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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青年报》报道，3月5
日，浙江省杭州图书馆重新开放

“悦借”服务。家住杭州的网友可以
像收快递一样，享受图书馆上门送
书、快递还书的服务了。

阅读是公众文化生活的刚需，
在书香社会建设和全民阅读的背景
下，阅读更是很多人的生活方式。
但是阅读需要付出包括借书和还书
的成本。很多时候，因为路途遥
远、程序复杂，需要耗费时间和精
力，让一些人不得不放弃阅读。对
很多年轻人来说，每天要忙于工作
和生活，回到家常常累得精疲力
尽，不论是去图书馆借书或浏览，
还是去书店选书买书，都成了一种
负担，远不如多元化娱乐来得轻松
便捷，致使一些人逐渐忽略了阅
读。因此，就需要在降低阅读成本
上做文章。快递借书这种方式，不
仅是人性化服务的体现，站在读者
的立场上设计，让服务贴心周到，
同时也让阅读变得唾手可得。

有了这种快递服务，不考虑费
用的读者就多了一种选择，节约了
时间精力，阅读变得随心所欲，想
看什么书籍，动动手指就可以享受
送书上门。

其实，近些年类似的举措并不
鲜见，很多城市都推出举措为市民
阅读减负，比如街头阅读亭随时满
足市民阅读，还有一些社区筹建的
社区图书室等，都在延展服务，为
市民阅读提供着精细化供给，把书
送到更接近读者的地方。

当然，这些只是提供外部的环
境，要想实现全民阅读，最重要的
是注重提升国民的阅读意识，让大
家养成阅读习惯，让阅读成为一种
生活。比如可采取组织阅读分享活
动、开展阅读比赛、为阅读交流搭
建平台等措施来形成阅读自觉，甚
至可以出台一些政策激励措施，比
如对阅读冠军实施补贴奖励等，激
发公众的阅读主动性。

“请您稍等，待书籍信息录入系
统后就可以借阅了。”穿蓝色工作服
的王府井图书馆工作人员微笑说。
拆封新书、为图书编码、录入系
统、贴上王府井图书馆标识……约
30 分钟后，李同学顺利地以借阅形
式拿到了刚拆封的新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
法》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以来，
至今已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多，各
地公共图书馆在馆藏量、文献外借
量、到馆人次、目标人群办证率、
每册书流通次数、文献编目标准
化、为政府提供立法决策信息、新
媒体服务、移动图书馆等方面细化
服务规范，呈现出崭新面貌。

读者当起图书采购员

坐落在北京王府井书店六层的
王府井图书馆，是东城区第一图书
馆 在 实 体 书 店 开 设 的 首 家 分 馆 。
2018 年 7 月，图书馆推出“您读书
我买单”活动，读者可在一年内选
购 6 册单价不超过 80 元且馆内已有
藏本少于5本的新书，读者，当起了
图书采购员。

刚借到书的李同学说：“有些
书，自己买回去看觉得不划算。今
天第一次体验现场选书借书，书很
多，服务很快，感觉很方便。”

读 者 需 求 日 益 个 性 化 、 多 元
化，依赖图书馆采购员主观判断有
时难以精准把握读者需求，会造成
供需不对称、资金浪费、空间占
用、读者拒借率高等问题，令公共
图书馆服务效能降低。东城区第一
图书馆馆长肖佐刚接受本报采访时
说：“推出‘您读书 我买单’活动
就是为了缓解文献藏与用的矛盾，
推动读者参与文献建设常态化，让
读者来到图书馆采购最前端，成为
图书采购的决策者。”东城区第一图
书馆每年为“您读书 我买单”活动

提供100万元资金支持，并配套相应
的工作人员培训。

截至 2018 年底，共有 563 位读
者参与“您读书 我买单”活动，共
选书 1041 册；此外，街道读者代表
与网上读者报名到馆选书 300 余人
次、2000 余册，书籍类别涵盖时事
政治、社科历史、文学艺术、科普
读物、少儿读物等。

社区村镇也有了图书馆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进
修的王先生最近养成一个习惯，下
班后到安贞街道文化服务中心图书
馆学习一两个小时。这是家 24 小时
无人值守图书馆，自 2018 年 8 月运
营，头 3个月月平均到馆人数达 160
人次，借书 1157 本，还书 836 本。
从“朝九晚五”到“24 小时”图书
馆，安贞街道社区图书馆已转型成
为市民充实自我的多元文化空间。

