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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能被阅读
多少次。只有非常经典的图书，才能
一直留在书架上。有些书，值得一
看，却不值得收藏，怎么办？

半年前，居住上海的金融从业者
甘女士开始使用多抓鱼微信公众号。
最近，她想处理掉家中闲置的一些图
书，所以在多抓鱼上卖书的频率达到
了每周一次，至今已卖出了60余本。

随着时代变迁，消费观念升级，
物质生活丰富，人们的闲置物品增
加，其中也包括个人拥有的不具备较
大收藏价值的二手书。二手书该向何
处去？除了简单地卖废品，那些已经
看过的书籍，能否有更好的流转渠

道，让更多人受益？对此，本报进行
了采访。

书籍渴望流动

在福建泉州工作的庄先生从大学
开始就喜欢在网上买书，到现在，仅
平时租住的房间内已经有 300 多本书
了。庄先生一直很苦恼退租的时候如
何处理自己的书，已经读过的书留着
好像没有太大用处，按斤称重卖掉又
觉得可惜，书籍的寿命仿佛被限定为

“仅此一次”，其使用价值被“新旧”
所局限。

庄先生的苦恼，很多人都能体会
到。随着人们对于闲置物品的处置需
求逐步提升，对闲置二手书的交易需
求也与日俱增。

同时，又有很多人愿意去二手书
市场淘选有收藏价值的二手书，因为
便宜，也因为一种淘宝乐趣。中国书
店、潘家园旧货市场、北京书市，都
是北京地区淘书爱好者的攻略地。书
法爱好者李大爷是北京灯市口的中国

书店的常客。1月 22日下午，在书店
内徘徊了近两小时后，李大爷从随身
的小包中掏出53元递给收银员，带着

《毛锥艺痕》《白蕉论艺》《书法丛
刊》 3 本“战利品”回家了。这 3 本
书虽是二手书，纸页微微泛黄，有些
许压痕，但没有笔记和涂写，李大爷
颇为满意。

“这本 《Suomen mestari》 是我学
芬兰语时用的，上面有笔记，也有记
忆，舍不得卖。”北京外国语大学研
一学生陈同学回忆起自己本科毕业时
与书“断舍离”的经历时如是说。一
本全新的教科书88元，二手书回收通
常按斤算，每斤 1元左右。最终，陈

同学将书籍整理好并送给了同系的学
弟。陈同学的经历在各高校毕业季上
最为常见：教科书上承载着大量笔记
和记忆，扔了可惜，带走不易，低价
回收不划算。

二手书该向哪里去？传统的二手
图书回收商“低收高卖”，一本价值几
十元的书，可能只能卖到几元钱甚至
更低，一方面用户的损失感和落差感
大，卖书体验差，而另一方面，买书
的用户也缺乏品质、卫生方面的保障。

互联网平台开辟新出口

如今，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流转
二手书了！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通
过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等形式流转二
手书越来越常见，如多抓鱼、转转二
手书和漫游鲸等新平台纷纷出现。

与用户在网站上选择店铺交易的
网站交易平台不同，个人出售或购买
二手书可以通过移动平台与另一端的
用户直接联络，实现“点对点”沟
通，二手书流转更加便捷，减少了中

间环节的损耗。
2018年7月，甘女士参观上海衡山

和集书店与多抓鱼共同举办的“书中
生物展”，得知了“多抓鱼”这个二手
书交易平台，便开始在多抓鱼上卖二
手书。使用多抓鱼一年多来，甘女士
收入了500余元，不过，她把钱都留在
多抓鱼里面买书了，因为她特别满意
多抓鱼提供的书的品质。“多抓鱼引用
豆瓣高评分书单，其他推荐书单也比
较合自己的口味”。

二手书流转平台涌现了不少，经
营风格各异，例如“多抓鱼”和“转
转二手书”卖书所获收益，可以在平
台上再买书，也可以提现到微信钱

包，但是“漫游鲸”就只能在平台上
继续买书。根据售卖图书的种类，还
出现了专营某一类图书的新型流转平
台，如专门做儿童绘本流转的“博鸟
绘本”以及主要针对大学生流转教材
和考试用书的“阅邻二手书”。

