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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海 拔 3652 米 的 高 原 城 市 拉
萨，一处处实体书店与博物馆、文
物场所等交织绘就了它的人文肌
理。生活在西藏拉萨的人，大都有
一幅自己的城市文化地图，公共图
书馆、国有新华书店、“藏漂”们的
独立书店、专门的藏文书店以及社
区书屋、寺庙书屋、农家书屋等各
式的阅读空间点缀其间。

拉萨城区有 70 多处实体书店，
与内地大城市相比，它们在规模上
也许有些逊色，但给高原城市带来
的阅读体验、增加的文化亮色、营
造的书香氛围，却是独特而富有魅
力的。恰如其分地说，它们是西藏
读书人和国内外藏文化爱好者们的
拉萨文化地标。

藏地书的宝库

拉萨是藏文化的中心，也是藏
地书籍的宝库，要收集藏地图书非
来拉萨不可。

拉 萨 八 廓 古 城 的 街 道 错 综 复
杂，如果找八廓东街措纳巷兴许很
难定位，要是提起五明书店，这条
再普通不过的巷子就会在古城100多
条大街小巷中清晰起来。“书香不怕
巷子深”，狭小的门廊连接木楼梯直
通二楼，回廊两侧橱窗摆设的藏文
图书显示这一处空间独特的定位。
五 明 书 店 有 300 多 平 方 米 ， 现 有
6000 多种书籍，最多的时候上万
种。这家由甜茶馆式书吧转型升级
而来的西藏最大私人藏文书店，在
靠窗的一角仍保留了书吧。沐浴冬
日的暖阳，被古黄的木头和群书包
围，温馨雅致的氛围令读者享受拉
萨的阅读时光。

初升的阳光刚透过藏式窗棱，
柜台前店员“丛书不能单册购买”
的话语正让购书者左右思量时，一
排排书架旁，已有三五读者埋头于
自己中意的图书。“这里，每天的客
流量上百人”，巴桑是店长，之前从

事和藏文编译相关的工作，“藏文文
献需要研究整理翻译，让更多的人
了解西藏；许多的新思想知识更需
要翻译成藏语言传播，让同胞们感
受知识的甘露。随着西藏教育事业
的蓬勃发展，人们好读书、读好书
的愿望是越来越强烈了。”

从五明书店所在的措纳巷南端
拐到八廓街转经道上，斜对面便是
有着“最美新华书店”之称的八廓
街新华书店。红底毛体白字的招牌
显示着国有书店的品牌历史，掀开
藏式门帘，古朴自然的实木装潢和
藏汉文的各类藏地书籍显露出这里
的特殊风格。由于位于八廓古城，
服务老城区居民和各地游客两大人
群是书店的定位，因此一楼主营藏
文和汉文的藏地书籍，二楼主要销
售学生用的教辅书籍和课外读物。
优越的地理位置，齐全的图书门
类，让这家新华书店一年四季始终
充满人气。

“正因为是拉萨的书店，尽管图
书经营范围有大有小，经营模式多
种多样，但拥有种类齐全的藏地书
却是共同的特征，这也是拉萨书店
独树一帜的地方。”本土文化学者洛
布扎西说。

旅行的心跳

阅读是拉萨城市的窗口，更是
联系各类人群的精神纽带。每年的
旅游旺季，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旅行
者穿行拉萨老城区，走进藏味浓郁
的书店买几本书，开始他们探索神
秘藏文化的旅程。

已经运营 15 年的“古修哪书
坊”便是许多游客进藏必到的地
方。它的店主是一对夫妻，妻子格
力来自内蒙古草原，丈夫东智是来
自安多的藏族小伙子。2014 年八廓
街重修清代驻藏大臣衙门时，他们
又在衙门口旁开了一家书店，古修
哪进入了八廓街商圈最核心的部位。

走进这处有两个柱子的书坊，
场所不大却藏香清淡、音乐舒缓、
书香浓郁，更有风景明信片和藏纸
制作的日记本不经意间打动来客，
成为他们拉萨旅行的额外礼物和纪
念。“古修哪”藏语意为“请到里面
坐”，但书坊的男主人东智更愿意把

