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一次青年志愿服
务， 让一段尘

封了 80 年之久的红色
历史重新浮出水面。

“2015 年，我们在做
老兵口述史抢救性整理
志愿服务时 ， 总是听老
兵 们 提 及 ‘小 小 图 书
馆’，他们的青春岁月似
乎或多或少都和 ‘小小
图书馆’有关联 。 ”国网
舟山电力阿拉来嘞志愿
服务队队长李忆说 ，“当
时 ， 我们很好奇 ，‘小小
图书馆 ’究竟在哪儿 ，有
些什么故事？ ”

News新闻
２０21.8.3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13

“小小图书馆”：

一段尘封 80 年的历史如何被激活

“小小”青年大作为

经过剥茧抽丝，李忆辗转托
人找到了“小小图书馆”第一任
馆长胡时杰的外甥女胡亦男。

时光回溯到 1937 年，卢沟桥
事变爆发，抗日烽火迅速燃遍全
国各地。“八一三”淞沪抗战后，
为躲避战乱，20 岁的胡时杰从上
海回到家乡浙江舟山定海。

一腔热血的胡时杰在当时
的《舟报》上发表评论痛陈时弊、
宣传抗战，很快结识了定海一批
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 陈维周、
陈维城、陈达夫、江厥成、李松
年、李隆华……这些青年才俊在
1936 年开始就组织了一个秘密
读书会。 他们在陈维周家集中了
一批书籍和上海抗日救国会寄
来的刊物，只限内部流通，并不
公开对外。 会中各人可以到他家
去取阅， 以练习本为借阅簿，自
行登记。 这就是“小小图书馆”的
雏形。

1937 年 10 月， 他们将集中
在陈维周家中的图书搬迁至定
海县前街 13 号胡时杰家中，“小
小图书馆”正式成立，由胡时杰
任馆长主持日常工作。

“那时候，‘小小图书馆’发
展很快，藏书从几百册一下子增
加到 4000 多册， 读者也从几十
位增加到近 2000 位， 后来这些
人大多数加入了革命队伍。 ”胡
亦男回忆，“1938 年 1 月，我们在
县前街的家比较小，适应不了越
来越多的读者，就搬到了现在这
里———城隍庙前 2 号”。

1938 年 10 月， 中共定海县
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小小图书
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秘密转
为正式公开。 当时它不仅提供图
书借阅服务，还印发报刊、开办
时事讲座， 宣传抗日救亡运动。
随着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大，“小
小图书馆”还在沈家门、岱山东
沙、白泉等地开办了分馆，建立
了流动的图书箱。

“当时‘小小图书馆’跟抗日
宣传队活动都是在一起的，与宣

传队一起下乡演出，演抗日的剧
目，教唱抗战的歌曲，把流动图
书也一起带下去。 ”胡亦男告诉
记者，“小小图书馆” 成立后，担
负起了唤醒民众、 团结人民和沟
通联络各地抗日组织的枢纽和桥
梁作用。 为了提高广大民众的抗
日觉悟， 他们兴办了两期民众夜
校，分识字班和职业青年教育班，
设国文、英文、尺牍、常识等课，让
家庭妇女、 失学青少年等都来夜
校读书识字，进行免费教学。每逢
周六的晚上， 图书馆或召开时势
讨论会，或举行文艺演出。

胡亦男说：“小小图书馆”在
饱受迫害的情况下坚持斗争，一
直坚持到 1939 年 6 月 23 日定海
沦陷。“小小图书馆”在民族危亡
时刻，起到了宣传群众、动员群
众和组织群众的重要作用，也团
结了一大批热血进步青年，锻炼
和培养出了不少抗日志士，同时
在传播马列主义方面起到了积
极作用，这里也将成为我们永恒
的抗战记忆。