变化在更多地方悄然发生。提
起村里的图书馆，北京市顺义区高
丽营一村党支部书记庞强有些激
动：“村里这间60平方米的村民图书
馆同时也是文化中心，未来我们要
辐射到高丽营二村至八村，让大家
都能享受文化空间的福利。”

公共图书馆法明确写到，国家
扶持欠发达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
展，鼓励以总分馆制促进公共图书
馆向城乡基层延伸。2018 年，公共
图书馆体系逐步完善，更多基层地
区补上了公共文化的短板。

截至 2018年 10月，江苏省苏州
市公共图书馆体系中，市、区、街
镇各级图书馆增长至371家，已实现
各街道全覆盖；贵州省贵阳市 2018
年新增 15 个社区图书共享智能书
栈，至今注册用户数已有 1.2 万人，
图书分享 3983册，取书 3298册；山
西省永济市建成“总馆—分馆—基
层服务点”的总分馆服务体系，根

据基层需求统一购买图书，实现了
图书在各分馆和村级服务点之间的
流通。

公共文化空间提档升级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
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2018年12
月8日，浙江省宁波市图书馆永丰馆
二楼多功能厅里，大山雀自然学堂
主讲人张海华正在为大家梳理自

《诗经》以来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博物
学传统，观众听得入了神。

宁波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每周
都会发出一周活动预告，“天一约
读”“天一讲堂”“天一展览”“天一
音乐”“天一童读”等多个栏目，覆
盖不同年龄段和不同领域。“现在，
宁波图书馆由原来一年200场活动增
加到一年近900场。公共图书馆法的
实施，不仅巩固了图书馆的社会地
位，还体现了公共图书馆的文化影
响力。我们要进一步发挥图书馆的
文化职能，打造多元文化空间，做
好文化传承。”宁波市图书馆馆长徐
益波向本报介绍。

北京大学教授李国新接受采访
时表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
化，人民对公共图书馆服务有更高
要求，不仅需要基本服务，还需要

“美好服务”，“城市书房”“24 小时
自助图书馆”“图书馆+”等应运而
生，设施空间提档升级是公共图书
馆发展的一个趋势。

据了解，2019 年即将建成开放
的苏州第二图书馆里，将建有音乐
图书馆、苏州文学馆、设计图书
馆、数字体验馆等，进一步提升公
益性讲座、展览、培训的服务水
平，通过文化超市、休闲书吧等服
务设施，满足各类人群多层次、多
元化、个性化的文化需求，提升市
民的文化素养。

图书馆迈向智能化

依次点击“图书-一键借阅-送
书上门”，填上小区地址，线上支
付，只用2分钟，在金融行业工作的小
杨就成功地从“书香苏州”App上，借
到了自己一直想读的《刀锋》。

“通过‘书香苏州’App和线上
支付，读者可自主选择想借阅的图
书，后台工作人员找书打包后，配
送到临近的服务点。这种网上借
阅、社区投递的数字化模式，一方
面可以非常便捷地将书籍资源配送
给大众；另一方面，还将中青年读
者群体激活了。”苏州市图书馆馆长
助理费巍告诉本报，通过网络配
送，“上班族”只需要走到附近的服
务点，在投递柜处扫一下码，就能
拿到借阅的图书，操作简单方便。

费巍说，苏州市图书馆现藏书
500 余 万 册 ， 2018 年 图 书 外 借 量
509.5万册，其中通过网络借阅的数
量就达到了106.1万册，全年发送快
递包裹数47.87万个，平均每天发送
1312个包裹抵达取书点或读者家中。

随着科技发展，公共图书馆正
在变得更加智能。2018 年 12 月 12
日，无人值守的 24 小时信用智能借
阅服务机在郑州市图书馆正式投入
使用，读者通过它可以“刷脸”借
书、扫码还书。此外，国家图书
馆、株洲市图书馆等也纷纷启动人
工智能借阅服务，智能服务系统的
引进和使用成为图书馆建设的重点。

李国新认为，公共图书馆法明
确了图书馆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
方向，也规定了各级政府及公共图
书馆在推动智能化、数字化方面的
责任。最近 10 多年，我国公共图书
馆智能化、数字化的发展迅猛快，
跟发达国家处于并跑水平，24 小时
图书馆等处于世界领跑水平。