“古修哪”解释为“古代的修行者您
在哪里”，暗合读书也是一种修行。
他认为，随着人们精神需求的不断
增长，书屋成为一座城市的文化地
标将会是一种常态。

在圣地拉萨徜徉书海，对很多
游客来说是一种特别的旅行体验。
当书香激起进藏的第一阵心跳，也
有人把心动变成了持久的情愫，经
营起书店给游人提供诗意的栖居。
天堂时光旅行书店店主老潘，拍过
电影，在纳木错支过教，曾自驾走
完进藏的每条线路，是位有名的

“藏漂”。他在拉萨经营了好几家书
店，八廓街这间是其中
人气最旺的一家。

八廓街南段有一棵
古树，古树的对面有一
处古建大院，大院最里
面就是天堂时光旅行书
店。屋顶是透明的阳光
棚，两三棵树木就在书
店里自由地生长。当店
员们一边拾掇一边谈论
冬日阳光照进院子的位
置时，已有游客被这里
独特的风格吸引，信步
走来。大院最里面的墙
分成上下两层，书摆放
的不是特别有章法，这
反倒增添了些信手拈来
的趣味。

在拉萨，“藏漂”们
的独立书店已成为一种
独特的书店类型，或与
咖啡、客栈、美食、手
工艺品相结合，但都是
以“书”为核心的开放
式交流空间。

文化的滋养

拉萨大大小小的书店，都留下
过努木的身影。但周末，他最爱去
的还是八廓街。对曾任西藏图书馆
馆长、现任西藏艺术研究所所长的
努木来说，闲来在八廓街的新华书
店、五明书店转一转、看一看，总
会有新的收获和思想启迪。读书不
仅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也是他的生
活方式。

最近，努木正在读 《藏族服饰
史》 和 《红珊瑚与绿松石：藏族服
饰论文选集》。“西藏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华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
珠，而藏民族的衣食住行作为最基

本文化事项，又具有独特的体系和
丰厚的文化底蕴。拿藏族服饰文化
来说，独特多样，具有鲜明的地域
特色和民族风格，是一个具有复杂
内容结构和存在形态的文化类型。”
他说，传统服饰工艺和元素进入高
端时尚设计是切实可行的生动事
例，希望自己和所里的同仁能够在
传承延续丰厚积淀、促进文化创造
性转化上作出贡献。

次仁白珍是个喜欢在周末戴上
耳机去西藏图书馆的上班族。“在这
里安静地待一下午，除了精神上越
发感觉丰盈，专业知识也能在边看
边记录的同时获得更多积累。除了
最原始的纸质图书，有时候我还喜
欢在电子阅览室找一些资料。”次仁
白珍取下耳机笑吟吟地说。

长期以来，西藏图书馆充分发
挥公益性职责，起到了“城市教
室”的作用。截至 2018 年底，接待

读者12万余人次，比2017年同比增
长20%，开展各类阅读推广活动120
余场次、累计参与人次达 5 万余人
次。西图讲坛、阿佳讲故事等品牌
栏目正相应成熟，针对家庭的“悦
读伴爱成长”为主题的“亲子阅
读”、面对视障读者的“阅读还你光
明”、面对大众的“阅读引领未来”
等读书联盟活动，也作为西藏图书
馆打造的阅读品牌深入人心、家喻
户晓。2018 年，西藏图书馆被评定
为全国二级公共图书馆。

西藏图书馆馆长次旦普赤说：
“作为公共图书馆，我们立志要把西
藏图书馆打造成人们除了家庭和工
作单位之外最想去的地方。让人们
感知图书馆、喜欢图书馆，进而热
爱阅读，让书籍成为挚友。”

