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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扶持，民间力量的积极参
与，使得度过“寒潮”的北京实体书
店有望以新型阅读空间形式迎来新一
轮的“复苏”。

从今年8月开始，笔者跟随书香
中国·北京阅读季领导小组办公室组
织的全民阅读“一区一品”专题调研
活动，有幸广览北京市众多“颜值
高”“文艺范儿足”“多元化”的新型
阅读空间：新开业“大而雅”的红楼
公共藏书楼、土桥 Plus 文创产业园，
读书讲座不断“小而美”的良阅书房
馆、圣学图书馆、门头沟区图书馆创
客分馆，创意十足“微而精”的王府
井图书馆、伯鸿书店、阅谷浮生 6
号、樊登书店 （回龙观店），以及隐
藏门头沟区戒台寺内、平时侧重“讲
经说法”的牡丹书院，位于新华书店
总店院内、主打“智慧书店”概念的

“城市书房”，抑或是设立在平谷区博
物馆内、展示中国社会一个多世纪变
迁过程的“世纪阅报馆”……

不论冠以什么名字，不管在什么
地方，它们都属于新型阅读空间的范
畴。它们散落在北京各个角落，让北
京市民与阅读离得更近。

新型阅读空间没有固定模式。建
投书局负责人张权说：“好的书店或
新型阅读空间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大
家都在探索。”

如今，北京越来越多的新型阅读
空间，已跳出陈列图书的单一“卖
场”模式，转身变成“好玩”的文创
天地和跨界的人文美学空间。

高档社区的白领家园

“宸冰书坊”隐藏在CBD一座繁
忙的写字楼里，面积 400 多平方米，
藏书 5000 余册。墙上的“陌上花
开，可缓缓归矣”的诗句让人迅速沉
静。书坊内是淡淡书香、茶香，窗外
则是车水马龙。仿古的桌椅、摆件、
民国的画报、图片墙和随处可见的花
卉绿植，让这个书坊有了一种独特的
味道，温馨雅致。平日里，读者三三
两两地在书坊里坐着，读书，或者低
声交谈，互不干扰。9月初的一个午
后时光，书坊主人宸冰围绕作家梁衡
的新书 《树梢上的中国》，组织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对谈。

宸冰书坊由政府提供场地和部分
图书，宸冰和她的团队独立运营，这
是对“图书馆与社会组织”合作模式
的一次探索。宸冰书坊具备公共阅读
服务的基本属性，它作为北京市公共
图书馆“一卡通”成员馆，与朝阳区
图书馆实现总分馆管理，和公立图书
馆一样，读者可以实现文献借阅通借
通还。另一方面，宸冰书坊的功能并
不局限于借书、还书，其所处的区位
优势和空间氛围，让宸冰书坊天然地
将都市白领、上班族作为主要服务对
象。在宸冰看来，他们有一定的文化
素养，却终日忙于工作，生活节奏
快，精神生活匮乏，是最需要提供阅
读指导的人群。

与万达广场隔建国路相望，“良
阅书房”是郎园和朝阳区文委共同打
造的 24 小时开放的新型网络化书

店，2017 年 11 月对外开放。主体建
筑分为两部分：位于长安街畔、郎园
北门的“北书房”，面积70平方米左
右，由以前的门房及保安宿舍改造而
来，外面是一个安静的小院儿，院子
里生长着一棵歪脖子枣树，据说这是
北京最后一棵郎家园枣树；另一部分
位于园区内部 16 号馆虞社演艺空间
南侧玻璃配房，被大家亲切地称为

“南书房”，面积300平方米，前身是
万东医疗设备厂的大食堂配房。

“北书房”主要面对过往行人，

里面有500余册图书可供手机自助借
阅，还有饮料、方便面等出售，为人
们提供生活便利。“南书房”空间更
为宽敞，有图书 2500 余册，大小桌
子 15 张，还提供咖啡、简餐，目前
已成为深受附近社区居民和上班白领
喜爱的文化家园。书房与周围的柿子
树、海棠树、桑树融为一体，无论晴
雨，均是风景。值得一提的是，傍晚
很多白领在此等车去通州或燕郊，不
经意间往往会被这样的一个温馨场所
吸引进去坐坐。

