一种新型合作方
式，创办一个特别的“书屋”。说她特
别，在于这里既是社区居民的知识“充
电站”，又兼具部分文化站的职能。琴
棋书画、歌舞曲唱，居民都能在这里找
到知己。

更具有创新意义的是，这家书屋
的管理上，是真正的“政府搭台，百姓
唱戏”—— 府成社区以最大的决心
最快的速度收回了此前出租的物业，
三井街道出地方、搞装修并添置必要
文化设施和书籍，每年还给予一定的
扶持资金；薛建刚负责社会化管理，
他每年出资 20 余万元，帮助书屋搭
建管理班子，推进各项活动，维系书
屋正常运营。他对街道承诺：所有的
活动是公益性的，不以任何盈利为目
的。此举，为书屋的可持续发展奠定
了基础，也让书屋的各项活动变得更
加纯粹，让嘈杂的“综合体”变身为高
雅的“邻里港”。

经过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准备，
2015 年 11 月 21 日，三益书屋正式
开张。一个广益社会大众的新型邻
里中心、社区文化中心开启了她的
文明之旅。

共 鸣

走进三益书屋，一种独特的氛围

很快会感染你：这里没有高高悬挂的类
似“禁止喧哗、禁止乱扔垃圾”之类的警
示标语，也没有很多工作人员来回穿
梭、维护秩序，可这里秩序井然：1 万多
册藏书被整理得整整齐齐，不仅提供现
场免费阅览，还可以免费借阅，且返还
率 100%；一场广场演出结束后，观众
们会自觉地把椅子逐一送回书屋，地面
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并已成为了一种习
惯⋯⋯

作为现有 5 名专职工作人员中的一
位，何老师对三益书屋群众“文明自治”
特色颇为感慨。他坦言，书屋开张之初，
群众在享受到便利的同时，也把一些不
良习惯带了进来，抽烟、喧哗，甚至极个
别群众“抢地盘”：带着一把锁，把自己看
着满意的共享活动室给锁了起来，成为
哥几个活动的“专属领地”。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书屋推出了两
项举措：薛建刚带领工作人员登门拜访
社区内德高望重的老者，并把他们吸纳
进“爱心社”“公益社”，以正能量消解负
能量；书屋承诺全年 365 天、每天 12 个
小时天天开放，并大量推出惠及群众的
公益课堂，但有一个前提就是群众自觉
遵守秩序、维护秩序。

翻开书屋活动日志，人们会眼前
为之一亮，小小书屋推出的公益活动
真 是 不 少 ，仅 以 2016 年 第 一 季 度 为
例：诗礼传家一脉长、少儿经典诵读
课、父母公益课、民企管理感恩公益
课、曲艺惠民展演、三益老年书画展
览、台湾行文旅讲座、社区居民春季健
康讲座、“复旦-ZEW 经济景气指数”
发布交流会、墨香书法公益课等等，共
举办了 10 多场活动，可谓精彩纷呈。
这里，既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
又有颇具实用性的各类公益课程，还
有高大上的复旦经济大餐，受众的年
龄范围涵盖了老、中、青、少年儿童各
个层次，营运者的苦心可见一斑。

这种不“板面孔”走心的措施居然
起到了神奇的效果：72 岁陈老伯说，

“三益书屋兑现每半月一场文艺晚会的
承诺，我们欢迎、我们喜欢。我们也会自
觉维护秩序，不随地吐痰，不乱抛果皮
纸屑”；53 岁的李阿姨也说，“我家孙子
平时放学后喜欢和同学一起到三益书
屋做作业，周末也喜欢过来看书、听讲
座，这里的秩序我会自觉维护”；60 多
岁的沈妈妈是土生土长的塘岸人，她
说，拆迁后原本熟悉的邻里环境没有
了，但三益书屋弥补了这个不足，成为
老姐妹、老邻里们碰面交流的好地方，
自己很珍视这个空间，乐于做三益书屋
的义工，也乐于传递正能量；而对于 80
多岁的戏剧爱好者刘奶奶来说，则有更
多感慨。她腿脚不便，儿女又在外地，平
时生活比较冷清，三益书屋每周都有戏
曲票友会，让她在家门口就能找乐子，

真是喜欢得不得了，对于那种不守秩序
的群众，自己第一个就要反对；令人印
象深刻的还有一对年轻的夫妻，特地为
三益书屋捐赠了一部轮椅，以资行动不
便的读者不时之需，他们说，公益不分
大小，点点爱心同样可以燎原。

心 愿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
之俱黑。”

言行文明的自觉本就是文化在人们
内心滋养富润的表现，文化基因的形态
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传递到人
们的思想意识中，适宜的文化环境能使
这文化的苞蕊卓自绽放。

