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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起，书店待售的
图书大都被塑封包裹得严严实
实，读者只能看书封，不能拆
阅，似乎成了约定俗成的规矩。
图书，真的有必要塑封吗？

不可否认，塑封有利于保护
图书。它使得图书无论是在运输
还是售卖过程中，皆可免遭污
损，保持良好品相。

但塑封的存在，不啻于在读
者与图书之间设置了一道屏障。
一本书究竟合不合读者之意，起
码要大致翻一翻才能约略知晓内
容和文字风格，可因了塑封阻
隔，翻阅愿望化为泡影，这在一
定程度上打消了读者购买的欲望。

过去诸多商场货柜林立，顾
客想要购买中意商品必须由售货
员递送，促使许多书店早就实行
了开架售书。读者无论买不买
书，都可随意地走进书店，信手
拈起一本或匆匆浏览，或细细品
味，体现了书业中人的宽容大
度，一度颇受读者好评。如今，
超市、商场普遍都向顾客敞开怀
抱，图书售卖却多出一层塑封，
将自己封闭了起来。这种逆向变
化，有点弄巧成拙。

塑封也增加了图书成本。塑
封一本书约需两毛多钱，看起来
似乎不是多大的事儿，但在图书
出版持续增长，图书利润率愈益
下滑的今天，每本书若能节省这
两毛钱，集腋成裘，书业整体由
此形成的绝对节约额亦还可观。

图书是否采用塑封包装，还
涉及环保问题。众所周知，塑料
含有聚丙烯、聚乙烯等，是不可
降解材质，对环境的破坏作用不
言而喻，为了应对“白色污染”，
国家一再倡导尽可能减少塑料的
使用。图书大量使用塑封，既浪
费资源，又危及环境。

无论是从方便读者还是着眼
环保考虑，塑封这一“标配”不
要也罢。图书作为一种文化产
品，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阶
梯”，除了在内容上务求经典，装
帧、发行、销售等各个方面亦需
更多地体现出人文精神、文化意
味。

1997 年末，中华书局离开了繁
华的王府井大街，入驻当时还略显
冷清的丰台区太平桥西里一幢白色
的大楼。

此后近 20 年的时间里，四周高
楼渐多，人群渐密，不远处的西三
环上，穿梭不息的车流日显拥挤，
但中华书局始终安守着本分，似乎
很少与周边的世界发生关系。生活
在附近的居民对于这个近在眼前的
名社，并不熟悉，甚至很陌生。

直到2017年1月6日，中华书局
伯鸿书店试营业，很多人才第一次
走进这家传统文化出版重镇，才知
道这些每日出入于这幢白色大楼的
邻居们，原来在经营着这样一份事
业。

伯鸿书店的店面不大，不足200
平方米，青砖灰瓦，修竹老槐。春
节 刚 过 ， 两 扇 门 上 ， 一 边 贴 着

“福”字，一边贴着“春”字，颇有
几分老北京民居的风韵。店内被
3000 多种书填得满满当当，远至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编辑的 《资治通
鉴》《全唐诗》，近至新出版的 《郑
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本草中国》，
举凡传统文化涉及的古籍整理、文
史研究、普及读本，无所不包。在
有限的空间里，还摆下了几把座
椅、几张书桌，读者可以坐下来读
书品茗，也可以望望窗内窗外的风
景，发发呆。

“躲进书斋成一统，管他冬夏与
春秋。”媒体人李婧璇住得不远，闲
暇时，她喜欢在书店里坐上一个下
午，从阅读中享受难得的安静。不
少人像她一样，一来到这里，就会
想起“两三竿竹见君子，十万卷书
思古人”这副旧联。

两年前，退休干部任冰山刚搬
到太平桥西里时，这个位置尚是七
八间小门脸，开着几家杂货店、服
装店。这位老北京对新家周围的环
境早就心中有数：城乡结合部，流
动人口多，文化底蕴不深。没承
想，几个月之后，小店不见了，伯
鸿书店取而代之，这让素爱读书、
藏书的任冰山颇感惊喜。每每经过
书店，他都会进来看看上了哪些新
书。

