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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遥远的草原深处，有间牧民书屋
昔日握惯了套马杆、牧羊鞭的手，如今也拿起了散发着油墨香的书本

本报记者王春燕、任军川、勿日汗

图门巴雅尔当初要办书屋，是因为儿子一句话。
小家伙从小喜欢在草原上骑马、疯玩，突然有一天听到

要去上学，非常抗拒，“爷爷、爸爸都不上学也会放牧，我
以后放羊就行了。”

这话触动了图门巴雅尔。他的父母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他
也没读过多少书，如果孩子们再不好好读书，那三代人就都成
了文盲。

“一开始买的都是自己想看的书，后来书屋扩大了，别
人来了，没有新书不行啊。”蒙古族牧民道·图门巴雅尔，
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草原深处，靠养牛为生。近
20 年时间，他每年拿出 1/3 的家庭收入买书，总共花了近
20 万元，后来盖房子又花了 20 多万元。现在，图门巴雅尔
拥有一间藏书 12000 多册的“草原书屋”。

牧民们住得比较分散，最近的也有几公里路。大家
夏天骑摩托，冬天开着车来借书。不像城里的图书馆，
在这里借书不但免费，而且没有还书期限，也没有数量
限制。图门巴雅尔说：“来的都是爱书的人，啥时候看
完啥时候还，我心里有数。”

现在，图门巴雅尔有了更多想法：“中国的传统文化源
远流长，丰富多彩。现在，要让这些优秀的文化得到更好地
传承、发扬光大，最好的办法就是读书。”

“遥远”而“寒冷”的草原书屋

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政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出发，一路
向南没走多远便进入阿巴嘎旗境内。下了柏油路就得顺着草
原上被车辆压出来的车辙行走，越野车在崎岖不平的草原上
压雪行驶，颠簸不堪，司机得时刻小心，提防车滑到雪坑而
“趴窝”，不足 10 公里的路足足走了半个多小时。

图门巴雅尔书屋所在的阿巴嘎旗，由一个古老的部落演
变而来，“阿巴嘎”为蒙古语，汉语意为“叔叔”。因部落
首领为元太祖成吉思汗同父异母弟别力古台后裔，故将其所
率部落称为“阿巴嘎”部，并沿用至今。

到了图门巴雅尔家，长长的一排房子格外吸引人的眼
球。不同于普通牧民家一排两三间房子，他家的房子足足有
六间。图门巴雅尔一边欢迎我们，一边解释道：“这三间房
子住人，这三间房子是我的‘书屋’。”

看着书屋开着门，记者迫不及待想去书屋看看。进屋却
发现，这里还没有车上暖和。“屋子太小，书太多，生火不
安全，所以到了冬天比较冷。”

80 多平方米的书屋里到处都是书：书架上、桌子上、
柜子里，各种类别的图书和装订成册的报纸让穿着厚厚羽绒
服的记者转身都困难。虽然屋里寒气逼人，但还是有几位牧
民穿着厚厚的蒙古袍在里面仔细挑选着喜欢看的书籍和报
纸。

在摆放着儿童读物的书架前认真翻找图书的南斯乐玛这
个冬天已经来了四五次了，除了大年初一是来拜年，其余几
次都是借书：既借自己喜欢的关于蒙古族历史的书籍，也有
给 9 岁女儿孟克珠拉借的儿童读物。

图门巴雅尔开玩笑地说：“来我家看书、借书是要
‘有条件’的，住得近的牧民来一趟也得几公里，夏天骑
着摩托车要花将近半个小时；冬天太冷只能开车，家里没
有车的人不好来；如果赶上大雪封路，有车都不行，只能
等天气好了再说。专门为了借书出一趟门，可见是真心爱
书的人。”

“坚持读书确实不一样”

图门巴雅尔的书屋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翻译成汉语叫“布
仁唐斯嘎文化屋”。其中，“布仁”是儿子布仁苏乙拉名字的

前半部，“唐斯嘎”则是女儿的名字，而“苏乙拉”的意思是
文化。

名字里边，有图门巴雅尔对儿女的期待。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苏木(乡)和嘎查(村)干部虽然文