庄先生搜索到了多抓鱼和转转二
手书两个平台，对比之后，他认为转
转二手书更适合自己的需求。他在平
台上售出了 40 余本书，并向本报表示
会继续在转转上卖书。

对很多用户来说，二手书流转平
台带来的不仅仅是处理闲置图书的便
利，更是在茫茫人海中寻到知音的微
妙体验。

多抓鱼通过鱼邮连接一本书的新
旧主人，旧主人可以给新主人留言。
今年1月初，甘女士在多抓鱼上卖出了
一本田野研究笔记，甘女士很高兴还
有同样喜欢读这类田野调查笔记的
人，便通过鱼邮给书的新主人留下了
自己简短的书评。有时候，甘女士看
到二手书上前一个主人的批注，也会
觉得别有一番滋味，恰似素不相识的

人进行了一番有深度的交流。
面对竞争，多家二手书流转平台

都通过社群运营和内部的供需匹配来
增强竞争力。转转开放业务部总经理
於波对本报表示，转转二手书希望通
过社群运营将爱书之人汇聚在转转二
手书，用户可以通过小程序和平台内
部的社群将喜欢的书分享给朋友。为
了保证库存书籍的类别全面，转转二
手书对于库存缺少的书籍类别，会向
特定人群定向寻找，达到供需匹配。

二手图书爱心捐赠

二手书的另一种常见流动渠道是
爱心捐赠。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二手
书捐赠的渠道不仅有爱心图书馆发起
的社区募捐、定点捐赠的方式，也有
北京爱心图书捐赠中心使用的官网电
话预约、工作人员上门取书的方式，
更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搜
索“渔书公众号”“渔书公益”等展开
线上预约、线下快递或免费上门收书
的形式。

今年，是图书行业工作者张茂云
创办北京爱心图书捐赠中心的第 5 年。

“我做图书捐赠的初衷，是因为看了
《感动中国》 这个节目，就想着人活这
一辈子，不能光为了自己吧。”张茂云
在图书行业工作了快 20 年，他告诉本
报，能用自己的专业去帮助别人，为
贫困地区的孩子们送去一点精神食
粮，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2017年6月，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
长城镇长城小学收到了从北京爱心图
书捐赠中心发来的 13 箱二手书，看着
孩子们满怀期待地把书放在教室的图
书角，校长马松山感到很欣慰。“我们
的娃娃知道在很远的地方还有人一直
关注着他们，心里暖啊。”马松山说，
大家都非常珍惜爱心人士捐来的图
书，有些孩子午休时爱闹腾，老师便
允许他带课外书回去阅读。

本报了解到，从贵州龙里到四川
大凉山、云南红河，在过去的4个多月
里，“渔书公益”平台将人们汇聚的爱
心运往祖国的西北和西南，向贫困地
区的学校捐赠二手书4万多本。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渔书公益’
‘渔书服务号’来共享图书，图书循环
阅读不仅环保，还能为国家教育扶贫
贡献一份力量。我们目前已参与了上
海市徐汇区合作交流办东西部协作、
对口支援等国家性扶贫工作，未来也
会通过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
望工程’办公室项目，为偏远地区建
立更多的爱心图书室。”渔书公益事业
部执行负责人杨建宇告诉本报。

闲置二手书在流转中获得新生。
从线下图书漂流、二手书市到线上网
站，再到微信公众号和APP，爱书之人
为旧书找新归宿的方式不断改变，不
变的是寄托在书籍上的情怀。

有个小镇，所有东西都只
有一个：一只苍蝇，一只蚊
子，一个做月光汽水的小姐
姐，一个做彩虹面包的小哥
哥，一个拉藤蔓大提琴的小歌
手，还有一个小魔术师——只
要她想，任何东西都会消失。
你猜到了，最后，这里成了只
有她一个人的小镇。

一颗向往蓝天和光亮的子
弹终于出膛，它满怀喜悦，像
鸟儿一样飞。然后它发现自己
停不下来，差点射中了拿棉花
糖的孩子、推婴儿车的母亲、
年轻的恋人……最后飞向苹果
树，“我没有了自己”。