胡亦男退休前是舟山市人
民医院的一名护士。 退休后，她
一直为“小小图书馆”奔走，整理
“小小图书馆”史料，希望能将这
段记忆保留下来。

2002年 5月 20日，在她联合
有关人士的推动下， 城隍庙前 2
号的“小小图书馆”遗址被舟山市
文物部门列为市级文物保护点。
遗憾的是，时至 2015 年，“小小图
书馆” 遗址在舟山知晓度微乎其
微，更别提知道其背后的故事。

“小小”故事最生动

李忆还记得第一次聆听胡
亦男讲述“小小图书馆”的曲折
故事，心潮澎湃，当即表示：“历
史不能断层， 红色基因需要传
承。 这些红色故事是最生动的教
材，每一段真人真事，才是红色
火种生生不息的燃料。 ”

李忆找到浙江海洋大学东
海科学技术学院团委书记孙昕
皓、定海区志愿者协会相关人士
商量策划，希望能联合起来一起
为“小小图书馆”做点事情。

由此，“小小” 接力 担当传
承———“小小图书馆” 红色文化
传承志愿服务项目孕育而生。

项目开始前，李忆首先带着
志愿服务团队做了一次调研，发
现舟山全市中小学生对“小小图
书馆”的知晓率仅为 5%。

调研还发现，“小小图书馆”
缺少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和挖
掘，随着革命前辈的老去，这些
故事面临被埋没的危机；“小小
图书馆”旧址为私人住宅，由于
各种原因， 无法在旧址复原；仅
靠胡亦男等一些老前辈进行义
务宣讲，局限性较大，传播力度
有限，青少年很难产生共鸣。

李忆认为，“改变现状，必须
经过‘认知-认同-践行’三步。 ”

为此，项目确立志愿服务由
老（党员）志愿者、多支青年（团

员）志愿者、少年（红领巾）志愿
者组成的庞大志愿团体，一方面
深入挖掘“小小图书馆”的精神
坐标，寻访与“小小图书馆”相关
人士，搜集资料，录制口述故事；
另一方面协助舟山新四军研究
会推动“小小图书馆”（新馆）建
设工作。

“青少年既是红色精神熏陶
的接受者，又能成为最活跃的传
播者，我们的项目要实现传承与
被传承的‘合二为一’。 ”李忆说，

“我们的目标是面向舟山市中小
学生播种‘小小’，接力‘小小’，
实现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

如今，80 多岁的胡亦男作为
“小小图书馆” 红色文化传承志
愿服务队员，格外忙碌，时常出
现在舟山市各中小学校、各大中
小企业作讲座， 每次受邀讲座，
她都要提出不接送、 不吃饭、不
收费（“三不”）要求。

胡亦男说：“既然了解了这
段历史，就有义务把它讲给更多
的后人听。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我很感谢上一辈的老
同志， 也时常被他们的精神感
动，我有一种责任，要把他们以
前的革命历史给留下来，为后代
做一个榜样， 要做好这块工作，
要讲好中国革命的故事。 ”

2016 年，筹备 1年之久的“小
小图书馆”新馆，正式免费开放，
这里展示的 115 册旧馆藏书，都
是“小小图书馆”志愿服务团队通
过“走征寻访晒” 的方法征集而
来。6年来，项目还采集了 20位老
兵故事， 形成 12400 分钟的口述
视频， 为舟山市储备历史文献资
源。如今，位于舟山市图书馆四楼

地方文献部的“东海小小图书
馆”展厅，是舟山红色教育基地，
也是舟山人民网红打卡地。

同时，这些历史钩沉的真人
真事，被编制成了一批“小小”经
典作品集，还创作出了“小小图
书馆”原创歌曲、漫画、动画片和
一批郭沫若题词印章等周边产
品，在舟山乃至全国传递。

一个青年志愿服务项目，让
“小小” 种子孕育出强大的精神
动力，实现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担当“小小”接力棒