“书店开业这一年多，我基本没
断了买。像《中华好诗词》《陟彼景
山》 都是‘一版一印’，《评书三国
演义》 是连丽如、贾建国夫妇的签
名本，《燕京旧画全编》是画家李滨
声先生的签名本，《〈资治通鉴〉与

家国兴衰》 是作者张国刚教授签名
的毛边书。”从年轻时代起，任冰山
就常逛书店，但对于中华书局的出
版物，他总是敬而远之，“在我过去
的印象里，中华书局的书大多是给
学者用的，和老百姓的关系不大。
进到这个书店才发现，他们跟上了
时代的脚步，有很多‘接地气’的
普及读物。而且因为学术积累深
厚，这些普及读物无论是文化品位
还是编校质量都堪称上乘，真正做
到了雅俗共赏。”

除了逛书店，任冰山还常到书
局二楼参加“伯鸿讲堂”。“伯鸿讲
堂每月举办一次，主讲人都是传统
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为了听上一
场讲座，有的读者从外地远道而
来，而我们社区居民有得天独厚的
便利条件，可以‘近水楼台先得
月’。我们还有一个书友微信群，及
时分享讲堂的最新信息。”据任冰山
观察，讲堂的听众不仅有中老年
人，还有不少大学生乃至中小学
生，“伯鸿书店、伯鸿讲堂，拉近了
我们这些普通读者与传统文化的距
离，让孩子们多了一个感受优秀传
统文化氛围的空间”。

“伯鸿书店的图书品种远不及那
些大的图书卖场或者网上书店，但
这里集中展示了各种类型的传统文
化图书，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
的。”在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看来，
伯鸿书店是一个可以读、可以买、
可以聚、可以叙的场所，不仅社区
居民，到书局访问的众多学者、出
版人也都会在书店驻足，“中华书局
传播优秀传统文化，靠的主要就是
这一屋子的书。我每次给大家介绍
的时候，心里都很自豪。”

不久前，读者范永平在伯鸿书
店偶遇徐俊，读者、编者相谈甚

欢。雅好楹联的范永平自拟一副对
联“长欣我辈买书富，唯恐后人卖
纸贫”，而长于书法的徐俊欣然提
笔，在他购买的新书上录写此联以
作留念。伯鸿书店经常邀请作者来
为图书签名，笔、墨是常备的。

“多了一个图章、一个签名，书
的主体内容虽然没有变化，但读者

能感到与作者、编者的距离更近
了。这也是读者对我们的认同。”徐
俊常常告诫书店的同事们，要珍惜
读者的这份认同，像对待艺术品一
样对待每一本签名本，即使多年之
后，读者看到书上的图章、签名仍
能感受到一份温暖。

读者对签名本的需求有时超出
了很多出版人的想象。中华书局退
休编审崔文印、许逸民学殖深厚，
但一辈子为人作嫁，很少走到前
台。伯鸿书店把两位先生请来，为
他们曾经点校、撰写的 《大金国志
校证》《靖康稗史笺证》《酉阳杂俎
校笺》《庾子山集注》《古籍常识丛
谈》《古籍整理释例》 等图书签名。
很短的时间里，读者就通过实体店
和微店购买了200多本签名本。论销
量，毫不逊于一些名家。

上海读者包豪勤在伯鸿书店微
店留言说：“伯鸿书店是最专业的书
店，因为只有这家书店能真正地明
白读者的心思，明白实体书店所具
有的优势。”

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有一段
激励了几代出版人的名言：“我们希
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
的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
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
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
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2017 年 4
月 23 日，在伯鸿书店正式营业的仪
式上，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石在
这段话中又加了一句“我们希望书
业进步，就不能不希望书店进步”。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境，如今，
实体书店的当代文化价值已经越来
越为人们所认可。对于中华书局这
家拥有106年历史的老牌出版机构来
说，年轻的伯鸿书店无疑已经成为
了一张崭新的名片。近来，中华书
局的诞生地上海、滨城大连等城市
都伸出了橄榄枝，希望中华书局到
当地开办书店。