儿童文学作家、上海作协
副主席秦文君说，关于中国原
创儿童文学，她有两个忧虑，
一是幻想类的儿童文学缺少想
象力，二是原创图画书缺少大
一些的格局。但看了白冰的

《一个人的小镇》 和 《一颗子
弹的飞行》，我不由惊讶中国
原创图画书的发展——简洁抓
人的文字被异国风情的小镇和
孩子衬得格外动人，仿佛就是
理想中的图画书了！

白冰写过诗，写过小说，
这位儿童文学作家同时还是出
版人，作为总编辑的他带领接
力社开拓创新，不断创出佳
绩。但他似乎更享受亲手创作
图画书带来的儿童生命状态和
轻松快乐：“图画书可以被誉
为高于任何图书形式的伟大图
书。诞生100多年来，作为人
类向下一代传递文明成果、生
存智慧、生活经验的有效载
体、孩子认知这个世界的第一
个窗口和第一级阶梯，它聚集
了世界上很多作家、画家、编
辑、出版人从事世界上这一最
快乐最有意义的事业。而我，
是其中快乐的一员！”目前，
他创作的 6 种图画书在绘画
中，还有3个脚本在修改。

《绿太阳和红月亮》《吃黑
夜的大象》《换妈妈》《挂太
阳》《雨 伞 树》《爸 爸 ， 别
怕》……看着这些书名，你有
没有回到童年的感觉？关于太
阳和月亮的颜色，关于怕黑，
关于生妈妈的气，那是一个个
温暖奇妙的梦。

白冰在中国少年儿童新闻
出版总社出版的图画书，都入
选了“中少阳光图书馆”，版
权全部输出国外。其中《雨伞
树》 获 2017 年俄罗斯图画书
奖最佳插画奖、“原创图画书
2016 年 度 排 行 榜 ” TOP10，
入选广电总局向青少年推荐的
百种优秀出版物；《爸爸，别
怕》 荣获 2017 年度新浪优质
绘本奖；《吃黑夜的大象》 荣
膺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换
妈妈》入选2016CCBF当当童
书榜原创榜、2018 年度家庭
教育影响力图书 TOP 榜，获
新青藤最具人气童书荣誉称
号；《大个子叔叔的野兽岛》
入 选 2018 年 度 “ 中 国 童 书
榜”最佳童书……

2月27日，在“白冰图画
书的创意空间和情感探索”研
讨会上，当这些美妙、精湛的
书被一本本谈到，白冰，好像
变成了一棵长满绘本的树。

专家们表示，白冰图画书
不再是对西方图画书的借鉴和

模仿，而是创造性地讲故事。
他的文字充满诗心和童心，既
抓住了孩子不愿分享、不接受
失去、调皮捣蛋保持一定秩序
的特殊心理，也融进了自己独
特的生命感受。近年来，他不
仅和插画家长时间反复交流画
稿，还收敛文字的光芒，让画
面充分表现，从“文+图”变
成了“文 X 图”，让读者在日
常生活中停顿下来做形而上的
思考。

白冰认为，图画书包括文
学图画书、认知图画书、玩具
图画书、艺术图画书等多种门
类。文学类图画书一定要有绝
妙的点子，带来独特的形象、
细节、故事、生命感受以及阅
读惊喜。图画书语言是带着节
奏、韵律、味道、色彩的语
言。它既是孩子听得懂、浸满
了亲情和挚爱的妈妈的 “浅
语”，是简洁纯净又蕴含了深
意的“潜语”，同时还是“前
语”，是前辈成年人独特的生
命感悟，可以为儿童提供情感
体验和生存智慧。

在同事桌上看到了一本最新的
《小说月报》，不禁惊讶地拿起来翻看
——至少有 20 年没有看到过这本杂
志了！

说起来，是各具特色的老杂志伴
随我走过30多年的岁月。

小学时，经常读的是上海出版的
《少年文艺》，2 角钱一本。于我而
言，当时是一笔不菲的开销。

班上一位女同学的父亲好像是邮
局领导，是那个时期较有文化、收入
也较高的人。每当她高举着最新一期

《少年文艺》，极其夸张地晃荡进教室
时，我的羡慕无法言说。

那本杂志最终也会主动地传到我
手里，供我一阅。好景不长，随着女
同学的转学，免费看《少年文艺》成
了故事。后来，二哥知道了，开始主
动每月为我买一本 《少年文艺》。这
一买，就一直到我高中毕业。