化程度都不高，但开会回来传达上级精神说得头头是道，各
种政策都能说清楚，坚持读书确实不一样。”图门巴雅尔
说。

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辟出一间屋子当读书室、买些自己
喜欢的书籍也借给邻居看，到 2011 年专门盖起三间瓦房作
为“草原书屋”、补充牧民喜欢的书、给喜欢读报纸的人自
费订报……过去的近 20 年，图门巴雅尔不停地读书、不停
地买书，也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来他家的“草原书屋”借
书、看书。

由于经济能力有限，图门巴雅尔在买书的同时，也四处
搜集书籍。锡林郭勒盟日报社刚刚退休的记者布赫朝鲁 20
年前曾经采访过图门巴雅尔，一来二去，两人成了要好的朋
友。如今提起这个爱看书的蒙古族汉子，老布还能记起当年
的一些细节。

“ 20 来年过去了，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喜欢书，碰到认
识的人就打听有什么好看的书，也问我们有什么不需要的书
可以给他的，我还经常给他一些关于蒙古族历史、文化的书
籍。”布赫朝鲁说。

从买书到盖书屋，一共花了 40 余万元。现在图门巴雅
尔的书屋有报纸、杂志 60 余种，藏书 1 . 2 万多册，内容涵
盖党的政策、种植养殖、加工修理、文学艺术、医学、科
技、法律等 20 余种。

记者在书屋看到，这里的书新旧不一、年代跨度很大，
既有 1976 年出版的售价仅 0 . 9 元的蒙古文版《水浒传》，
也有专门买给孩子的 1999 年出版的蒙古文版《鱼的奥
秘》，还有 2013 年出版的《西游记》青少年读本。

书屋里的书架和桌椅也不配套，看起来有点不太协调。
图门巴雅尔解释，桌子是旧房子拆掉前的书桌，书屋后墙的
一排书柜是书屋盖起来时专门定做的；而门口正对的书架和
读者们看书时坐着的椅子是他捡回来的。

“旗里的新华书店重新装修，旧书架不要了，我就捡回
来了；这些椅子，是老电影院拆迁时我捡回来的，新旧不
说，至少大家来了有个坐的地方。”图门巴雅尔说。

呼格吉勒巴雅尔是“草原书屋”的老读者，他从“草原
书屋”盖起来之前就经常来图门巴雅尔家借书。“以前跑得
勤，这几年来得少了，但每年也能读十多本书，历史、文学
的书我都很喜欢。”呼格吉勒巴雅尔说。

握惯了套马杆、牧羊鞭的手，如今也拿

起了书本

布仁苏乙拉最后还是乖乖地上学了，而且还顺利地考上
了大学。图门巴雅尔说：“想让儿女多读书，光给他们买
书、告诉他们要看书是不够的。首先我自己就得能坐在那看
书，孩子们心里才会服气。”

虽然布仁苏乙拉不像图门巴雅尔那样爱看书，但女儿唐
斯嘎在读书方面跟爸爸很有共同语言，常常坐在一起看书、
讨论。唐斯嘎从内蒙古农业大学毕业后又考上了研究生，在
呼和浩特上大学后，她有时间就往书店跑，还会经常买一些
新书补充到爸爸的书屋里。

布仁苏乙拉如今回想起来，爸爸和妹妹坐在桌前一起读书的
场景令他印象深刻。“小时候住的房子已经拆了，但当年我们写
作业、爸爸和妹妹读书用的书桌还在，现在搬到了书屋里。令我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爸爸和妹妹坐在那看书，而我就在旁边玩，有
时候爸爸会叫我看书，我随口答应两句就跑出去接着玩了，现在
想起来还是有些后悔。”布仁苏乙拉说。

尽管布仁苏乙拉觉得自己并不是“完美的儿子”，但他
在 2011 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时，蒙古语文轻轻松松获得了
非常高的成绩，布仁苏乙拉觉得这得益于这间书屋和家人潜
移默化的影响。

“以前看书少，后悔也没用了，现在开始多看书。”布
仁苏乙拉大学毕业后并没有在外找工作，而是回到家里帮助
身体并不太好的父母照看草场和饲养的 30 多头牛。

“现在的手机和网络影响太大了，看一会儿书不自觉地就
想玩手机。”布仁苏乙拉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但他说自己已经
把手机里的各种游戏卸载了，想要认真地看看书了。

