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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54岁的农民工吴桂春因一份留言而走红网
络。对阅读的真诚热爱和失业后的淡淡忧伤融化于字
里行间，一下子引发巨大共鸣。去留之间，事情发展也
出乎吴桂春的预料，东莞市人社部门帮他找到了新工
作。吴桂春说：“东莞把我留下，唯有读好书、做好人来
感谢。”

今年6月底，由于疫情影响，湖北人吴桂春准备离
开东莞，返乡找工作，离别前他来到东莞图书馆，这是
他经常去看书的地方。“我来东莞十七年，其中来图书
馆看书十二年，书能明理，对人百益无一害的，唯书也。
今年疫情让好多产业倒闭……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
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
生永不忘你——— 东莞图书馆，愿你越办越兴旺，识惠东
莞，识惠外来民工。”万般不舍，跃然纸上，吴桂春不曾
想过，百余字的留言，成了他的网络标签。

6月24日下午，吴桂春办理完读者证退卡手续
后，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他舍不得离开东莞，去别
地谋生，另一方面，他实在不想跟图书馆说“再见”。
12年的光阴里，图书馆给了他太多的温暖，滋润着他
漂泊的心田，这是公共图书馆的魔力。吴桂春不知道
这些年在图书馆里读过多少书，他喜欢在这里看书
的感觉。作为一名外来打工仔，面对一座陌生的城
市，吴桂春把图书馆当成“宝藏”，而且“看书真的不
要钱”。

吴桂春的反常引起了一位图书馆管理人员的注
意，这是第一位被留言感动的人。不一会儿，这张留
言纸就被拍照发到了图书馆部分工作群，随后迅速
传播开来，感动了一座城，也感动了很多网友。经有
关部门牵线，吴桂春终于在东莞找到了一份新工作：
在距离东莞图书馆不远的社区做绿化养护。6月26日
下午，吴桂春再次走进东莞市图书馆，重新办了前几
天刚刚退了的读者证，图书馆还为他制作一个特殊
的有纪念意义的证件，让他每一次来馆阅读都充满
仪式感。

拿到崭新的读者证，吴桂春笑得很灿烂。他说，“东
莞图书馆的书籍留住了我的心。”一个农民工用真情告
白表达了对图书馆的热爱，图书馆也深情回报了这样
一位爱阅读的人，可谓皆大欢喜。

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朴实的吴桂春有些紧张，
他总觉得当时“不写点东西对不起图书馆”。他的儿子
在微信里说，父亲做了一件善事，因为你的留言，人们
会更加关心千千万万农民工的境遇。

在吴桂春的床头，常年摆放一本《新华字典》，用来
辅助阅读。虽然在很多人看来这并不起眼，但足以带领
吴桂春书海启航。

吴桂春并非天生爱读书，过去在老家时读书不方
便，加上生活压力大，没有时间看书。来到东莞后，吴桂
春为打发时间选择了读书，这在工友中间显得有些另
类。面对别人的疑问，吴桂春总是打趣地说，读书是花
钱最少、最实惠的休闲方式。

渐渐地，图书馆改变着他的精神家园。只要谈起读
书，只有小学文化的吴桂春总能滔滔不绝，特别是历史
类和人物类书籍，他甚至自信地说：“现在让我去当初
中历史老师的话，我一定会讲得很有味。”

工作暂时有
了着落，吴桂春
的儿子计划给父
亲注册一个微信
公众号，写写历
史类文章，尝试
搞自媒体。面对
孩子的提议，他
想先写简短一点
的，把平时自己
的经历和想法记
录下来。

离 开 聚 光
灯，吴桂春已回
归到正常生活，

复工后依然会面对工作的压力，但他一定会照旧“泡图
书馆”，或许在人群中，你认不出吴桂春。这都不要紧，
重要的是公共文化服务不能辜负每一个奋斗的平凡
人。

根据统计，东莞有超过600万外来务工人员，占总
人口的四分之三。在比例如此高的外来务工人员中，吴
桂春并不起眼。有人说，爱读书的吴桂春是幸运的个
例。其实，难道不是越努力越幸运吗，难道不是越读书
越幸运吗？我们从他身上看到，这才是“书香社会”该有
的样子。