“科学告诉我们，快乐源于多
巴胺的分泌。但快乐重要吗？人人
都追求快乐吗？梵高的苦中作乐和
一般人的乐中作乐是一回事吗？当
快乐与道德冲突时如何取舍？科学
不回答这些问题，它要由哲学来回
答，就是如何看待快乐。”

“5 个红苹果，你说，这是苹
果，是 5，是红色。孩子会问，圆
圆的样子叫红色？你不能指着柳树
说这就是‘春’，或者指着东方说
这叫‘东’。所以柏拉图说一切思
考从定义开始，而维特根斯坦说，
我们只能从使用开始。语言最开始
不是通过‘理解’来掌握，而是通
过‘训练’来掌握。我们必须先接
受很多界定，才能懂得道理。这个
道理可能会把已经接受的东西否定
掉。两三岁的小孩只喜欢漂亮的塑
料球，而不会说‘这件古瓷真
漂亮！’当你长大，培养出的
品味会让你不再喜欢塑料球。”

这是周六下午，涵芬楼书
店二楼挤满了人，新加的凳子
一直延伸到楼梯，会场两边过
道都站着人，有青年学生，也
有四五十岁的中年。当下，居
然还有这么多人对远离日常的
哲学充满求知的热情！他们随
着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

嘉映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的
解读，在远离日常生活的概念丛林
中穿行。

这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韩林
合主编的《维特根斯坦文集》的新
书发布会，但它更像一场专业的哲
学普及的讲座。

维特根斯坦是 20 世纪最重要
的哲学家之一，他是系统地从语言
来思考世界的第一人，被罗素视为

“天才人物的最完满的范例——充
满激情、深刻、强烈、咄咄逼人”。由
商务印书馆推出的《维特根斯坦文
集 》， 收 录 了 《 战 时 笔 记

（1914-1917）》《逻辑哲学论》《哲
学研究》《心理学哲学研究》等8卷，
通过选择其不同思考阶段有代表性
的或比较成熟的遗稿，旨在完整、
连续地展现他的思想发展脉络。

2月，我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了本新书——《世间的陀螺》。

王小帅说他是“无故乡的人”。
我有故乡，却一直心神不宁，多了
些牵挂，少了些洒脱。

关于故乡，总是一言难尽，写
出来，却又避免不了情深言浅。一
度犹豫要不要继续写下去，觉得内
容更多偏于个人体验，担心别人读
了会厌烦。但往往在交完一篇稿
后，编辑会与我讨论一番，她觉得
稿子里所描述的亲情困扰与故乡情
结，让她很有共鸣。这让我想到：
是不是还有很多人与我一样，在深
夜难眠的时候，脑海中会被往事填
满，把过去想不通的事，想了一遍
又一遍？于是，我决定接着写。

不少写作者对写亲人与故乡存
有障碍。这是自古以来的一个传
统，没有哪个国家的文学，会像中
国这样，对亲人与故乡有如此强烈
的美饰意愿。诗人、作家们可以用
一支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可一
触及亲情与家乡，就立刻英雄气
短。这大概与长期的情感教育与情
感表达惯性有关。往深处看，能发
现不少文化与心理层面上的有趣点。

前几年春节时，流行过“返乡
笔记”之类的故乡写作主题，有几
篇风靡一时。

但后来因有的文章过于煽情、
片面表达甚至抹黑式描写，激起了
读者的反感。对于乡村的落后以及
人际关系的紧张、破裂，有些叙述
是真实的，有些则是夸张的。如果

找不到公正、客观的写作角度，故
乡在笔下会产生变形，那不是我们
曾经生活过的真实地方。

在我们的想法里，“父母、家
庭、亲情、出生地、食物、风俗”
等，统一会被冠以“故乡”的名
义。很多时候我们在谈论故乡时，
具体的指向却是模糊的、混淆的，
因为对某一点的热爱或反感，很容
易对整个故乡概念全盘美化或全盘
否定。所以，在这一领域的写作过

程中，作者必须要厘清自己与创作
对象之间的距离与关系，用理性的
笔触去写很感性的人与事物。

有光的地方必有影子，唯有两
者都在，才是立体的、真实的。

写完个别篇章发给朋友看时，
有的朋友不敢看，因为他发现了影
子的存在——是传统中对于美好事
物背面必然存在的倒影的某种恐
惧。我不觉得恐惧，虽然在十多年
前哪怕不写只是想一想，就有全身

