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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雅的
疯狂
书·书店·图书馆

世界读书日之际，你在想什么？
太久远了，几乎想不起最初识字的

兴奋。我们是怎么开始识字的？是姥
姥、妈妈，还是幼儿园老师，手把手一笔
一画，再加上一点儿无师自通？只记得
每多认识一个字，世界就变清晰了一点
儿。每打开一本书，世界就变得宽广了
许多。阅读在我们和前人的经验之间
打开了通道。

远离书的生活大概是大同小异的，
闲暇时每个人都沉浸在手机中。所谓
的吃饭聚会就是坐在一起玩手机。浸
泡在书里的日子已经过去很久，不记得
上次用笔写字是什么时候。这种日子
过久了，人就变得彷徨无依，好像飞久
了的鸟需要找一个树枝歇息。对我来
说，图书馆、书店就是这样的栖息地。

曾经最爱逛的地方是书店。大型
连锁书店灯光明亮，林立的书架排满了
墙，按主题分隔开。书店有沙发，空气中
飘散着咖啡的味道。独立小书店在城市
街道的转弯处，在面包店、便利店的隔
壁。推开油漆斑驳的木门，走过吱呀作响
的地板，爬上一人宽的楼梯。狭窄的空
间，近到闻得见纸张油墨和灰尘的气味。

在电子书越来越流行的年代，全世
界的书店日子都不好过。《岛上书店》

（［美］加布瑞埃拉·泽文 著 孙仲旭、
李玉瑶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从
独立书店老板的视角写道：

“世界上的好东西都被一点儿一点
儿地割走了。首先是唱片店，接着是录
像带出租店，然后是报纸和杂志，现在
目光所及的处处，就连那些大型连锁书
店也正在消失。在他看来，唯一一件比
世界上有大型连锁书店更糟的事是世
界上没有任何大型连锁书店。至少大
型书店卖的是书，而不是药物和无用的
废物！至少在那里上班的一些人拥有
英语文学的学位，知道怎样读书和理
书！至少那些大型书店能够卖一万本
出版社的垃圾书，而小岛书店也能卖一
百本文学小说！”

和小岛书店老板的观念不太一样，
我认为数字化并非传统书店的敌人。
每一个新技术诞生之时，人们都以为老
的形式会被取代。比如摄影之于绘画、

电影之于舞台戏剧、唱片之于现场音乐
会，然而事实上并没有。

《查令十字街 84 号》（［美］海莲·汉
芙 著 陈建铭 译 译林出版社）写
道：“致力消弭空间、时间的距离纯属不
智亦无益。就在那些自以为省下来的
时、空缝隙里，美好的事物大量流失。我
指的不仅仅是亲笔书写时遗下的手泽无
法取代；更重要的是，一旦交流变得太有
效率，不再需要翘首引颈、两两相望，某
些情意也将因而迅速贬值而不被察觉。
我喜欢因不能立即传达而必须沉静耐
心，句句寻思、字字落笔的过程。”

任科技日新月异，但日光底下并无
新事。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书店的本质
就是知识、文学、思想、交流的集散地。
不管哪个时代，人类都有此需求，更随
着冰冷疏离的数字化时代而变得愈显
珍贵、无可替代。如今的人们渴望能看
到、摸到、闻到，和活人互动成为稀缺体
验，渴望实体交流的场所。这恰恰是电
子书的硬伤。

所以作为有着大大高于电子书的

优越性的书店不必自惭形秽。书店能
提供质感、触感、视觉、社交、咨询的功
能。书店能把有共同爱好的人吸引到
一起。在文学书架前，哲学书架前，旅
游、社会田野调查书架前默默翻阅的背
影，就是豆瓣阅读兴趣分组标签下活生
生的人。

书店应该有具备专业素养的店员给
买书人荐书，这比网上自行搜索更有启
发。书店应该兼卖咖啡、轻食品⋯⋯

书店能提供音乐、沙发、灯光和有格
调的装潢，是上班族下班后的灵魂放松
处，是幼儿学习、老人休憩、情侣约会的
地方。书店能举办打折日、主题日、亲子
日。从颜色、服装、视觉上，营造一个与
自己家和上班场所不同的氛围。正如

