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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个性的文化空间

上海有很多美丽的书店。
最早打出“最美书店”招牌的

是钟书阁。书店位于上海郊区，坐
落于沪上以英伦异国情调闻名的泰
晤士小镇，石板路、哥特式教堂、
维多利亚式露台等，让人仿佛漫步
在欧洲。钟书阁仿欧式殿堂的正门
融入街景，两侧的玻璃幕墙上镌绘
着来自各国名著里的精选段落。

2013 年，钟书阁书店选在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开业。时值实
体书店寒冬，它却迅速获得了读者
的喜爱。最高峰时，这间几百平方
米的书店一日接待了七八千名读者。

现 在 来 看 ， 正 是 从 这 段 时 间
起，曾经以售卖实体书为主营业务
的书店，开始探索起自己发展的另
一种形态与可能。

当时，实体书店寒冬已久。越
来越高昂的房租，让实体书店难以
靠卖书来负担正常运营成本，书店
开始撤离繁华的商业街道，高校周
边校园书店成批倒闭。2012 年，拥
有数十年历史的上海书城淮海店搬
空，沪上爱书人对持续数年实体书
店倒闭潮的惊恐一度达到顶峰。

令人意外的是，随后若干年，
上海的实体书店发展，柳暗花明的
趋势越来越明显。一批别具特色的
书店，开始成为这座超大城市最为
特别的细胞组成。仅 2018年，第 23
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就有十余
家实体书店集中亮相申城，包括思
南书局、作家书店、陆家嘴融书房
等，带来全新的阅读文化体验。

在上海，新一代实体书店，不
再追求大而全的图书罗列，而是追
求营造独具个性的文化空间，打造
具有自身性格特征的文化地标。毕
竟，图书销售的功能，可以腾挪至
网上进行，而文化休闲交流空间的
角色，是互联网无法替代的。

2016 年 7 月，黄浦江畔的建投
书局重装后与读者再次见面。这家
书店小巧却有多层，高处的阅读区

别有洞天——轻轻移动不起眼的一
扇门，门后豁然而显的 8米高书墙，
成为沪上爱书人口中的“霍格沃茨
魔法书院”。长且宽阔的大落地窗，
视野极佳，窗外，是美丽的浦江江
景和陆家嘴建筑风光。

毗邻华东理工大学徐汇校区校
门，通过一扇小小的门就是陇上书
店：白色的墙壁、白色的钢板书
架、白色的桌椅。书店采用“书店+
咖啡馆”的经营模式，虽小巧，却
在核心区域专门设立了可容纳30-40
人围坐的沙龙区域，提供举办文化
讲座、学术交流、公益讲座等活动
的场所。业态革新，书店开始不仅
仅是书店。

城市中的书香延续

如果单算图书零售的话，无论
是传统大而全的实体书店类型，还
是如今雨后春笋般的各色特色小型
书店，经济效益并无多大改观。

“单算图书零售的话，现在的实
体书店大多还是亏的。我们看重
的，还是这家书店的溢出效应。”华
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副社长戎炜说，
不能光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书
店这个问题，“时代在发展，书店承
载的功能正在变迁，实体书店更多

地是承担起一个精神高地的功能、
一个生活方式的场所。”

因为整座城市需要文化，生活
在这座城市中的人们，需要一种有
精神气质的生活方式。于是，各方
力量汇聚起来，推举着各色书店，
成为城市中星罗密布的文化地标。
也正因如此，如今沪上若干实体书
店，往往有着以往难以想象的建
筑、选址等要素特征。

2018 年 4 月 ， 在 “ 思 南 读 书
会”开办4周年之际，思南书局实体
店正式揭牌。思南书局实体店坐落
的复兴中路517号，是一栋欧式洋房
建筑。该四层别墅始建于 1926 年，
曾是爱国将领冯玉祥的故居，诗人
柳亚子及其家人也曾在这里寓居，
这里承载了上海与近代中国的历史
文化缩影。