古人说，花开是“花笑”，那么
天笑呢？是闪电来了。

“怕”本无恐惧之义，甲骨文和
金文里均不见此字。文字学家判
断，此字原来应读作“泊”，表内心
恬静、了无激动。

1 月 13 日，作家张大春在北京
朗园虞社与 600 多名读者分享他对
文字的体悟。他说，一个字长途跋
涉来到我们面前，已经不是它出发
时的模样。

平素，我们对于文字都是“工
具性的使用”，笔滑手油，很少停下
来，了解那些一笔带过的字词有什
么深意。在新书 《见字如来》 中，
张大春写下的不光是对字词源头及
发展的辨析，而且记录了字词与自
己生命情感发生联系的时刻。他
说：“每个字，呈现在书中，都包含
了我的生命。”

在张大春的原生家庭中，“各人
以本分相待”被当做“礼貌”的简
单注脚。父亲总会在最欢乐的时
刻，注意他是否忘形失态。张大春
读研时，同栋的汪伯伯叩门拜年，
他开门迎客，拱手为礼，还道了恭
喜。待汪伯伯离去，父亲一扶镜
框，叹了口气“怪我没教好罢”！原
来在老人家看来，拱手相贺，是同
辈人相施之礼，晚辈见长辈，就得
深深一鞠躬。

《见字如来》内容多来自张大春
为 《读者文摘》 杂志写的专栏“字
词辨正”。数十年前，张大春正在初
中读书，每次拿到杂志，都会先做
这份“考卷”——当时作者是梁实
秋，10道题，都是四选一。他每次
答对也就三五道，却常常因为自己
错得离谱而哈哈大笑。2011年专栏
复活，请他来执笔，总编辑多给了
两页空间说解，让读者能从文章中
识其答案对错之所以然。

书名叫“见字如来”，就是说仿
如看到了每一个字背后启迪的生命
记忆。他希望对汉字有自发兴趣、
喜欢玩益智游戏、对知识的极限有
好奇心的人读到这本书。其实这本
书里还包含了一个中年人的况味：
体味人的来路与去路、民族的性
格、个人或历史的情怀。

生于 1957 年的张大春，天分
高，性格也欢脱，早早就跨界多元
发展。他写古体诗词，在电台做说
书节目，担任王家卫 《一代宗师》
的编剧顾问，还写歌词，种类驳
杂，文风戏谑，思维天马行空，多
次获奖。40岁时父亲一病不起，说
想不起来有什么要跟他交代的。他
才去认真翻读六大爷写的 《家史漫
谈》，开始书写家族六代人的乡愁与

命运，“认真悲伤”。
如今的他，每天 6 点半起床，

到中午 1 点前都是写作时间。过去
大半年，他想到什么，就用毛笔小
楷小行书地任意写下来，文言文
的。微信拍给朋友，再找时间增添
成白话文，打到电脑上。

他的大学老师看到他的硬笔书
字，认为他适合写褚遂良，于是他
就一天天零碎写下来。直到姑父、
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问他：“你临过
欧体吗？你回头写，不用从头到
尾。”姑父找了本很生僻的字帖《皇
甫诞碑》，每页圈几个字让他反复
写，他体会到难以言说的笔锋转动
的感觉，牵扯到非常复杂的联动关
系，其妙无穷。如今他有时一天能
写到15个小时。

“生活中雅致的趣味，多半来自
文化。比如诗词，一些开玩笑的文
章里也包含了家国情怀。个人怀抱
之外，士大夫更在意文字的独特
性。人生后半段，每天的生活里有
一点点与昨天不同的东西，就很愉
快。”他希望能帮这一代人捡回被糟
蹋掉的训练及教养。

故宫何以为“学”，这是故宫博
物院原院长郑欣淼 2003 年首创故宫
学以来一直思考的问题。

作为一门以紫禁城宫殿、宫廷
文物藏品与故宫博物院为中心研究
对象的学问，从提出至今整整 15 年
来，郑欣淼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实
践应用，先后发表 《故宫学述略》

《故宫学纲要》《天府永藏——两岸
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多维视
域中的故宫学——范畴、理念与方
法》 等论著。2017 年，专著 《故宫
学概论》（简称《概论》） 问世，回
顾了探索实践故宫学的详细历程，
明确了故宫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架
构，梳理了故宫学研究对象的散
佚、存藏、整理与研究状况。该书
既是一部故宫文化知识的集成之
作，也是故宫学理论的整体建构之
作，更是文化自觉意识下的经世致
用之作，被誉为“故宫学的扛鼎之作，
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单霁翔《中国