有媒体调查结果显示：超八成受访者认为作为一
个农民工，吴桂春能坚持阅读很难得；近五成受访外
来工从吴桂春身上看到在异乡奋斗的自己；近四成受
访者因吴桂春事件而改变了他们对外来工的固化认
知。

在很多地方，图书馆既是城市地标，也是精神港
湾，对于想读书、想汲取知识的人，社会应该为他们创
造更好的条件，让更多的人像吴桂春一样幸运。

其实，东莞图书馆的这波“营销”很溜儿，实现了
公共服务场所和城市文化品牌的双赢。在阅读多元
化的当下，城市图书馆如何打造自身特色，吸引更多
读者，不断拓展自身影响力，成为场馆发展的“必答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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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收官的悬疑剧《隐秘的角落》流量
与口碑双丰收，秦昊饰演的张东升也贡献了

“和你一起去爬山”的网络热梗。剧中的这位
少年宫数学老师因为各方压力成了杀人凶
手，少年宫也是推动剧情发展的主要场所，
这一极富年代感的名称让很多中青年观众
都回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少年宫这个词可以追溯到前苏联的教
育体制。前苏联非常重视儿童的校外教育，
早在1925年就明确了建立全苏校外教育机
关网络的任务。这些机构与传统的学校教育
互为补充，帮助青少年在课余时间巩固学校
知识、学习职业技术、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
潜能、丰富课余生活陶冶情操。在少年宫模
式的帮助下，科学家雨后春笋般涌出，他们
成年后与美国进行航空竞赛丝毫不落下风，
甚至先一步将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送上太
空。

新中国成立后，共青团与教育工作者先
后组团前往苏联学习，少年宫是必不可少的
参观项目。苏联的有些少年宫选址于沙皇和
贵族们的离宫，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宫殿，
中国沿用了“少年宫”这个略显尊贵的名称，
体现出对少年儿童的重视。

新中国第一所成建制的少年宫是上海的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1953年5月31日，在访苏归
来的宋庆龄女士的鼎力支持下，中国福利会
少年宫成立，少年宫建立在原犹太富商嘉道
理的私人别墅上，别墅建筑与草坪占地约
14000平方米，建筑入门处是艾奥尼克式的大
理石柱廊，内有大小房间二十多间，建筑穹
顶、地面与墙壁也全部采用意大利大理石，被
人们形象地称为“大理石大厦”。毛泽东主席
亲自题写宫名，前苏联专家、列宁格勒师范学
院院长杰普莉茨卡娅也指导了少年宫的建
设。上海福利会少年宫成立不久，苏联的莫斯
科少年之家就送来了价值8万卢布的礼物，大
到机床，小到模型配件应有尽有。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建立起来后，各地纷
纷效仿，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争取将少年宫
修得金碧辉煌，在国家支持下，少年宫蓬勃
发展起来。1952年，位于北海公园的北京少
年之家已不能满足大量儿童的活动要求，经
过多方协调努力，1956年元旦，北京市少年
宫在景山公园北侧成立。上海的中国福利会
少年宫和北京少年宫成为各地少年宫的模
板，选址上也尽力追求改造最好的建筑。区
一级的少年宫也不甘示弱，上海长宁区的少
年宫是一座城堡一般的哥特风格别墅，北京
西城区的少年宫坐落在一套完整考究的四
合院里……几年间，全国各地修建了130多
座少年宫，兴盛可见一斑。

1949年前后出生的孩子这个时候正好到
了上学的年纪，可此时的教育发展却跟不上，
由于学校紧缺，师资力量不足，很多地方实行
二部制，即把学生分成两部，上午下午轮流上
课。在这种背景下，少年宫很好地填补了学生
课余时间的空白。一时间，读书、植树、音乐、
棋类游戏、戏剧、朗诵、模型制作、露营、军事
训练等多种深受儿童喜爱又富有教育意义的
活动，在各地少年宫广泛开展，家长们放心地
工作，孩子也得到了多种形式的锻炼。

