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

式（习近平语）。 赵光 刻

万余本书籍、300多幅名家寿字，260本剪报集，120张古今中外地图……

古稀老人嗜书如命
家庭书屋堪称“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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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景，78 岁， 家住
北小汪家属院。无论谁
来到他的家中，第一印
象便是走进了图书室
和书法名家陈列馆。

200 平 方 米 的 室
内，几近一半面积被用
来摆放各种书籍。在他
家客厅东侧是一间书
屋， 硕大的书柜上，辞
源、辞海、文史地理各
种字典、词典；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伟人名
著整齐地码放着；地方
志探讨方面的内容更
是样样俱全，历代顺德
府志、 邢台各县（市、
区）的地方志，这儿都
有。

行至三层阁楼，满
眼都是对联、书籍。 里
间已建档的 260 本剪
报一下子吸引了记者
的目光，分为国际国内
新闻、文化艺术、体育
奥运、 反腐倡廉等 28
类。

霍景剪的第一张报
纸，是 1959年 4 月 6 日
从《滏阳日报》剪下一篇

“科学种棉花”的文章。没想到，
在棉农种棉时， 还真派上了用
场。于是，他开始在各报刊上搜
集资料。至如今，他共剪报数千
篇，千万余字。

在霍景家中，记者还看到
了难得一见的 200 余份古今
地契、分单以及印花。 其中，
不乏乾隆年间、嘉庆年间、道
光年间以及咸丰年间的。

然而，霍景视若珍宝的则
是多年收藏的字画。 其中，有
邢台书法名人写的上千个

“寿”字，集 110 名书法家作品
500 余件。“张鹤龄书法‘三字
经’原稿，已在台湾出版，有人
出高价买真迹，我没舍得卖。 ”
霍景介绍。

[人物名片]

霍 景 ，78
岁， 邢台县潭村
人， 家住北小汪
家属院。1959 年
邯郸农业专科学

校毕业。 霍景老
人一生酷爱收集

各种书籍、字画，
并有多篇论文发

表。其中《新方志
编纂探论》31 万
字 （中国文史出
版社出版），获省
方志一等奖。 霍
景 名 字 被 列 入

《中国当代方志
学者辞典》。

荩嗜书如命：不吃不喝但不能不买书
“不抽烟、不喝酒，他这一辈子最大

的爱好就是书。 ”霍妻徐先堂介绍，对于
丈夫的这一爱好，大多时候她是支持的，
但也有例外。

那是 90年代初的一个秋天，他俩进
京观光。 谁知，头一天逛了天安门后，第
二天他便把老伴一人扔在旅馆里自个儿
去了书店。 晚上回来时，带了一摞子书。
第三天一大早又溜了出去，晚上回来，照
样买回来了不少书籍。

“难得出来一趟，咱给孩子买点吃的
吧！ ”回邢前，徐先堂建议。 不料，老霍却
面露尴尬。 原来，因为买书，他已分文不
剩。“要不是我手里还有点钱，连回来的
路费也没了。”尽管过去多年，但这件事，
徐先堂却久久不忘。

地图，是一个城市的缩影，不同年代
的地图反映了一个城市的变迁。 在霍景

珍存的 120张地图当中，邢台的最全，不
仅有明、清时期的，还有民国初年的。 近
代的地图更多，有政区图、水资源图、气
象变迁图等，其中一张 1942年的邢台城
关全景图尤为珍贵。

那是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常爱逛书
摊的霍景在小黄河边上的一个书摊上闲
逛。 忽然，他在一个书堆里发现一张旧
地图，仔细一看是一张 1942年的邢台老
图。 卖主要价 3元，当时，他一个月才挣
40元。 可在他眼里，别说 3元就是 30元
也值。 于是，他毫不犹豫，花 3元钱买下
了这张“宝图”。

因为好买书，如今，在桥西元街摆摊
卖旧书者十有八九都认识霍景。不但买，
还捡。 哪怕是在街上看见一破旧的小台
历他都要捡回来，用他的话说：“那上面
有知识百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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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津地理买卖杂
字》云：“天津卫，有富
家， 估衣街上好繁华。
财势大，数卞家，东韩
西穆也数他。 振德黄，
益德王，益照临家长源
杨。高台阶，华家门，冰
窖胡同李善人。”“长源
杨”即杨春农所在的杨
家。

杨家原籍陕西长
安府，明代迁居浙江杭
州，后来津经商，开办
有银楼和钱庄。清咸丰
年间， 杨家取得武安、
涉县、邯郸、磁县等地
盐引， 以经营官盐致
富，乃购置宫北大街一
处宅院，为“杨成源”盐
店及住宅。杨春农是杨
家到宫北居住的第三
代，因经营有方，除原
有产业外，还开办典当
行、粮栈、木行等，终跻
身天津八大家行列。