“城市需要书店，尤其需要有文
化特色和品牌影响力的书店。伯鸿
书店创办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已经
初步具备了自己的特色。”徐俊希
望，未来伯鸿书店能走进更多社
区、学校、文博单位，把优秀传统
文化传播得更远更深。

江苏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
《金陵子弟江湖客》，是诗人余光中
的一本散文集。

本书无序无跋，30 篇散文分为
4卷，也未设卷名，以乡愁这个不老
话题为灵魂将之凝聚，也未见散
疏。时光流转，余光中不管身处何
方，濡染了多少沧桑，始终割不断
的还是那绵绵不绝的乡情。

值得一提的是，余光中能将各
客居的江湖地也当作故乡来处，这
样的人必定怀一颗敏锐但笃静之
心，视拼搏为常态，随遇而安。他
在 《没有人是一个岛》 中犀利指
出：“《桃花源记》里的生活虽然美
满，但如果要我选择，我宁愿选择
跟随诸葛亮在西蜀奋斗，因为诸葛
亮必须争取明天，而明天对桃花源
中人并无意义。”

卷一以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开篇，虽是实写生命中与火车相关
的若干印象，但大有统贯全书之
意。《金陵子弟江湖客》 写于 2000
年重返母校南京大学之后，弥漫着
一抹淡淡的哀愁。《思蜀》回忆中学
时光，昔日的师长和同窗，仿若就
在昨日。《新大陆，旧大陆》是阔别
半世纪回归后的感思。

当中二卷分写香港和台湾的岁
月，追念过往情分的如 《前贤与旧
友》，缅怀“次故乡”的如 《思台
北，念台北》，洋溢闲情的如 《花
鸟》《牛蛙记》，无不生动诙谐。

卷四着重讲述海外印记，如三
访西班牙时的《雨城古寺》，四度旅
美时的《从西岸到东岸》，还有《不
朽，是一堆顽石？》这篇被多次收录
文集的名作。

“淡而有味”，是公认的散文境

界，然而，举重若轻千斤重，且须
百炼功。淡是形，指语言恬淡。本
书几乎是口述，没什么甜腻、惊魄
的文句，若是撤换却也为之可惜。
味是意，指言之有物。传统散文以
叙事、抒情为正宗，以叙事为底，
醮之以情，若是脱离了事件，空抒
情感，就会腻人。余光中本是土生
南京人，少年求学去了乡下成都，
后迁居香港，考上台大，再赴美进
修，学成后任教于两岸三地。本书
勾勒出了余光中大致的生平和性
情，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他的半
部自传。

读散文，原本是静心的，却能
读出情绪来，在心魂深处引起共
鸣，激励着你不断深入下去。余光
中的散文美学属于这一种。以 《沙
田山居》中的首段为例：“书斋外面
是阳台，阳台外面是海，是山，海
是碧湛湛的一弯，山是青郁郁的连
环。山外有山，最远的翠微淡成一
袅青烟，忽焉似有，再顾若无，那
便是，大陆的莽莽苍苍了。”好的散
文必讲语言，我一贯主张冲淡，连
标题和标点也要尽量素净，写情尤
以清淡为美。由文想到人，素人总
是叫人喜欢的。冲淡与平淡一字之
差，效果却有千里之距。文采并不
指焰火式表达，而讲用字的精准和
笃定。余光中不仅求得了表意，也
做到了炼美。他并无只言片语写故
乡，仅着“大陆”和“莽苍”二
词，就含蓄地表达了思乡之情及渴
盼统一的祈愿，比大幅度抒怀更能
漾起心头的涟漪。