文物科学研究》2017年第3期）
讲好中国故事，让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下去、传播出去，故宫无疑
是一张靓丽的名片、一个特殊的门
户、一个重要的载体。在故宫学概
念提出之初，郑欣淼就将故宫学的
根本目的定位在“充分挖掘故宫深
厚的文化内涵，更好地传承中华文
化和弘扬民族精神”。

《概论》中，郑欣淼秉持故宫是
一个文化整体的理念，提倡用“大
故宫”的学术观念来认识故宫与故
宫学，并强调故宫学综合性和实践
性的学科特点。

郑欣淼认为故宫学持续发展的
活力在于人才的培养、学术的薪火
相传。近年来，故宫博物院常年举
办“故宫学高校教师讲习班”，故宫
学走出红墙，与高校合作成立若干
研究 （院） 中心，联合培养硕博士
研究生。此外，积极推进将故宫学
纳入到大学的公共课程体系，进行
基础性人文通识教育，通过故宫文
化知识的滋养，进一步提高大学生
的人文素养。

故宫学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和
自然科学的多个学科间的交叉融
合，如文物学、文献学、文学、历

史学、考古学、建筑学、博物馆学
等。目前，已有多所高校开设有故
宫学的通识教育课程。

2009 年、2013 年故宫博物院先
后成立故宫学研究所、故宫研究
院，以积蓄力量，有序推进学术故
宫的建设，提升博物院的文化软实
力。因为有特定研究对象、渊源有
自的理论基础、较为完善的知识体
系和学科体系，2013年，“故宫史与
故宫学”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课题指南的一个研究方向，故宫学
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越
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接受、认同并
研究故宫学，《概论》使“散落”在
各个学科的故宫学研究者有了明确
的学科归属感。

郑欣淼坚持并倡导故宫学研究
的开放性，认为故宫学是国际性的
学问，“故宫在中国，故宫学在全世
界”。（作者系深圳大学故宫学研究
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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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推
出梁晓声的“家·国·天下”系列图
书——《家载一生》《我和我的共和
国七十年》《微观天下事，不负案头
书》。在该系列作品中，梁晓声以平
凡人的视角，记录了家庭的温情，
见证了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七十年
来 大 时 代 的 变 迁 ，
解读了中国乃至全
世界热点问题，既
有对社会正义的追
求，也有对家国信
念的守望。在梁晓
声看来，中国人本
质上是愿意亲近书
籍的，人与书的亲
密关系应该从小就

要建立，读书是最好的家风。梁晓
声是中国文坛的常青树，他拒绝浮
躁喧嚣，关注现实民生，用自己的
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始终保持着
冷静的头脑，创作出大量紧扣时
代、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与深刻反响
的作品。 （董 超）

梁晓声新书“家·国·天下”三部曲出版

故宫学：新的学术增长点
□ 高志忠

不久前，现代出版社举行了“新
概念 20 年，半部青春文学史——

《新概念作文大赛 20 年精选》 新书
发布会”。嘉宾阵容可谓豪华——中
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中国出版集
团副总裁潘凯雄，上海市作协副主
席、《萌芽》杂志社社长孙甘露，人
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现代出版社社
长臧永清等参加了发布会。

1998 年，青年文学刊物 《萌
芽》 杂志联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等高校一起举办首届“新概念作文
大赛”，成为文坛大事件。这项赛事
之后成为全国大中学生实现“文学
梦”的聚集地，很多获奖者由此走
上了文学道路。

《新概念作文大赛 20 年精选》
收录了新概念作文大赛20年以来每
届获奖作文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

这是以新概念为品牌的、《萌芽》杂
志社唯一授权的作品结集。通过该
书，读者可以管窥不同时代的青春
记忆与青春书写在风格上的变迁。

（李 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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