2014 年 6 月，图门巴雅尔在旗蒙古族小学和蒙古族中学
开展了为期一年的有奖读书活动，对在一年之内能够阅读 100
本书的学生奖励 1000 元。他说：“只是想用这种办法带动牧
民群众养成看书的好习惯，让大家在经济上富裕的同时，精
神上也富足起来。”

这些年来，这间小小的书屋成了当地牧民知识的加油站，
悄悄地改变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引领着牧区的新风尚。昔日握
惯了套马杆、牧羊鞭的手，如今也拿起了散发着油墨香的书
本。

在图门巴雅尔的书屋里，有很多书的版权页上都写上了一行
蒙古语和一个时间段，写的是“某人于某时间段读过此书”，名
字的落款大多是图门巴雅尔和女儿唐斯嘎。布仁苏乙拉下定决
心，要让自己的名字也慢慢地多起来。

靠养牛为生的蒙古族牧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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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年留在了中国，儿子爱上吃米线”

携妻儿在云南扶贫行医的德国医生
新华社记者沈忠浩、胡小兵

“舍不得离开云南，回到德国反而不适应了，儿子不喜欢
吃面包，爱吃米线……”德国医生埃克哈特·沙夫施韦特 13
日在法兰克福讲述了他的中国故事。

当天，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举办第一期“对话总领事”
活动，沙夫施韦特是作为嘉宾参与对话的首位德国友人，他有
一个中文名字“夏爱克”，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夏医生”。

2001 年，夏爱克携妻儿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在云南偏
远地区行医、扶贫，一待就是 15 年，并且深深爱上了这片与
德国相隔万水千山的东方热土。

“我的中年留在了中国。”夏爱克深情地对中国驻法兰克
福总领事王顺卿和现场观众说：“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一切

都是缘分。”
初到云南，夏爱克还没心思饱览秀美的自然风光，就已

为难懂的语言犯了愁。他坦言，适应语言文化环境和风俗习
惯是十分严峻的挑战，“我当时觉得可能一辈子都学不会中
文。”

然而，当地人民的真心、热心和耐心给了夏爱克莫大的
信心和支持。在最早安家的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夏爱克
和家人感受到来自同事和朋友亲人般的温暖。

“无论逢年过节，还是有亲人结婚、盖房子等，当地的
朋友都会邀请我一起去。”夏爱克说，当他中文表达有困难
时，身边的朋友都会耐心地鼓励他“慢慢说”。

在夏爱克看来，云南人民真诚的欢迎和包容是支撑他在
那里扎根 15 年的重要原因。

15 年间，夏爱克的足迹遍及鹤庆县、红河县、建水县
等诸多偏远地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作为医生的他不
仅亲自接急诊，给当地居民看病，还办起了培训班，帮助培
训当地的医务人员。

不仅如此，夏爱克还利用有限的时间参与了云南当地多
个扶贫项目，其中一些与医疗并无关联，例如修水井、修沼
气池，还有他津津乐道的“借羊还羊”项目。

谈及扶贫，夏爱克尤感欣慰。 15 年间，他目睹了云南
当地教育、医疗的巨大变化。

“来中国 4 年后，我第一次返回德国度假，感觉我的家
乡和过去一样，丝毫未变。”夏爱克说。不过在结束 3 个月
假期回到云南时，他惊讶地发现新房子多了、红绿灯多了、
医院的各个科室都配上了电脑……

中国的日新月异让夏爱克一家总想回去看看。今夏，夏
爱克的儿子计划去武汉实习，女儿则打算去中国的孤儿院做
志愿者。在云南的成长经历让兄妹俩对中国的生活充满向
往，他们身上也寄托着夏爱克回中国的愿望。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夏爱克的故事
恰是中德民心相通的真实写照。他说：“离开德国时，我舍
弃了亲人和朋友、饮食与爱好，还有专业的工作环境。但我
在中国收获了更多友谊。”

2017 年适逢中德建交 45 周年，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
系将面临新的发展契机。王顺卿说，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
希望通过“对话总领事”系列活动，分享领区内德国友人的
在华经历，进一步促进中德民间交往。

新华社法兰克福电

航航拍拍的的““草草原原书书屋屋””（（22 月月 1155 日日摄摄））。。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连连振振摄摄

▲ 2 月 15 日，道·图门巴雅尔（右）为牧民呼格吉
勒巴雅尔选书。 新华社记者任军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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