界岸人家，是当地人自称的。
位于张家港一条圩岸的两侧，原本
聚居了百多户农家，老殁新生，入
驻外居，流转沉浮。

几百年来，沧海桑田，如今岸
基已尽数淹入了河心，居民也都搬
去了镇上。所剩下的，唯有深植于
这片土地的情愫了吧。

黄健，一个机关干部，深恐故
土就此湮没，后代无根头可忆，在
退休后耗费 3 年，采访 44 位村民，
根据他们口述的尘封已久的往事编
录成这本 《界岸人家：一个中国村
庄 的 集 体 记 忆》（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本书以年代划分，共 4 章，在
“民国旧事”中，或忆曾为名门望
族，办学造桥，福萌一方；或叙旧
时的习俗，童养媳外也有童养婿，

“叔接嫂”式的“搭伙夫妻”；或叨
传闻逸事，“可恶的东洋人”“鸦片
烟”“蜘蛛精”等掌故。

“公社岁月”讲分田租地，艰
难时世，批斗折痕，那时真会为了
像李贵才老人说的“一碗腌菜放不
放油”而决裂，直到读书、当兵，
看见生活的新希望。

“改革年代”讲那年代村干部

的廉洁、敬业与朴素，也讲奋斗逐
梦。比如在钱贵贤老人身上可以看
到第一代下海人的缩影。这一章从
寻常人家具体的、平凡的琐事中，
折射底层人近百年的命运和生活变
化。

或许是口述之故，宛如原汁味
的促膝夜话，一页页翻看这部江南
人家的变革史，分外亲切，又无限
感慨。黄健曾说著述本书是“为古
老家园唱一首怀旧的歌”。

诚然，书中言及之事已一去不
复返，人们的生活只会向着更好的
方向前进。但此书真意远不止此。
黄健出身贫寒，深谙百姓之苦，一
直关注“三农”问题，本书所记也
有意引导人们对“三农”问题进行
从宏观到微观的思考。

本书时间跨度约一个世纪，上
可追溯至晚清，当时的体制为自给
型的小农经济，江南人口密度大，
土地呈碎片化，加之时局动荡，普
遍贫困，消费指数远远撑不起市
场。三民主义对不少国民的意识形
态也造成了冲击，开始摆脱小农经
济的框架，但是农业自始至终都对
国民经济产生重要作用。此外，还
有土地分配严重不平等现象，土地

改革应时爆发。为了维护集体经
济，开始试验人民公社，但无法解
决根本的矛盾。改革开放正好促成
小农与土地的分离，市场经济终于
得到了真正的发展。

在滔滔历史洪流中，界岸人家
的生活蒸蒸日上，旧式农民也逐渐
退出舞台，田地交到了新型农民的
手中，除了作物的种植和劳作，他
们更把重心放到了技术和营销上，
实是大势所趋。

近日，瑞典艺术史学家喜仁龙
所著 《北京的城墙与城门》 经刘颖
重新翻译，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发行。

《北京的城墙与城门》是瑞典艺
术史学家喜仁龙通过对北京的城
墙、城门进行长达数月的实地考察
和测绘，并结合历史文献写作而
成。书中不仅对20世纪20年代的北
京城墙和城门进行了科学而细致的
记录，还收录了 129 张珍贵的老北
京照片和53张老北京城门建筑测绘
图。读者不仅能从字里行间感受中
国建筑艺术的壮观，还可以欣赏百
年前北京城的真实风采。

本书根据1924年英文原版重新
翻 译 出 版 。 作 者 喜 仁 龙 （Osvald
Siren，1879—1966），瑞典艺术史学
家。曾供职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国家
博物馆、斯德哥尔摩大学等机构。

他对中国古代艺术十分热爱，并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自1920年至1956
年间曾多次访问中国。关于中国的
主要著作有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中国雕刻》《北京故宫》《中国绘画
史》《中国花园》等。

（毕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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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村庄的百年变革史
□ 阿迟邦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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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封新书得不偿失塑封新书得不偿失
□ 周慧虹

北京的城墙与城门

书店的窗里窗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