“良阅书房”就像整个大院的一
间“公共书房”或“公共客厅”，内
设书友会、文化沙龙、微型艺术展、
电影晚自习、专业表达训练营、朗读
配音室，是以“书”为核心的开放式
交流空间、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资源平
台。从事金融行业的郭先生，平时的
工作节奏可谓“夜以继日”：“我住河
北燕郊，周五晚上回家很堵，不如看
完电影再回去，说不准还碰上志趣相
投的人。”他惊喜地发现，在“良阅
书房”电影自习室与电影大师“相
遇”的两个小时里，是他和自己独处
的时空，放开工作、客户和家庭，可
以说很多话，也可以一句话都不说。

“结束后，我回到另一个时空，消失
在茫茫夜色中”。他感谢这个空间，
让他遇到一群相互懂得的人。

社区的“托儿所”和“交际场”

“读聚时光”的建成和投入使
用，得益于北京安贞街道实施的人防
工程公益使用计划。

“读聚时光”负责人闫方振介绍
说，安贞辖区的青少年较多，0-3岁
的幼儿也不少，许多全职妈妈特别渴
望自己居住的社区有一个完善的早教
服务场所、一个儿童阅读的乐园。经
过改建，这处 1600 平方米的地下空

间摇身一变成为宽敞明亮、舒适温馨
的儿童阅读体验场所。其中800多平
方米都是给孩子读书的，并有针对性
地划分为低幼绘本馆、儿童文学馆、
青少科普馆及科普图书馆。馆内现有
藏书2万多册，免费对外开放，以满
足不同阶层青少年阅读需求。

依托于“读聚时光”青少年阅读
基地，安贞街道总工会面向安贞街道
辖区内的新经济领域职工，开展各种
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心理综合服务，包
括人文关怀心理营造、主题心理讲
座、主题心理沙龙、个体心理咨询和
团体减压活动等，为职工提供强有力
的心理支持，促进职工自我成长和职
业发展。

朝阳城市书屋·东区儿童医院馆
也是“给孩子们一个随处可得的阅读
机会”的显例。2017 年年底正式开
馆，许多病患儿童一进门便被约 20
平方米的“自助图书馆”吸引住了。
作为国内首家医院内的 24 小时图书
馆，这里有丰富的健康科普书籍、儿
童绘本，为患儿提供了缓解焦虑、娱
乐学习的小天地。医院还在每层设置
图书角。该图书馆配备杀菌消毒机
器，定期清洁图书。“在医院的任何
地方，患儿和家长都可以随时读书，
还可以刷卡把图书带回家阅读。孩子
输液时也要求我讲书里的故事，确实

能减少候诊的焦躁。”一位家长说。
医院和图书馆的结合，是延伸公共文
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的新尝试，也是践
行“为人找书、为书找人、图书惠
民、阅读暖心”的新做法。

这些新型阅读空间，也作为社会
生活的新肌理，成为社会各界人士社
交和互动的空间。一个普通工作日的
早上，前门北京坊周边的商铺还没有
开门迎客，可在正阳门南侧800米的
PageOne 24 小 时 书 店 里 ， 已 经 有

“书虫”选书购书的身影。有的顾客

背着旅行双肩包，一看就是被中西合
璧式建筑群中的这座书店吸引来的外
地游客。“阅读环境会对人产生暗
示，这样的空间我走进来就想多停留
一会，就想把这里的书买走。”中国
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庆祥本来是
作为全民阅读“一区一品”专家来调
研的，走访北京坊的 PageOne、“城
市书房”等书店时，他忍不住买了好
几本书。“读者感受到这样的环境暗
示，自然就会去阅读。”他连连感叹。

喝咖啡、看书、买手工艺品、逛
展览、听讲座，甚至看电影……未来
书店或新型阅读空间被重新定义为

“阅读与生活的博物馆”，人们徜徉其
间，流连忘返。

每个周末都喜欢逛新型阅读空间
的“90 后”文艺青年小樊，每次和
朋友聊起都是津津乐道：“原来在家
没事干，就是玩手机、玩电脑，自从
北京的新型阅读空间越开越多，我有
空就去逛逛坐坐。在那里，除了偶尔
能发现一些稀有的原版书或绝版的旧
书，还能品到在其他饭馆吃不到的特
色美食、饮品。这些空间，让我可以
沉浸在书本里度过一天。”在小樊看
来，“坚守在城市角落的新型阅读空
间，无私地敞开胸怀，为四处奔波者
遮风避雨，让彷徨者心灵得以安顿。”