《偷书贼》（［澳］马克斯·苏萨克 著 孙
张静 译 南海出版公司）中写道的：

“到处都是书。每堵墙都被一尘不染的
书架挡住，书架上堆满了书，几乎都看不
见墙上刷的漆了。有黑色的、红色的、灰
色的，各种颜色的书，书脊上印着各式各
样、大小不一的字体。这是莉赛尔·梅明

格见过的最美丽的景色之一。”
毋庸讳言，书店和网店相比，天生

弱势是成本，书店有租金和员工费用加
在成本里。但网店也需要强大的网页
建设、维护和商品运费。实体书店的员
工虽然看似增加支出，但如果员工具备
专业性、亲和力，甚至那悦目的制服所
提供的附加值都能比网店更有冲击力。

旧书的价值不仅仅是便宜，老排版
装潢甚至字体印刷都满足人的怀旧感，
好像翻看老相册、看老电影。更好的是
能接触纸质，时空被压扁到零。同一本
书被半个世纪的人抚摸过，这体验完全
不是电子书能提供的。

电子阅读、手机阅读无法取代沉浸
式阅读。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碎片化阅读
对深度思维、专注力的妨害。每天刷手
机上瘾，纸书有宝贵的隔断效果。看着
电子书会忍不住诱惑手指一滑就去了网
页，一两个小时浪费了如泥牛入海。

电子碎片化阅读对于获取信息等
“浅知识”很有用，比如热点新闻及其评
论、业界动态、生活百科、八卦娱乐等，

这是数码时代带给我们的便利。但对
于需要沉浸式阅读的书籍，比如经典文
学、专业教材，还是需要一段完整的不
被干扰的时间，才能让自己思考和吸
收。前者不能取代后者。碎片化阅读
因其方便快捷但浅薄而比较像快餐。
它让人免于饿死，但一直吃快餐的人会
营养不良。碎片化阅读能让人极为方
便地获取信息，但也能让人信息负荷过
重，失去专注阅读和深度思考的能力，
并产生自己无所不知的错觉。

网店和实体书店并非势不两立，做
电子书起家的世界最大电子零售商亚
马逊，即便掌门人贝索斯和原配作家妻
子离了婚，但并不妨碍他开起了线下书
店。人们买了电子版，然后喜欢，再买
纸质版收藏也很常见。我读了《杀死一
只知更鸟》电子版后心情激动，Kindle
里面毫无质感的电子版完全不能满足
这种喜爱，只有买纸书收藏才算妥当。
在图书馆读了哪本书觉得好，也会买了
收藏，即使再也不会重读，但看到它们
伫立在书架上就会觉得自豪和满足。
这种拥有欲是电子书满足不了的。

我曾经在广州皇冠假日酒店一进
门右手边惊喜地发现一大片书架，它们
令本来已经生辉的四星酒店大堂多了
一种别处没有的气质。在那里我读完
了金宇澄的《繁花》。还曾经在美国机
场书店发现书架上每隔几本书就插着
一张卡片，抽出来一看，是店员对这本
书的简短读后感，用铅笔手写在卡片上
并署名，这让我立刻对这家书店的经营
品位起了敬意。芝加哥一直在倡导

“本年度的书”的活动，每年会推荐一
本书给全城的人阅读讨论。在越来越
行色匆匆、快得让灵魂追赶不上的时
代，这些都令人感动。

世界读书日之际收到主编布置的
作业，二十分钟之内我从网上下载了
四本关于书店的书。世界上同时无数
人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我们爱书，爱
书店，但我们也加速了书店的灭亡。
然而写完这篇文章之后，我又对书店
的前途有了新的信心，甚至想加盟一
家书店的管理经营。你呢？