薛建刚认为，社会治理的最高境界
是“礼乐文明”，三益书屋不仅要为“书香
溢满龙城、文化点亮生活”增添光彩，更
要为常州“建设文明城市、精神文明家
园”添砖增瓦。三益书屋的种种努力，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礼乐传邦”润物无
声的显现。这种努力，也使得书屋形成了
独特的磁力场，一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共振的磁力场。在这方天地中，书香
滋润心田，公益打开心门，道德凝成力
量，这种力量也在催生着社区整体精神
面貌的积极向上。

经过近两年的探索和磨合，三益书
屋以书为基、以书为媒，已经培育了三
支文艺队伍：社区居民“大家唱”每周一
次，准专业队伍百草艺术团每月一场大
的文艺活动；戏曲票友会每周一场，每
月两次大的演出。书法公益班、古琴公
益班、茶道公益班⋯⋯三益书屋在培育
自己的特色。除此之外，三益书屋还在
调动更多社会资源的积极性，为社区谋
求更多的福利，比如：联合复旦大学校
友会，推出更多高品质的医疗公益咨询
问诊；联合市滑稽剧团，为府成社区居
民定制剧目，寓乐于教；支持“常州戏剧
票友会”的建设，排练特色剧目，不仅带
动周边社区，影响力已经波及南京、徐
州、上海等地。

对于未来，已过不惑之年的薛建刚
坦言，希望常州能有 100个、1000 个“三
益书屋”，一起营造我们这个社会温暖悦
心的港湾。

钱 鹏

薛建刚：建书屋，行礼乐

风景线风景线

从童年起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
从入睡的轨迹一个激灵般滑落，意识
到自己紧皱的眉头，或是咬紧的牙齿，
而后舒开眉，给上下牙之间腾出一条
空隙，再睡。一个晚上，这样的情形可
能要重复多次，直到我觉得足够舒适，
足够放松。

我以为，一个人睡时的模样，本该
是最轻松的。睡眠，是把自己交出去
的时刻。尽管极偶然的时候，我们能
够意识到自己在做梦，并进而控制梦；
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头脑空空，像个踏
错了片场的演员，还没读过剧本就被

“开麦拉”。
那紧皱的眉头从哪儿来？我一直

没能弄明白，或者说一直没有深究。直
到日复一日的调整，已经能够让自己在
入睡时自然松弛，我也便既往不咎了。
直到我见了另一张睡眠的脸，它的眉心
竟也打着结，我知道那并不是皱纹，而我
却宁愿它是皱纹。我禁不住伸手碰了
碰，想抚平它，令它舒展，却又怕把她弄
醒，而怯怯地缩了回去。心里一阵疼。

好像忽然就懂了，一个人睡时的模
样，并不一定是最轻松的模样，却一定是
最真实的模样。睡眠，让人交出了自己，
那般无助中，连内心的情绪也失却了收
敛，一霎时，都写在脸上了。

而人往往看惯了“说话”的眼睛，忽
而要面对一双“缄默”的眼睛，有时候竟
不免觉出一丝陌生。于是暗暗想，多亏
人闭上眼睛就看不见了，不然被照见自
己这份惶然，堵在胸口的憋闷怕是要翻
倍的。其实，哪怕是张闭着眼睛的脸，也
依旧在用眼睛说话呢。所有平常不曾言
说过的，现在都告诉你了。只是在于看
的人，看不看得懂。

醒来常问，“睡得好吗？”多半关注的
是睡得着睡不着，深睡眠还是浅睡眠，大
概少有人会将它同入睡时的模样联系
上。偶然的一天，读到泰戈尔的《偷睡眠

者》：“谁从孩子的眼里把睡眠偷了去
呢？我一定要知道。”焦虑的诗人把这话
说了三次，可直到诗的最后，也没能侦破
谜案。唯一清楚的是，那偷窃者是从孩
子的眼里把睡眠偷走的。失眠是多可怕
的事儿啊，连旁观者都要替失眠人操心，
可我居然宁愿一再把自己叫醒、调整表
情，也不愿意在蹙眉中入睡。

不止一次地，我作如是想：入眠时的
表情可会投射到眠去后所发的梦中？人
会因为苦着一张脸睡，就梦见一个苦的世
界吗？我急急地问，得到一个圆瞪双眼的
得意的否定回答。那是在说，我的推理是
毫无根据的，但我却因此而开心。我愿意
她当真睡了个好觉，而不是以自己的痛苦
为我的想象力提供任何佐证。

可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有天可以
见她甜睡，那会比圆瞪双眼时的说笑更
可安慰和动人。