有专家指出：“从新型阅读空间

运营模式来看，图书收入不再是第一
支撑点。新型阅读空间的增多，确实
增加了不少的社交和互动机会，同时
未丧失阅读功能，更添加了引导、分
享和促动阅读的‘附加力’。一个城
市沉寂的阅读习惯，需要用新方法去
激活和再塑。”

政府搭台社会力量唱戏

西四南大街的砖塔胡同路口，有
一个房舍古雅、花木葱茏的小院，门

口挂着两块“金字招牌”——正阳书
局、北京砖读空间。该空间创办人崔
勇正给慕名而来的读者介绍由他们策
划出版的“正阳文库”系列精品图书

《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
晶》《银锭桥畔》《喵王府的生活》
等。“80 后”崔勇的志向是，“希望
通过正阳书局、砖读空间的出版策划
和藏书，构建一个完整的‘北京学’
知识体系，进而能让更多的人系统地
了解北京的历史文化。”

早在2014年4月，西城区第一个
特色阅读空间就从砖读空间起步。政
府免费提供空间，砖读空间负责人崔
勇提供独特的公共文化服务。这座不
大的设施一年吸引了近 20 万人次的
客流量，这个数字，是全国重点保护
文物单位年均客流量的近10倍。

在北京西城区文化委员会主任孙
劲松看来，这是比政府“包办”公共
文化服务更加优质高效的方式。随后
4年中，国有文化企业出力，民营企
业、民营机构参与，一个个特色鲜明
的新型阅读空间在西城区拔地而起，
构建起“15分钟公共阅读网络”。

全民阅读“一区一品”调研组在
北京各区走访中发现，“社会力量激
活文化资源，政府搭台促进持续运
营”的案例随处可见。“政府应该搭
平台、配资源、把方向、定标准、办

研讨和买服务”，不少专家认同这样
的观点。有些大型商业综合体愿意用
低租金吸引实体书店或新型阅读空间
入驻，以吸引客源，为商场增加人
流。在这种市场逻辑深入人心的地
方，政府只需稍加引导即可。

针对运营者能力高低不齐的情
况，中国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研究与
促进中心主任徐升国认为，政府可引
入专家团队进行指导或培训。北京大
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王子舟提出，实体
书店或新型阅读空间的建设和运营，
可以考虑由个人、图书馆、学校、民
间力量一起运作。也可以尝试承包、
认领方式，给承包人、认领人提供一
定的指标，不仅要开门借阅，还要通
过政府购买的方式组织活动。可以探
索一套考核机制，如果一年下来做得
不错，可给予一定补贴，这样或许可
以更好地激活新型阅读空间。

对新型阅读空间的发展，北京市
新闻出版广电局公共服务处处长王亦
君曾给出三点建议，即“精准定位吸
引特定人群”“凸显人情味服务至
上”“复合开发多元经营”。“比如社
区商场休闲类书店、旧房改造古风式

书店等，在某个领域深入挖掘就可以
获得对特定人群的独特吸引力。”王
亦君解释，一个冷冰冰的书店，读者
无法对它产生信任和依赖，“尽力让
顾客在书店里感到舒服，把书店当作
自己的第二个客厅，才能收获经营的
成功”。王亦君还表示，除了尝试销
售餐食、文具等可以带来更高利润空
间的多元经营方式外，书店可以研发
文创项目，或开发阅读相关的短期课
程，“让在书店里阅读和消费成为一
种独具美学思考的生活方式”。

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说过：
“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
模样。”新型阅读空间不仅是阅读、
聆听与交流的场所，某种意义上它们
代表着城市文化的想象与追求；新型
阅读空间也不只是看上去精致美丽的
物理空间，更是凝聚人们对知识、对
阅读美好情感的纽带。

剑武是一种独特的现象——一
个先后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任职的
记者，在深度观察和体验中国当代
美术创作和艺术品市场发展的进程
中，用 30 余年的时间，使自己蜕变
为一个声名显著的批评家和鉴赏家。

最近剑武出了 3 本书，都是他
30 年来报道、观察和评说美术创作
和市场现象的集纳。作为其老友，
我读来感觉熟悉而又欣喜。书中文
字，一如他平时的冷峻较真和调侃
针砭；而分册结集呈现，又焕发出
陈酒弥香和集束成强的效果。