杨春农虽为富商，
却好藏书、读书，其书
斋名为“还读书斋”。他
天性淡定， 不求功名。
虽为秀才，却不参加科
举，虽选部郎，却不赴
官任， 自称盟鸥园主
人。 宋戴复古《子渊送
牡丹》诗云：“海上盟鸥
客，人间失马翁。”可见
杨春农的别号有自喻
退隐的含义。

杨春农是位有特
点的藏书家，“性嗜异
书，家多秘籍”，收藏的图书“富甲一
郡”。 高凌雯《志余随笔》谈论天津藏书
家时云：“杨公春农庋置满架， 中有宋
版《史记》。 ”司马迁《史记》原稿早失，
自汉至唐皆为写本， 宋淳化以后始有
雕版。 宋朝多次雕印《史记》，但也多数
亡佚，目前存世最古最完整的《史记》，
是国家图书馆藏北宋版《史记》及日本
藏南宋版《史记》，可见杨春农的书多
么珍贵。 当时许多人见过杨氏藏书，乡
贤王守恂评云“入崔子之室，登邺侯之
堂，漱润含芳，涵腴蓄采”。其中“邺侯”
典出自韩愈诗：“邺侯家多书， 架插三
万轴。 ”可见其藏书量大且精。

杨春农不仅藏书， 更喜欢读书，
“当夫春花秋月，暑榻寒灯，一卷自随，
百端不理，远探经苑，旁涉文林”。 他自
幼强记博闻， 凡四库所著录， 任举一
书，大抵能言旨趣。 他虽然有钱有势，
却不骄奢淫逸， 日居斗室与三五知己
谈古论今。 好友姚学源日记中，时有在
杨家谈诗论文的记载。

杨春农注重对晚辈的教育， 出资
创办有天津私立第一小学。 严范孙青
少年时期，就曾受知于杨春农。 杨春农
很少作诗文， 但闻有好的谜语必记录
下来，他自己也很喜欢制谜。 杨春农去
世后，其搜集制作的谜语，由严范孙整
理，题名《绝妙集》，交书商刊印。 书中
有王守恂、严修的序跋，还有杨光仪、
徐士銮、郭恩第等的题词。 全书共分三
十五目，收谜语数千则，多为文谜，即
以经史中的词句为谜底。 从目录上看，
谜底多涉四书五经、《史记》《汉书》等，
可见其腹笥之丰。《绝妙集》印行后颇
受欢迎， 所收谜语今天看起多艰涩难
懂，却为谜史研究者提供了资料。

（崔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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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以书会友：家庭书屋变身“图书馆”
霍家收藏书报资料多，渐渐地，这一

消息不胫而走。 越来越多的人来霍家看
书、借书、查找资料，其中，不乏诗人、书
法家以及大学教授等。

邢台学院拍百年校史， 需要找十几
本线装书，霍景二话没说。邢台县有关部
门来寻西部山区历史资料， 霍景热情相
迎。随着文化进社区活动的开展，霍景主
动向社区提出， 愿意将自己家作为文化
宣传阵地，希望更多人前来充电学习。

霍景经常说，藏书不是目的，让宝贵
的文化知识灵活利用起来才是最主要
的。 为此，他不但欢迎其他人来看书，一
生爱书的他从没有停止过学习。

曾经， 年近花甲的他为了学好古汉
语，他到邢台学院拜师学习。还跑到本市
一所中学听老师讲解古汉语。

即便是退休这么多年， 他从来都没
有放松自己， 每天上午 8———9点钟，博
览群书。下午 1———2点，浏览各地报纸，

对于有保存价值的信息进行剪辑、整理。
“读书使人越来越聪明，一天不读书不看
报，眼前一片黑。 ”这句话成了霍景口头
禅。

正因为他酷爱学习， 书不仅让他
获得了知识，得到了快乐，更让他有
一种成就感。 多年来，他先后写作出
版了《邢台交通游览图》、《邢台市农
业土特产名录》、《人生宝典》、《人生
成功秘诀》等 10 本书。 其中，他编写的
《新方志编纂探论》曾荣获河北省方志一
等奖。

为充实家庭教育知识， 提高全民素
质，在老伴大力支持下，霍景还从子女给
的赡养费中挤出钱来，印制了《嗜墨斋藏
真集》免费送给众书友。

采访结束， 午后的阳关透过窗户投
进屋内，桌子上“藏书为富 爱字不贫”

“文明使者 精神富豪” 两幅字熠熠生
辉。

本报记者 尹彩红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