2018 年 6 月，上海松江广富林
文化遗址一期工程投入试运行首
日，身处广富林徽派古建筑群中的
朵云书院正式亮相。这是一栋整体
搬迁而来、保存完好的“明代高房”建
筑，分为上下两层，外设“松石境”与

“水云乡”两个景观庭院，其间一棵
松、一朵云的呈现，使这一书香胜
境平添几分古朴和安逸。

一座城市中的书香延续，几乎
可以视为这座城市的价值观所系。

仅 以 思 南 书 局 实 体 店 为 例 。
2014 年 4 月 23 日，上海市新闻出版

局、上海市作协会、黄浦区委等共
同创办了思南读书会，为读者提供
与全球学者作家对话的机会。2017
年底至2018年初，上海市作协、上
海世纪出版集团与中共黄浦区委在
思南公馆联手打造为期60天的快闪
书店——“思南书局·概念店”。“思
南书局·概念店”落幕不到4个月，思
南书局实体店正式揭牌。

从一周一次的文化雅集，到连
续60天的快闪书店，再到每天开放
10 个小时的实体店，从思南读书
会、思南书集到思南书局概念店，
再到思南书局实体店，这条书香生

态拓展升级之路，足足走了4年。

跳动的人文心脏

聚各方之力，为读者提供一流
文化体验的新一代实体书店，呈现
出更加多样而鲜明的面貌。

地处沪郊的朵云书院，充分集
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丰富的出版资
源、艺术品资源，将书房、讲堂、
会场、展馆、文苑、客厅等多种文
化功能融为一体，通过古建筑与现
代设计巧妙结合，图书、字画、古
籍善本与文创产品分类陈列，力求
为游客、读者提供多样化文化体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专门为思南
书局组建了一支选书专家团队。书
局中外文图书比例约为 6∶4。书局
还精心挑选了近200个版本的外文古
董书与旧版书，为喜爱外文哲学、
文学珍稀版本的收藏者提供了机会。

未来书店是志达书店推出的全
国首家“新零售+”无人书店，天猫
未来店实验室首个行业合作案例。
这是一次全新技术与传统业态的融
合，将源自天猫新零售的创新体验
注入到传统实体书店当中、革新传
统业态经营模式。

位于巨鹿路、经过升级改造全
新开张的作家书店坚持纯文学路
线，依托作家协会的资源和优势，
以上海本土作家和作家签名本为特
色，围绕文学和生活，定期组织多
种样式的文学活动，打造上海又一
文学“朝圣地”。

发展迅速的上海本土书店品牌
大隐书局，则结合沪郊临港文化产
业布局和公共文化设施现状，推出

“共享图书”和旅游主题模式的临港
新城主题书店，填补城市区域书店
网点布局的空白。

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实体书
店，上海，还有全城闻名的城市新
型阅读文化空间和品牌、流动实体
书店——思南书局快闪店。

自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思南书
局世纪快闪店登陆具有“中华商业
第一街”美誉的南京东路步行街，
成为冬日上海一道温暖亮丽的书香
风景线。这个 30 平方米钻石型袖珍
空间，在20天的时间里，特邀42名
各行各业代表先后担任轮值“店
长”，包括“改革先锋”于漪、包起
帆等，向市民读者推介影响其思想
和人生的优秀图书。

这已是思南书局世纪快闪店第
三季的呈现。此前，这颗“人文心
脏”，曾陆续亮相思南公馆、上影博
物馆广场。第三季落幕，上海世纪
出版集团与有关合作方正在酝酿，
在推广优化露天版思南书局快闪店
模式的同时，积极布局新的流动
版、室内版和校园版思南书局快闪
店，不断将书香洒满全城。

总有那么一种人，多年之后，
你会发现他的眼光与视野不同于常
人，他所做的工作长久地留在世间。

陈原，就是这样一位出版家。
作为语言学家的陈原， 推动了

《现 代 汉 语 词 典》（下 简 称 《现
汉》） 的首次出版，他还是 《读
书》 杂志的总编辑。他认为编辑工
作要致力于传播、普及，提高全民
族的文化与文明。如今已出版到
700 余种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
书”，当初由他编订到出版规划中，
最终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世
界。新闻出版总署前副署长桂晓风
评价说，能取得这些成就，是因为
他对事业挚爱，拥有广博的知识、
开阔的眼界，有胆识有勇气有担当。