对美术创作和艺术市场进行报
道是剑武的本职工作。而剑武基于
对中外美术史和中外艺术品市场的
研究与观察，不太做一般性的动态
报道，而是热衷于由表及里的体验
和针砭，这使得他的文字准确而深
刻，也使得他更多地以一种批评家
的姿态活跃在批评界和艺术品市场
领域。在 《所谓虎去狼来》 里，剑
武从市场表象入手，紧扣社会发展
与美术史脉，将当代美术创作与中
外美术史及国际艺术品市场揉在一
起进行捣练，寻找现象背后的本

质。无论是对当代美术家的评说还
是对历代大师的推介，都极其独到
生动。他对齐白石、张大千、徐悲
鸿、傅抱石、李可染等世纪大师的
学术与市场价值的评判极富历史眼

光，对黄宾虹、林风眠的创作与历
史和现实的价值纠结的分析，既入
木三分，又鲜活真切，发人思考。

剑武不仅仅是一个观察者和批
评者，他还是一个实践家。稍早
时，他师从张仃先生，在中国绘
画、书法、篆刻方面勤学钻研，颇

有造诣。而后又对中国绘画的鉴定
理论和方法进行创新性研究和实
践。他在治学之余对一些机构和爱
好者的收藏与投资进行指导，颇为
成功，这使他成为理论和实践的名
家高手。在阅读他关于拍卖的 《从
第一槌开始》 和关于收藏的 《收藏
是一种记忆》 时，我们既感醍醐灌
顶的警醒，又有如沐春风的欣慰。

剑武有湘人的倔强与豪迈，对
历史和现实的人事常有一针见血的
见地，但又绝不失严谨和中和，读
其文字可见一斑。剑武喜欢较真，
有时候被我戏称为“毒舌”，但他绝
无“愤青”姿态。在其文字里没有
无病呻吟，也没有故作高深。他将
尖锐的评说与中肯的见解融合在功
底深厚的理论与文字修为之中，时
而娓娓道来，时而铿锵惊堂。读来
清爽，也使人自扪深思。

好 书 ， 是 著 书 者 的 智 慧 和 心
血，与阅读者的感应与延伸。剑武
其人可倾心，其文可沁心。他的理
论见解和实践经验值得读者领略和
借鉴，且行且珍重。（作者系北京拍
卖行业协会会长）

激越的鼓点，充满节奏的舞
步，10月24日，首个由外国政府部
门牵头主办，境外社会团体发起组
织，在中国境内举行的“一带一
路”文化交流活动——首届“一带
一路”非中艺术交流展暨非中文化
论坛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行。

本次活动由肯尼亚体育与文化
遗产部主办，肯尼亚驻中国大使馆、
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支持，肯尼亚非
中文化交流协会、中国国家图书馆、
中国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承办。

展览以“走进肯尼亚·感知新非
洲”为主题，参展的 110 余幅作品
中近半出自肯尼亚、卢旺达、乌干
达、津巴布韦、坦桑尼亚等非洲国
家艺术家之手，既有反映非洲人民
日常生活、民俗类的油画、粉笔
画、雕塑，也有当代艺术，基本反
映当代非洲艺术的现状和特色。为
支持非中文化艺术交流，河北青竹
画材科技有限公司将在肯尼亚非中
文化交流协会设立“非中文化交流
基金”。 （小 章）

肯
尼
亚
在
中
国
发
起

﹃
一
带
一
路
﹄
文
化
交
流

肯
尼
亚
在
中
国
发
起

﹃
一
带
一
路
﹄
文
化
交
流

北京新型阅读空间

市民第二客厅市民第二客厅
□ 刘 颖 潘启雯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阅读品位与风尚。今天开栏的“一城一品”栏目将着力反映
不同城市的不同风格。

北京市近年来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对“新型阅读空间”的打造。
什么是“新型阅读空间”？它是针对老式图书馆、书店的单一借阅、购书功能而

言，包含咖啡馆、书店、休闲阅读场所、文创产品展卖等多种元素的阅读空间。它以
书为媒，提供多元化公共服务，让阅读成为生活方式，也让城市别具品质、品位。

——编者

从记者到批评鉴赏家从记者到批评鉴赏家
□□ 甘学军甘学军

砖读空间院门砖读空间院门

全民畅读 （特钢店） 牡丹书院

一城一品一城一品

Page-One书店
（北京坊）

Page-One书店
（北京坊）

宸冰书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