（作者系旅美专栏作家）

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时代，，书店情结如何安放书店情结如何安放
李颂

一个人必须花上几个小时，甚至几天
的时间，在一个与世隔绝又美轮美奂的图
书馆中，去领会和迷恋它所带来的安逸的
独处。有些人将永远游离世外、流连忘
返，成为一个书痴，失去了探索真实世界
的欲望。另一些人则懂得如何在图书馆
中寻找知识，以及运用知识的方法。

图书馆的历史源远流长。就西方
世界而言，在古希腊，皮西斯特拉妥在
公元前 560 年兴建了第一座公共图书
馆。古希腊的书籍都是写在莎草纸上
的，在古典时代，那里有图书集市、书
店、抄写员的工作坊，还有公共和私人
图书馆。但是，通常认为古希腊世界最
宏伟的图书馆坐落在古亚历山大城。
它近乎神话般的极高声誉在被大火毁
于一旦后仍然持续了许多年。这种声
誉不是建立在建筑的宏伟之上，而是基
于它传播知识的重要工具性作用。托
勒密·索特，可能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同
父异母兄弟，他统治着埃及，还有一些
地中海和爱琴海的岛屿。为了将自己
的都城变成希腊世界的中心，托勒密设
立了一个供奉缪斯女神的地方——一
座博物馆。在那里，诗人、哲学家、学
者、数学家、学生和神职人员可以思考

和交流想法，书写和创作。一个迅速发
展的图书馆任由他们使用。它很快便
拥有了20万份莎草纸抄本，到了公元2
世纪末这一数量可能达到了 70 万。有
许多关于这座图书馆终结的记载——
也许是在公元前 47 年被焚毁，也许是
在公元 391 年被狄奥多西大帝摧毁，也
许是在公元 640 年被土耳其人焚毁。
2002 年 4 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资助下，新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正式落
成——使这一伟大的遗产得以复兴。

亚历山大图书馆时刻都在提醒我
们，所有人类的努力都像生命体一样是
有机的——它们产生出来，开始生长，最
后死亡。只要图书馆还有用并且还在被
使用，它就会继续发展下去。重要的修
道院图书馆就是这种情况，自11世纪开
始，它们在全欧洲遍地开花。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里，它们是存放知识的地方，
每个人在这里不仅可以学习教会神父的

作品，而且还有希腊和拉丁世界的哲学
家和阿拉伯学者的著作。这些图书馆是
天主教会建立权威的有效工具。它们经
历了宗教战争，并且在反宗教改革中取
得了胜利，但却在 19 世纪初几近消亡。
如果说过去的学问中心是修道院，那现
在的中心则变成了大学。在中世纪晚
期，罗马天主教会与有影响力的人文学
者及席卷整个欧洲的科学运动的对立，
还有其对启蒙运动的排斥，逐渐让哲学
家、学者和学生远离了它们。17 世纪
初，王侯贵胄们，如马扎林和奥地利皇帝
查理六世，向公众开放了他们的私人图
书馆。大学与宗教统治集团之间的关系
土崩瓦解，开始（以不菲的开销）建造规
模宏大的图书馆，比如那些位于剑桥、都
柏林、科因布拉和博洛尼亚的图书馆。
最终在19世纪，国家和城市开始建造大
型图书馆，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对公众
开放的，并且基本上包容了所有的知识

领域。今天，一个国家的智识声誉依然
建立在图书馆的网络上：在多大程度上
被使用，管理水平怎么样，以及是否实现
了数字化。文化，从最宽泛的定义上来
看，最终为每一个人所有。

《世界上最美最美的图书馆》（[法]
纪尧姆·德·洛比耶 摄 雅克·博塞 著
任疆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里所呈现的
伟大的图书馆当初全都是为精英阶层
所建，这也部分解释了它们宏伟壮观的
建筑和精美绝伦的内部装饰。这些图
书馆建于学问在少数人中蓬勃发展、普
罗大众却愚昧无知的欧洲。即便是当
查理六世以令他同时代人无比震惊的
方式向（几乎所有）公众开放他的图书
馆时，他仍然拒绝向那些“不学无术之
人、仆人、游手好闲之人、喜欢吹牛的人
和喜欢围观看热闹的人”开放。在剑桥
的三一学院，由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
建造的图书馆为研究者提供了无与伦

