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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6岁的邹光忠从新
化入伍至东莞。一个偶然的机会，
被分配到野战医院学化验。

面对一堆试管、 量杯、 显微
镜， 只有初二文化的他懵了。 从
此，他迷上了买书、看书，走上了
艰辛的自学之路。

1983年，邹光忠从广西某航
空部队政治处主任任上，转业到
冷水江市有色地质246队。 6口之
家，拖了一车行李、一车书。

转业后，邹光忠开始大量收
藏书报。

他喜欢串门，专门收集人家
丢弃的废书废报。每次出差开会，
他留心捡起被人丢弃的报纸杂
志。 旧书店、 废品收购站都是他
的“淘宝”之处，成斤论捆购买。

有一次，邹光忠生病躺在表
弟家床上，浏览着粘贴在墙上的
旧报纸，突然发现上面有一篇介
绍墨西哥节日的文章，喜出望外：
“老弟，我要在你家墙上戳一个窟
窿！ ”没等表弟明白过来，邹光忠
一把挖下了那张旧报纸。

1993年，邹光忠退休。 女儿
资助父母建了一栋小楼房， 邹光
忠取名“积微书屋”。

老两口约定， 家务由妻子打
理；邹光忠集中精力购书、藏书。
每到一个地方，他必去新华书店、
旧书市场。

他节衣缩食， 从不在外边喝
酒、住宿，骑着用了40年的破单车
外出买书，饿了就吃一碗素面。

2010年1月， 他去美国看望
小女儿一家。 54天的美国之行，
邹老带回了20多种中文、 英文、
韩文报纸，以及15公斤在美国古
董店淘来的旧书。店主巴恩斯说：
“大藏书家，把我们好多年没卖掉
的150年的古书都买走了。 ”

如今， 邹老已是岳阳藏书界
的“首富”，藏书数量居全国私人
藏书前茅。

他藏的书，出版时间横跨明、
清、民国和现代，仅明、清古籍就
有4000多册，各种辞书六、七千
册， 还有许多有地方特色的文史
书籍。 内容广博，种类繁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一套
39本，他前后收集10年，由于版
本不一，这套书上架后高低不齐。

《中国大百科全书》 一套73
本，邹老收集了30多年，目前收
集了68本。

2011年，邹老从一位旧书商
手里，购得乾隆年间出版的《御批
通鉴辑览》89卷，花费4000元。

“我是书痴、 是书虫、 是书
丐！ ”邹老自我评价道。

他忘不了朋友们对他的帮
助： 战友晏华震从新化寄来600
本书， 战友韩云华从天津给他寄
来500本书； 社区清扫街道的万
师傅， 经常将拾到的旧书报悄悄
放到他家门口； 还有一些旧书商
朋友，有什么好书，第一个打电话
给他。

2010年，著名诗人贺敬之为
他题词：“皓首穷经”。

2013年，著名教育家李燕杰
为他题联：“万里风云三尺剑，一
庭兰熏四壁书。”正是对他文化苦
旅生涯的总结与赞许。

诗人贺敬之为他题词：“皓首穷经”
教育家李燕杰为他题联：“万里风云三尺剑，一庭兰熏四壁书”本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彭新华

世上比黄金更贵重的， 永远
是知识；而读书，是获取知识的主
要途径。

一个读书人， 永远不会沦为
精神世界的卑微者。

邹老不仅藏书， 而且刻苦读
书，每天要学习十三四小时。

他读书分览读、粗读、精读3
种；览读只看纲目与内容简介，粗
读只将书看个大概。

“对教科书与文化经典，反复
精读，旁征博引，撰写学习笔记。
像《实践论》、《矛盾论》、《共产党
宣言》等书，我看过几十遍，做了
大量笔记。 ”

他说，书的雅致、书的睿智，
穿透岁月的烟尘， 浸润到读书人
的思想与灵魂。

60多年来， 他保留笔记本80
多个，800多万字。

他养成了摘抄卡片和剪报的
习惯， 把有价值的文章、 名言警
句、科普知识剪下来，分门别类装
订成册，如《科技史略》、《考古发
现》、《世界之最》、《战争史话》、
《人间奇闻》等。现已有300多本剪
报， 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百科全

书”。
现在，他被誉为“世界剪报最

多的人”、“捡破烂博士”。
腹有诗书气自华。
一辈子藏书、读书，邹光忠打

下了深厚文化功底， 开启了著书
立说新的征程。

摆在记者面前的手写本书稿
《世界节日大辞典》， 高5.8米，重
达50多公斤。

中国的春节有123种称谓，荷
兰的女王节、俄罗斯的知识日、日
本的全国厕所日……全世界220
个国家和地区1.5万个节日，在这
部巨著中，均可以找到答案。

为了编写好这部巨著， 邹光
忠除在自己藏书中淘尽所需外，
还从冷水江市图书馆借来160多
个国家的历史图书译本， 并多次
前往湖南省图书馆找寻辞典所需
资料，翻阅过上千部著作、几千种
报刊，终于写出了这部550余万字
的辞典。

1992年正月初五， 他抱着60
万字的补充书稿， 去广州洽谈出
版事宜，正好赶上南下民工潮。

一个车厢里挤上来一两百

人，邹光忠拼命护住纸箱，但还是
被人群挤散。 到达广州， 纸箱散
了，书稿碎了，心也碎了。

邹光忠不知道自己怎么回的
家，回来后心脏病发作，两次被送
到医院抢救……

专家认为， 这是全球第一部
完备的节日文化大典。 将这部书
出版， 成为他最大的祈望。

邹老先后编著了《中华的世
界第一》、《人体之谜》、《世界奇人
之谜》、《走街串户看美国》等17部
书稿1000多万字，已出版6部。 其
中《实用对联大全》获全国书展优
秀奖。

“全国自学成才优秀人物”、
“全国德艺双馨艺术家” 等荣誉，
见证和肯定了他的收藏事业。

成为名士后， 几乎每天都有
人来参观他的书。

记者打开厚厚的参观留言
本，从1996年至今，到访者累计达
1万多人。

邹老独特的经历， 让我们感
受到民间藏书的文化意蕴。 书籍，
让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 让广阔
的土地传承文明！

邹光忠在读书写作。 王相辉 摄

巴陵邹老：“我是书虫、书丐”

◎责任编辑 聂廷芳 版式编辑 周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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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店主：“大藏书家，把我们
好多年没卖掉的150年的古书都
买走了。 ”他藏的书，出版时间横跨
明、清、民国和现代，仅明、清古籍
就有4000多册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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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书稿、1000多万字，已出版6部。《实用对联大
全》获全国书展优秀奖，《世界节日大辞典》书稿
重达50多公斤

大隐隐于市。
岳阳市三眼桥鲤

鱼嘴社区，有个藏书家
邹光忠，其4层小楼、18
间房，堆积着他的全部
财富：11万册藏书。

今年4月， 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授予
邹光忠“书香之家”称
号。

“八一”前夕，70多
位文化人齐聚邹老家，
贺其80大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