少年宫的鼎盛，还体现在过硬的设施
上。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很多最好的设备
被送到少年宫，供儿童们学习、使用。工厂先
进的车床、乐团中精致的乐器、艺人手里的
提线木偶、代表国防科技的无线电和枪支弹
药都成为了少年宫儿童们的学习资料。1979
年中国福利会少年宫购进了计算机，1982年
成立了儿童计算机中心。辉煌的少年宫、各
种过硬的设施，让少年宫的发展在当时进入
了鼎盛阶段。

随着少年宫的发展，专业设施的进入，
许多大学教授也会进入少年宫指导中小学
生的课余活动，同时，一大批社会知名人士
也先后到各地少年宫传授本专业领域里的
经验。知名科学家茅以升、华罗庚、黄家驷、
陈景润都曾指导过北京市少年宫的科技活
动；作家叶圣陶、冯雪峰、冰心、老舍、刘白
羽、曲波、杨沫、张天翼、韩作黎也是文学小
组的常客；齐白石、蒋兆和、李伯钊、周巍峙、
郭兰英、侯宝林等艺术大师也将少年宫的文
艺活动打造得丰富多彩。

少年宫的“指导员”们如此有名，想进少
年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当年要进少年
宫主要是通过学校或少先队推荐，被推荐者
要参加少年宫组织的考试方可入场。所以一
般来说，能进少年宫的学生大多是优等生或
专业特长生。即使通过考试，也不意味着可
以高枕无忧。少年宫不是每年招生，但会每
年考核，在校成绩如果不够优秀，就难以继
续在少年宫学习。同样，少年宫也有自己的
专业考试，只有把握好校内校外的分配，同
时业务精进的优等生才是少年宫的常客。

在这种良好的教育氛围下，各地的少年
宫涌现出了大量人才，尤其是在文体领
域——— 著名画家陈逸飞在小学里展现出了
板报水平，被推荐到中中国国福福利利会会少年宫学
画，从而奠定了画家梦；作曲家徐沛东出自
大连少年宫；蔡国庆7岁考进北京市少年宫；
足球教练金志扬被少年宫足球队录取，是第
一批接受少年宫训练的足球队员；早期被称
为“中国三大少年宫”的哈尔滨少年宫走出
了孔令辉、师胜杰、冯晓泉等著名人物……

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青
少年培训的市场规模逐步做大，有着“公益”
气质的少年宫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甚至混
同于层出不穷的商业化培训机构之中。

曾经有某地市民在政府网站留言询问：
我们这里的少年宫为啥成了摆设，全是培训
学校了。政府部门的回复也很中肯：少年宫
属财政差额事业单位，除积极争取上级扶持
青少年专项资金外，目前只能通过开设青少
年特长培训班保本收费的方式，以维持整个
青少年宫正常的运转，但收费标准明显低于
民办培训机构。

确实，由于机构体制的变化，公益性质
的少年宫也要承担“创收”的功能，除了自己
开设收费培训班之外，还有一些少年宫直接
将场地租用给商业化培训机构。尽管到了假
期能看到少年宫内外满是学生，但同原来那
种追求理想的气氛已大不相同。

在变化的时代面前，少年宫的变化也实
属无奈，不过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主管部门
和少年宫也在积极应对。尽管城市孩子有了
更多的课外教育培训的选择，对少年宫已不
热衷，农村孩子却很需要这样的课外教育机
构，于是乡村学校少年宫便应运而生。

乡村学校少年宫是依托农村中小学现
有校舍、场地和设施，通过修缮维护并配备
必要的设备器材，依靠教师和志愿者进行管
理，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组织开展课外活动
的未成年人活动场所。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建
设和运营，得到了彩票公益金的支持。据《人
民日报》报道，自2011年起，中央文明办、财
政部、教育部联合组织实施了中央彩票专项
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2011年至
2017年底，中央财政累计投入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47 . 95亿元，支持建设乡村学校少年
宫1 . 5万所，带动各地自建2 . 1万余所，1500多
万农村未成年人受益。

对于城市里的少年宫来说，让“张东升”
向往的人员编制没有变，事业单位的性质没
有变，也依然带有公益的底色。近年来，有的
城市的少年宫就推出了许多公益活动，并为
特困、低保家庭子女提供免费专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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