除了这本杂志，只要我开口，或
者听他的同事说有什么适合学生读的
书，二哥从来都第一时间买给我。当
时他的工资少得可怜。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少年
文艺》，那可真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
杂志。

上了中学，知道了另一本杂志
《中学生》，也是上海出的，2 角 5 分

一本。为了不间断阅读，二哥到邮局
办理了订阅。

在谢兴老师的推荐下，初三认识

了一份 A3 纸大小的专业报纸 《语文
爱好者》。仅是几期阅读，便让我受
益匪浅。记得当时邮局不能订阅，便
和十几位同学一起汇款到报社，订了
一年。

邮局工作的大嫂嫁到我们家，家

里最大的变化是
杂志多了起来。

《故事会》《大众
电影》无一不是家里的抢手货。通过

《大众电影》，认识了张瑜、刘晓庆、
潘虹、陈冲、郭凯敏等一批当时的明
星。我和二哥之间关于明星谁比谁更
好的辩论，最后往往演变为两人之间
的攻击甚至互不理睬。把这些杂志带
到学校向同学炫耀，也成为我当时的
小得意。

一月一期的《故事
会》 当时是 1 角 5 分钱
一本。2008 年汶川地
震，同事要去绵阳给救
灾的工人送一些杂志。
出于一时的热情，我拿
出了积攒多年的几十本

《故事会》，同事后来
说，那是送去的最受欢
迎的杂志。

上了大学，便开始
接触 《读者文摘》，就
是今天的 《读者》。读
大学时，俊彦老师还特
意组织校广播电台的同
仁去杂志社联谊。一本
畅销的杂志出自校友之
手，当时的钦佩可以用

“仰视”来形容。
因为喜欢看小说，所以对我影响

最大的杂志应该是 《十月》《收获》
《当代》和《小说月报》。

第一次在《十月》上读到《玉娇
龙》，我整宿不睡、泪水双流，招来
母亲一顿严厉数落。如果不是大哥，
杂志就被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撕毁
了。在母亲看来，除了课本，看其它
的书都是浪费时间、不求上进。

忘了是通过哪本杂志初识琼瑶，

泪眼婆娑读她的 《六个梦》。现在想
来真是可笑，那个时候的我竟然天真
地想象自己就是悟性极高、武功超
群、为爱情舍弃一切的玉娇龙，甚至
愿意以身试法地经历六个梦中的凄美
爱恋。可如今，“六个梦”到底是什
么，我竟毫无印象。

对于《收获》的记忆，至今定格
在一个特别有趣的排版。一般的杂志
排版标题下面是作者的名字。1991
年出版的第 3 期 《收获》，在排王朔
的中篇小说《我是你爸爸》时，左上
角是“王朔”，下一行则是标题“我
是你爸爸”，许多人故意读成“王
朔，我是你爸爸”。无论是有意无
意，在那个百花齐放没多久的年代，
这种简单的幽默还是让人津津乐道。
至于 《当代》，好像登的基本都是中
篇小说，杂志的名字非常深刻，但只
记住了王朔的《无人喝彩》。

那些当代小说，伴我走过难忘的
青春岁月。不谙世事的我为主人公
喜，为主人公忧，流了多少泪，发了
多少愁。

记忆中的老杂志曾经是我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聊起这些老杂
志能与我有共同语言的，也只有极个
别的同龄人。交谈中的共鸣，对美好
的回味，依旧让人兴奋！

开卷有益。绝大多数书，都会给读者以教益。但
并非所有的书都值得珍藏终身、一读再读。那么——

你的闲置书去哪儿了你的闲置书去哪儿了？？
□ 叶晓楠 李坤晋 王璐瑶 李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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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转二手书图书仓储中心的
工作人员在处理收到的图书

王 攀摄

记忆中的老杂志
□ 辛雅玲

开朗乐观的白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