梁 爽

睡 时 模 样

机缘，是一只满怀善意的青鸟，
乐使不同轨道上各自跃动的行者得
以邂逅。让粒子运动的偶然属性，表
现得自然而然。

1982 年初，我来常州化工学校
报到上班。虽然未经本人申请便自动
成为学校职工工会会员，但总觉得此
工会非彼工会。每次上街与常州市工
人文化宫擦肩而过，总觉得那是工厂
里工人阶级的文化宫，与我这个学校
工会的微小粒子无甚瓜葛。

当时化工局还没撤销。为抓紧
培养科技人才，推进干部知识化，化
工局从化工企业选拔一批管理干部
及业务骨干来化工学校脱产学习。
我被领导安排到这个干部班授高等
数学。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工人阶级
成员和工会会员，文化宫的活动信
息，他们都会知道。有一次文化宫举
行诗歌朗诵比赛活动，要求作品须
是自己原创。有一位学员提议我来
创作，他负责朗诵。这显然是一次无
规则粒子运动的邂逅。

干部班学员的年龄，和我上下
相差都不多。年龄相仿，便多了些共
同语言。“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天
涯同龄人。交流多了，他们竟认为我
也算是文艺青年。

写什么呢？结合常州实际吧，本
人对常州一无所知。结合本人实际
吧，本人阅历平平无话可说。左思右
想，还是以诉说的口味、探索的口
吻、期待的口气，写了《谨向慈母诉
衷肠》。像对母亲诉说一样，对祖国
诉说。其时，也正是伤痕文学余音袅
袅之际，反思文学绕梁三匝之期。

诗歌初稿的内容，得到了这位学
员的认可。他父亲是化工局局长，政
治把关是必要的。踊跃参赛的还有另
一位学员兼朋友张平，他是自己创作
自己朗诵。张平的嗓音也很好，普通
话咬得很准，所以化校毕业几年后，
便离开原厂，到常州电视台工作了。

我这首朗诵诗，进行了反复修
改。光政治正确当然不够，还要有诗
的味道，且要适合朗诵。合作的这位
学员曾参加过多次朗诵比赛并获
奖，对字的标准读音、哪些字更便于
发音、朗诵效果更佳等方面，有丰富
的体会和经验。

我们自己模拟练习了几次。他
朗诵给我听；我发现或他建议，需要
修改一些字，共同努力想办法，追求
效果最佳。

到文化宫比赛现场的那天晚
上，我们都还有点紧张。他是脱稿朗
诵的，其漂亮的女朋友也特地前来
助兴保驾。

他的朗诵过程，很顺畅，很圆满。
我们感觉，达到了力所能及的预想效

果。但评奖结果，还是有点出乎我们意
料。他获得朗诵一等奖，我和张平获得
创作一等奖，超出我们的预期。不过也
让我们感觉，我们化工学校的几个参赛
者还是蛮有实力的。这位成功合作的干
部班学员，非常和睦、平实待人的局长
公子，此后我们没再联系。30多年过去
了，他的名字，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
了。如果他有机会看到我这篇征文，并
联系上我，对我倒是意外的喜悦。

我与文化宫的机缘，可以说是，从
默然路过到擦肩而过，从偶然交集到
相对而坐。

1987年夏，我到中国银行上班了。
那时的常州中国银行和中联公司合造
了中联大厦，我就在中联大厦的隔壁上
班。现在，中联大厦已然完成历史使命，
几个月前被爆破，从常州的城市版图上
永久消失。那时，中联大厦与文化宫广
场仅隔一条路。我在中行营业厅柜台
里，一抬头就可以看到路对面的文化宫
广场及其后面的文化宫楼宇。

曾有一段时间，我与《常州日报》编
辑张海萍老师商讨合作。由中国银行赞
助小奖品，在她编辑的日报科苑版搞了
有奖猜谜活动。谜语是我自己边学习边
设计的。后来市文化宫灯谜协会两位老
师找到我，希望我参加灯谜协会。因我
当时经常加班，孩子没人帮助带，处于

“上班盼下班、周一盼周日”的状况，无
法参加灯谜协会的每周活动及灯谜设
计计划，所以婉言谢绝了。这是一次非
常遗憾的与文化宫擦肩而过。

我与文化宫，机缘是浅的，但我对
文化宫的记忆是深的。除了常去文化
宫看电影（文化宫电影院的票价最便
宜）外，还在寒暑假送孩子到文化宫去
学跳舞学武术。

每次接孩子时，我就带她在文化宫
里转转。看看新鲜的树木花草、楼台店
铺。或在文化宫广场上走走，看看那棵
古老的朴树。后来那颗朴树旁立了标
牌，说是150年了。我算了一下，老朴树
从鸦片战争前便开始阅历中华民族的
苦难历程和沧桑巨变。如今，因地铁建
设，文化宫广场改造了，不知道这颗老
朴树如今在哪里？老朴树和我，物质运
动中的两个粒子，还有机缘邂逅么？