陈原早年在中山大学读土木工
程专业，但近70年读书、编书、著
书、译书，贯穿了他的一生，直至
生命的最后3个月。

抗战时期，他先后加入新知书
店、生活书店、三联书店从事进步
文化出版。他读了许多书，除自然
科学外，他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举凡
文史哲、政经法诸多领域都广泛涉
猎，特别在语言学方面有精深的研
究。他精通英语，还会世界语。他
的脑子就像一部百科全书，几乎无
所不包，前后出版了地理学、国际
问题、外国文学、苏联音乐、散文
随笔等著译数十种。

1949 年起，陈原先后担任世界
知识出版社副总编，国际书店副经
理，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兼三联书店
编辑部主任，文化部出版局副局
长，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总经理，中
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长，国家语言
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出版工
作者协会第一、二届副主席。

在陈原诞辰 100 周年纪念座谈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原副院长江蓝生说：他把智慧扩展
到各个领域，博学、淡泊、幽默、
温情。《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
典》 的编纂、《辞源》 第二版的修
订、《现代汉语词典》的劫后重生都
与他的推动有关。他深知辞书编纂
者的艰辛，甚至说出了“编词典的
工作不是人干的，但它是圣人干
的”这样石破天惊的警句。

陈原曾告诉 《读书》 编辑部前
副主任董秀玉，从杂志里出来的编
辑才是最好的编辑，因为他和各方
面的作者打交道，需要了解社会发
展和文化学术的很多问题。

沈昌文 1986年被任命为三联书
店总经理，自认什么都不懂，“我只
能向陈原请教。他就经常找我谈
话，给我写信。他再三跟我说，你

办《读书》杂志不能办成精英刊物，
每期至少有一两篇文章好读，起初是
人办杂志，后来是杂志办人。”

陈原曾说，干出版就是要“盯
住前人，想着后人”。他一路走，一
路留下深深的印痕。

人民画报社社长于涛的话，说
出了大家的心声：我感觉陈老在文
化语言的千山万水中长眠。

《守望传统的价值：陈来二十年
访谈录》 体现了陈来文字的一贯风
格，平易中见功力，水流静深，正如
陈来在书中夫子自道：“好学深思，
心知其意”是我从张岱年先生那里得
来的“八字真言”，诵之终身。

陈来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重要讲话和
2017 年中办、国办印发的 《关于实
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
意见》，都在引导人们把日常生活中
对传统文化不自觉的传承上升为自觉
传承。不自觉与自觉有着巨大的差
别，从不自觉上升到自觉的过程，是
中华民族在面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机
遇和挑战之时，建立自身文化认同的
必由之路。

现代化是一个时间概念的论述，
上世纪 50 年代在欧美学界兴起，以
避开之前所讲的西方化甚至美国化那
种空间概念带来的误解，来表达对地
方传统的尊重和包容。学界认为现代
与传统的关系或有四种：第一种是全
盘否定传统；第二种是全盘肯定传
统；第三种是现代与传统共存；第四
种是现代与传统互相融合。显然，第
四种最理想，然而现实中出现的往往
是第一和第二种情况。

从学术脉络来讲，本书表达了陈
来的一种悲悯之情，守先待后之意跃
然纸上。人类目前正处在一个“脱

魅”“脱嵌”“脱域”的大变革时代，
传统的价值不可或缺，有了文化自觉
才会有真正的文化自信。

“脱魅”的现代化需要文化自
觉。在今天看来，杜维明早有洞见，
世界上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
包括中国传统在内的传统都不会进博
物馆，而是在我们的守望中一阳来
复。正如芝加哥大学希尔斯教授《论
传统》 一书中所说：“然而实质性传
统还继续存在，这倒不是因为它们是
仍未灭绝的习惯和迷信的外部表现，
而是因为，大多数人天生就需要它
们，缺少了它们便不能生存下去。”