比的场所，但必须说的是，这个学院（以
及图书馆）当时只对英国上流贵族的子
弟开放。因此，图书馆既是一座文化宝
库，也是反映文化的一面镜子。

50年后，我们的图书馆会变成什么
样？我们还会继续建造甚至更大的建筑
去存放来自全世界浩如烟海的书籍、杂
志、影音、照片，还有电影吗？极有可能，
计算机会完全取代图书馆——至少如我
们现在所认为的那样。首先是一个国家
的服务器，然后是整个欧洲的，最后是全
世界的数据中心，能够接入千家万户，从
而取代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学生、研究者、
作家和学者齐聚一堂的那些无与伦比的
阅览室。未来注定会光彩熠熠，但偶尔
也会引发我们对过去的怀旧之情。

这本书为您呈现了全世界最美丽
的 23 座图书馆。这些图书馆由那些执
着于保存和传递知识的人设想、建造和
装饰。修士、修道院院长、国王、专业学
者、资助人等全都参与了西方世界对智
识的追求，并为今天的我们作出了贡
献。即使仅仅出于这些原因，我们也应
当感谢他们，并向他们致敬。

（摘编自 《世界上最美最美的图书
馆》导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图书馆之美
[法] 雅克·博塞

《阅读：存在的风格》
[法]玛丽埃尔·马瑟 著 张琰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书赏

文学如何影响存在，阅读如何影
响我们的存在风格？玛丽埃尔·马瑟
带领我们穿越法国文学的长廊，遍览
普鲁斯特、萨特、罗兰·巴特等作家兼
读者的叙事风格和阅读体验。文学
的风格就是栖居于世界的方式，它给
予生活真正的形式建议：“风格的选
择，永远是价值的选择，是个人所持
有的对某个世界的选择。”

阅读是一种风格化行为，孕育
着主体自由存在的可能。开放的要
求是阅读的真正动力，追随新的作
者即追随新的可能，激发着读者那
找寻的快乐或被俘获的愉悦。阅读
中自我与自我形式的对抗产生出新
的塑形，自我风格与其他风格的碰
撞促成了精神生活的风格化。

《偷书人》
[美]大卫·E.费什曼 著 姚丽蓉 译
西苑出版社

本书讲述了犹太平民如何从纳
粹和苏联手中，通过藏匿、掩埋等方
法而拯救出无数罕见的书籍和手稿，
最终偷运出境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
事。它关于英雄主义和斗争，关于友
情和浪漫，关于坚定和奉献，其中包
含着这些平民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去
拯救人类最后的文学和艺术的无畏。

本书有着来自犹太人、德国人和
苏联人的文件资料，包括当时的日
记、信件、回忆录和作者对曾经参与
过这起事件的数位当事人的采访记
录，重现了一群在维尔纳（“立陶宛的
耶路撒冷”）的诗人和学者走上游击
队员和“走私犯”道路的勇敢行为。

书店一景书店一景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本报讯（记者 却咏梅）第 24
个“世界读书日”当天，国图将举行
一系列特别活动、线上线下互动活
动、现场活动等。如第十四届“文津
图书奖”揭晓；“国图公开课”以“先
生的书房”形式，推出社科类、科普
类两场大家主题演讲；“经典·诵读”
亲子活动组织 15 组家庭走进国家
典籍博物馆，以主题参观和吟诵等
形式，为读者提供生动有趣的传统
文化沉浸式体验。

此外，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国图
将举办“激活经典 熔古铸今——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专题展
览”，精选国家图书馆藏善本（即该
套丛书原典录文版本）、普通古籍等
共计 33 种，配以《中华传统文化百
部经典》已出版的15种图书展出。

国图举办多项活动
庆祝世界读书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