颤抖的感觉，
但写作本身战
胜了恐惧。完
成这本书的主
要篇章后，我
一身轻松。

阿摩司·奥
兹的作品《爱
与 黑 暗 的 故
事》，绝大多数
的篇幅都是在
写爱以及这个
字所包含的阳
光、温暖、美
好 。 在 涉 及

“黑暗”的时候，他的笔触没有躲避
也没有变得柔软，而是用冷峻的态
度把它表达了出来。这部作品之所
以打动人，在于 60 多岁时的奥兹，
找到了表达的方式与勇气，他以一
个孩子的身份重返童年，记录了他
所经历的种种。用 60 多岁的睿智与
接纳，去化解曾经的困扰，这已经
不再是难题了，所以在这部作品
里，尽管有阴影，但读者却感受不
到任何恐惧与悲伤。

如果可以平和地接受发生在自
己身上的一切经历，并坦诚地写下
来，就必然会有人觉得，这样的故
事或情感，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普
遍存在的。尤其是生活在同一时
代、经历过共同历史的人，往往会
有惊人一致的体验，会共同去思
考：祖辈、父辈为什么会留下让如
此庞大人群感到熟悉的共同记忆遗
产，而我们为何又会按照某种生活
模式、思考方式，继续地生存下去。

现在想来，故乡是一杯烈酒，
不能一饮而尽。从前我不这么认
为。在离乡的 20 年来，前些年遭遇
故乡，总是过于激动，总是想把这
杯酒一口喝干，结果付出的代价是
头晕目眩、身心俱伤、疲惫不堪。
而现在，已经学会了举杯端详、小
口啜饮，在体会与回味中，故乡似
乎变得柔软、亲切。

其实故乡一直没有变，而是在
外面的人变了。与故乡之间的关
系，不取决于故乡，而在于游子的
心。我明白这一点时，44岁。

近日，亚马逊宣布在中国市场
推出“全新 Kindle 青春版”电子书
阅读器。阅读器增加了标记功能，
用户读完一本书后，系统将自动在
用户的个人图书馆中将此书标注为
已读。让个人图书馆管理更加简单。

随 着 全 新 Kindle 青 春 版 的 上
市，著名作家路遥的作品 《平凡的

世界》 电子版也将在 Kindle 中文电
子书店首次上线。亚马逊 Kindle 还
将在中国开启“读书的人面上有
光”为主题的品牌活动，用新颖有
趣的方式吸引用户尤其是年轻用户
加入到读书的行列，将阅读的精神
气质传递给更多人。

（赵艳梅）

从前，旅行中水土不服时，药
方就是喝一杯当地的酒。酒和眼泪
里都有土地的味道。酒是思乡病的
药，又是他乡彼岸的旅行指南。

《每滴酒都不一样》是沈爱民的
新书，这是继 《灯暗酒红》 之后，
他的第二本葡萄酒游记，写的他满
世界漫游的收获——行走、诗歌、
美人和美酒。看的时候我常笑出声
来，“这人怎么会这么写？”书里谈
红酒与电影，红酒与建筑，红酒与
烟草，红酒与风景。你会觉得，他
写的哪儿和哪儿都不挨着，但联结
在一起又别开生面，诗意盎然。

这本书论的是一杯酒映照出来
的山川河流、人物思绪，谈的是人
与大地及自身的关系。看书时好像
是跟着一个朋友去旅行，行走在酒
的世界，结交不同的朋友，品尝远
方的风景与滋味，像是一场路长酒
困的酒国奇遇。书里诗酒纵横、文
白兼杂、妙笔生花，端是益智醒
脑，全是非常不正经的正经话。笔

触之中的特殊味道，会吸引声气相
求之人，有疗愈安慰、晓畅抒怀之
效，很是有趣。

如果你也爱旅行，现在就出发
吧，去走万里路，看太阳升起又落
下，月色阴晴。把酒临风，时空微
微恍惚，一时不知身在何处，蓦然
回首，那人却在葡萄花树。

还有，记得带上这本书，它会
给你不一样的旅程。 （方地山）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实施1年

公共图书馆有了新变化
□ 叶 子 王璐瑶 李坤晋 李 丹

王府井图书馆外观 李 丹摄王府井图书馆外观 李 丹摄

安贞街道文化服务中心 24 小
时无人值守图书馆内设自动借还书
机器，老人在此浏览报刊

李坤晋摄

故乡是杯烈酒
□ 韩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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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哲学是关于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路长酒困，且听风吟路长酒困，且听风吟

读书的人，面上有光读书的人，面上有光

□ 张稚丹文/图□ 张稚丹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