“脱嵌”的时代需要文化自觉。
陈来指出，儒家在传统中国社会的作
用问题本身存在着一个陷阱。有人将
制度化看做是儒家观念的一种“落
实”，认为儒家赖以生存的传统农耕
社会的人伦关系不存在了，即“脱
嵌”，于是乎就有了儒家的“游魂
说”。现在看来，“游魂说”不值一

驳。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只要有
一 个 人 、 有 一 个 家 庭 守 望 这 个

“礼”，那么这个传统就不会死亡，更
不会成为游魂。这种守望就是一种文
化自觉，有了这种文化自觉，文化中
国就会生生不息。

人在“脱域”的时代更需要文化
自觉。随着当今全球化的扩大和深
入，人们普遍离开了自己的桑梓故
土，变成了每天都面临着不同文化传
统而成长的人，如此一来，“花果飘
零”的中国传统一跃成为一种具有全
球意义的地方价值，在更高的层面获
得了一席之地。

唐君毅曾预言，中国文化问题，
是今日人类文化问题之中心所在，亦
一切文化之大纠结之所在。这个大纠
结，如能解开，不但中国问题可解
决，人类问题也能解决。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经济、政
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个发展指
标，不仅为中国梦指明了方向，也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出了一条思
路。揆诸中西，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
瑞教授感慨：还有什么能从工业时代
崩溃的情感和被破坏的环境中挽回一
些东西，使得人类重新“以礼”立身
处世，恢复天、地、人之间的恰当关
系？也许儒家思想的困境也是现代世
界面临的困境。

质言之，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
统的命运和人类共同的命运是同气连
枝的，中国传统成为游魂之日，也是
人类沉沦之时。中国传统不仅是中华
民族自信力的基石，而且也是人类命
运共同体共商共建的重要精神资源。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人文与商业
伦理中心主任）

《我们为什么自信》 是学习出
版社于 2018 年倾心推出的一本通
俗理论读物。该书以最直截了当的
方式，回应了“当代中国最重要、
最难缠”的8个问题：为什么中国
是一个长期统一的国家？为什么中
国的政治体制是一党长期执政？为
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什么中
国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民主？为什
么中国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
什么说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为什么
要坚持共产主义信仰？为什么要倡
导构建命运共同体？

不是官样文章，没有枯燥说
教，整本书从地理环境、历史积
淀、民族奋斗、个体牺牲、家国情
怀的最原点出发，层层解析中华民
族、泱泱大国绵延不绝、深厚自信
的基因密码。

从历史到未来，从科学到人
文，8 个问题层层递进，渐次展
开，为读者勾勒出一个完整的理论
逻辑框架，揭示了当代中国大书特
书的“四个自信”，是刻在基因、
源自灵魂的自信；是直面问题、给
出答案的自信；是道路与理论互

证、制度与文化交融的自信；是跨
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门槛、
用实践凸显真理力量的自信。该书
解析精辟，语言鲜活，出版后获得
广泛好评，并被中组部列入了第四
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

（郑 雍）

由中共中央庆祝改革开放40周
年表彰工作小组办公室组织编写的

《改革先锋风采录》一书，近日由党
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收录
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表彰改革开
放 40 周年杰出贡献人员的决定及
100 位奋战在各条战线的先锋人物
的先进事迹，如改革开放试验田

“蛇口模式”的探索创立者袁庚、敢
为人先的小岗村“大包干”带头
人、注重企业管理创新的优秀企业
家张瑞敏、航天科技事业创新发展
的重要推动者孙家栋、数字经济的

创新者马云等，书写他们勇于实践
探索、为引领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
变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杰
出贡献。 （婧 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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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的新时代
□ 王建宝

陈 来著 中华书局

我们为什么自信？

上海上海：：最美的最美的
城市细胞是书店城市细胞是书店

□ 本报记者 曹玲娟

刘哲昕著 学习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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