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学技
术学院是志愿服务项目发起方
之一， 孙昕皓告诉记者：“‘小小
图书馆’ 志愿服务项目从 2015
年启动以来， 学院共有 5400 多
名在校大学生自愿参与过这个
项目。 他们参与志愿服务的过
程，本身也是一次很有意义的红
色教育，很多同学毕业后，谈及
在舟山读书的经历，还会很自然
地说起舟山定海有个‘小小图书
馆’。 ”

王岚是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
学技术学院一名在校大学生，她
是在一篇微信推文中初识“小小
图书馆”，后来发现学院有这个志
愿服务项目，就赶紧报名加入。

王岚的志愿服务内容是资
料整理，“文字的力量或许薄弱，
却划下了无法磨灭的一段痕迹，
很荣幸跟着胡亦男奶奶重新探
索这一段历史，当翻开那泛黄的
手札的一刻，我才真正感受到那
一段热血沸腾的历史。 ”

王岚告诉记者，至今还记得

胡亦男奶奶说过的一句话，“我
从小是在‘小小图书馆’长大的，
继承和传承好‘小小’精神是我
的责任与义务。 ”

“胡奶奶的这句话，时常萦
绕在我心间，我们应该担起时代
使命，将这些逐渐被时间掩埋的
历史继续讲下去，或许我们的力
量是薄弱的，我们做的或许微不
足道，但请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 ”

和王岚不同，魏佳艺、王达、
杨晓栋、周曦等很多同学是参加
志愿服务项目后，被“小小图书
馆”的故事震惊了，才知道曾经
有这么一群青年在舟山定海以
书会友，读书图强，为民族救亡
孜孜不倦地斗争。

对于少先队和团员中，“小
小”精神则是一种日用常行。

“小小图书馆”青年志愿服
务项目通过线上打卡， 每月评
比，开展我来讲小小故事、我来
演小小英雄、 我来答小小历史、
我来帮小小做事等“四个我来”
行动，让少先队和团员在先行先
做中与“小小图书馆”结下不解
之缘。

线下还走进中小学校开展
宣讲活动， 通过看一部动画、听
一个故事、说一句感想、答一道
问题、演一个角色、绘一幅作品
等“六个一”活动，让“小小”的信
念之花朵朵绽放。

“我特别喜欢‘小小·讲故
事’的漫画书，还见过头发花白
的老爷爷，他们斗智斗勇，是我
心目中的盖世英雄！ 志愿者哥哥
姐姐们，带着我们看动画、听故
事，扮演英雄角色，阅读打卡通
关，志愿者哥哥姐姐们还让我们
1-3 年级的小朋友画出小小图书
馆，4-6 年级的小朋友写 100 字
的感受，我们对‘小小’两字有很
多想法，我们作为小学生为了祖
国一定要好好学习。 ”舟山市定
海区舟嵊小学三（2）班王赠宁告
诉记者。

2020 年 4 月，“小小图书馆”
正式写入乡土教材，成为全市小
学生德育必修课。

目前，舟山全市中小学生对
“小小图书馆” 的知晓率从 2016
年的 5%， 上升到 2019 年 8 月的
94%。 全市中小学生基本都能正
确回答舟山的抗日起点是“小小
图书馆”，“小小图书馆” 的旧址
在定海县前街、新址在舟山图书
馆四楼，“小小图书馆”的第一任
馆长是胡时杰，还有 250 余名红
领巾讲解员接过“小小”接力棒，
担当“小小”传承人。

暑假来临，李忆和志愿团队
更忙碌了，“今年恰逢建党 100
年，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志愿服
务更应该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
色血脉，讲好红色故事，我们准
备带‘小小图书馆’项目走进社
区，让中小学的团员和少先队员
在暑假期间也能浸润在‘小小’
书香中，传承红色精神。 ”

（据《中国青年报》）

“小小图书馆”第一任馆长胡时杰外甥女胡亦男

部分中小学校在“小小图书馆”旧址开展研学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