柏文学

道是无缘却有缘

前段时间公差去北京天津，一从
天津高铁站出来，就感觉是到了大城
市。蓝天白云、视觉开阔，有高楼大
厦，但并不拥挤逼仄。有一种惊喜、亲
切，还有一种似曾来过的感觉。

其实，我真的是第一次来天津。
原以为一进天津地界，耳边一定满
是熟悉的天津话，我也有跃跃欲试
和当地人说说天津话的愿望。但是，
从出站到进下榻的宾馆，没有人说
天津话。忍不住问对方单位来接我
们的小伙子，他腼腆地说：天津话，
那都是在家里聊天时说的，在公共
场合一般都说普通话了。

第二天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玉树
临风的男领导和一位气质如兰的女
领导，还有几个生龙活虎的工作人
员。在完成了参观学习交流的工作
任务后，我私下里问那位女领导：你
怎么不说天津话呀？没想到她也是
那样回答：上班时间，尤其是接待，
都说普通话了。我问：那就不说天津
话了？女领导柔美地一笑说：有时同
事见面，也有用天津话打趣的：姐
姐，今个真尊（俊）呢！我由衷地说：
天津话真好听！

晚上大家自由活动，看到路边
有卖驴肉火烧的，想起“天上有龙
肉、地上有驴肉”这么一说了，于是
决定品尝一下。但是当时刚吃过晚
饭，是每人一块驴肉火烧呢？还是买
两块大家分着尝尝呢？我们正商量
着呢，卖驴肉火烧的大哥着急了：我
说姐姐，买块驴肉火烧有那么难吗？
他浓厚地道的天津口音一下子吸引
了我，我跟他聊了起来，就为多听几
句天津话。

我从小就喜欢听天津话。那时
候生活在部队大院里，有一个家属
就是天津人，姓白，人也长得白白净
净、瘦瘦小小的，家属院里的家属们
都叫她小白，我们这些小辈就叫她
小白阿姨。有时候小白阿姨和一群
家属在一起聊天，我就在旁边蹭听，
听她说天津话，有时候也偷偷地跟
着她的腔调学。天津话和我们大院

里流行的普通话不同，除了把所有女
性都统称为“姐姐”外，发音也不一样。
比如，把 zh、ch、sh，读成 z、c、s，把

“中”读成“宗”、“吃”读成“呲”、“山”读
为“三”等。听小白阿姨聊天，时间久
了，一点也不觉得别扭，反而听出一种
别样的温柔，虽然不似江南女子那般
柔声细气，倒也透着一股北方特有的
亲切热乎劲。

感觉到天津话幽默，是一次看小
品。那是在 2005 年的春晚，在一个表
演装修砸墙的小品里，林永健男扮女
装应声从一面被砸出洞的墙里钻出
来，操着一口天津话：干嘛呢！干嘛呢！
他的装扮和他的天津话，当时就让我
笑了好几天，至今想起来还是觉得好
笑。从此对天津话更有好感，也一直想
找机会到天津去看一看，听一听天津
人讲的天津话。

离开天津的时候，还是来接我们
的那个小伙子送我们。在车上，他问我
们：天津有三大特产，狗不理包子，十
八街大麻花，天津快板，你们知道吗？
相信你们已经吃过前两样了。天津快
板听过吗？就是冯巩和郭冬临在小品
里的那么一段？我笑着接话说：听过，
但是我们想听你唱一段！没想到小伙
子一点都没有扭捏推辞，只见他双手
拍出节奏，大大方方地就给我们来上
了一段：

竹板这么一打呀，
别的咱不夸，
我夸一夸传统美食狗不理包子。
这狗不理包子，
它究竟好在哪？
它是薄皮儿大馅儿十八个褶儿，
就像一朵花。
这是形容包子，
你可不能乱用它。
说那个姑娘长得美，
就像一朵花。
你可千万不能说那个姑娘，
长得像包子。
我们大家都开怀大笑、鼓掌叫好！

天津人就是这样诚恳、淳朴！天津话真
哏哎！

吴晓娟

天 津 话

常州市工人文化宫

工人的学校和乐园
网 址：

czwhg.com

热线电话：

88110910

“文化宫情缘”有奖征文

书屋阅读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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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爱心之家伦理道德大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