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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297个台阶之上那赭红色古
朴端庄的环翠楼，对这个城市顿生
敬意。

它原是城墙上一个塔楼。1398
年，明设威海卫，与天津卫、镇海
卫、金山卫共同抵御倭寇。1403 年
威海卫修建卫所，不大，南北长870
米，东西长632米，面积0.55平方公
里，“一家做鱼半城腥”，有 4 个村
庄，5000多人生活在城墙里。

80 多年后，城墙垮塌。巡查海
道副使赵鹤龄上疏请求动用泰山香
钱数百金修复城墙，整顿军政。威海
卫佥事王恺感念至极，捐出俸禄在城
墙最高处修建两层小塔楼。因其西
负苍山，东眺碧海，名“环翠”。

之后几废几建。2009 年重建，
将主体楼高提高到
57.7米。

从 一 块 渔 耕
地 ， 到 一 座 海 防
城，再到今天的洁
净美丽、经济充满
活力，环翠楼正是
威海历史的缩影。

在环翠楼脚下
的游客服务中心，
我看到一座玲珑剔
透的小巧城市书房
——环翠楼分馆。
刷身份证步入，左
手是自助办图书证
的智能机，右边是
书架和柔软座椅。左边高几级的平
台上，书架间有3张干净的桌子、一
排靠椅。每逢周末，这里总是坐得
满满的，有带着孩子的家长，还有
唱歌跳舞锻炼完的老人，坐下喝杯
水，取一本书，歇歇腿脚。看累
了，抬头就能看到玻璃墙外怡人的
景色，别提多惬意了。

书房是各单位合作的产物——
房屋设施由园林局提供，作为市图
书馆分馆，图书通还通借，195平方
米中藏书1.1万册，服务外聘。第一
年财政拨款 50 万元装修，之后每年
维护运营费10万到15万元。

整个威海，已建成城市书房 27
家，另有6家在建设中。

竹岛分馆的面积要大得多，445
平方米，楼上楼下两层，馆藏图书
1.7万册。威海市图书馆副馆长逯淑

华介绍说，这是威海第一家城市书
房，选址时考虑到邻近交通主干道
青岛路，附近有商场、医院、银
行、社区，属人员密集区。除了成
年人，还能看到不少学生在这里读
书做作业。一位上高三的姑娘告诉
我：“要高考了，一个月只能来一
次。不像初中的，每周都可以来。
这里有种不一样的气氛。”或迟或
早，他们会拿起书架上的书，开始
自己的阅读生涯。

“那么，城市书房是威海开展全
民阅读的支点了？”

“不。除公共图书馆及城市书
房、共享书柜和流动图书车构成的
网络之外，我们还建起了一支400人
的阅读推广人队伍，”威海市文化和
旅游局副局长张美丽纠正我的说
法，“经专家培训之后，他们下基

层、进农村、到偏
远地区，每年开办
很多场活动，引领
阅读风尚。

张美丽介绍，这
个2017-2019年的3
年工作计划今年会
基本完成，然后进
入完善阶段，比如
城 市 书 房 的 标 准
化 、 服 务 规 范 等
等。我们还准备建
设一个公共文化服
务的云平台，将把
读者需要的书免费

送到离他最近的共享书柜。
4月 20日的“书香威海·好书之

夜”活动中，我们认识了那些阅读
推广人。威海市委党校的王肖杰是

“相约星期三读书沙龙”的创办人，
12 年来，沙龙举办了 450 期活动，
参加者逾万人。当被主持人问到是
如何坚持下来的，他笑着说：“谈不
上坚持。办完一次，大家说，还不
错，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不知不
觉就做了这么多期。读书可以提升
认知，和谐人际关系，应该是和吃
饭、呼吸一样自然的行为。”

《世界历史六千年》被评为2018
年 5月十大“中国好书”，作者是威
海农业农村局的张禹。“我最初写这
本书开始是由于困惑，后来是因为
使命。我发现大部分全球史都是外
国人写作的，他们以西方为中心，
所以我决心写一本能体现中国史观
的全球史。”

夺得第五季“中华好诗词”冠
军，神采飞扬地参加了第二季“中
国诗词大会”比赛的毕凯，是来自
威海供电公司的普通员工，抄写、
背诵诗词渗透在他每一天的生活
里。在“好书之夜”，他和 3名中学
生即兴表演飞花令，还推荐了袁行
霈的《好诗不厌百回读》，认为该书
语言亲切，旨趣高雅。

难以想象，这台动人的节目竟
是威海首次以舞台化演绎的方式诠
释和推介好书。“好书之夜”扣住海
洋、历史、读书几个关键点，既推

出威海这些“最
美读书人”，又
请他们和嘉宾一
起荐书，如顶针
一样环环相扣。
朗 读 部 分 ， 如

《威海，守卫中
国最古老的海》
中 的 海 草 房 部
分 、 海 明 威 的

《老人与海》 和
《春 江 花 月 夜》
等分别配以海草
房、海浪、水墨
画的动感背景，
所有情境、声音

都让人去体味字句后面的精神，极
尽深挚之美。虹云朗诵的 《你是人
间四月天》 恣意自由，迸发出青春
少女的惊奇、新鲜与浪漫，轻盈的
舞步与满头白发形成强烈反差。

第二天，我们参加由市委宣传
部、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刘公岛
景区、北京大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协办的“龙旗飘扬的舰队——寻找
北洋水师的遗迹”威海行走，踏上
隔海相望的刘公岛。

一座刘公岛，几乎就是半部海
军史。

北洋海军提督署、水师学堂、
丁汝昌寓所、铁码头、东泓炮台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首任馆长
戚俊杰一路指点着这些遗迹，让人
仿佛进入了近代史的“历史现场”。

丁汝昌内乱外围、服毒自尽；
林泰曾因定远舰不慎触礁受损，自
责自杀；“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邓世昌率致远舰撞向敌舰，中途被
鱼雷击中；固守威海湾南口中心日
岛炮台，六次击退敌人进攻的萨镇
冰……那些憋屈、那些刚烈、那些
牺牲，在宁静的春日里尤为惊心。

军事史专家徐焰在回溯那段历
史时总结，对比抗日战争和抗美援
朝，甲午海战是装备最接近的一
次，也是失败最惨重的一次。思想
观念现代化比装备现代化更为重
要。甲午战争败于日本，是对中华
民族的一次唤醒。

威海有个现代化的市图书馆。
去年 12 月建成，面积为 4.2 万平方
米，可藏书200万册。馆内配备了扫
描自动借还书的机器和智能查书寻
书的电子书柜，少儿馆按年龄分
区。馆中的尼山书院不仅办讲座、
经典诵读，还免费传授茶艺和古琴。

张美丽曾经给我们讲过两个故
事。有次打车，出租司机听说她去
图书馆，笑着说自己每周日都会带
着全家去图书馆。许多乡镇的人也
来到新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她
还给我看了一个抖音视频：一位 92
岁的老人，每周坐公交到书店看
书，他高兴地说：“公交不要钱，看
书不要钱，这生活多好！”

铸铁为犁、化剑为笔，威海的
今昔让人感慨。

目前，在学校及一般社会民众
中，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传承，大
体上以讲座的形式为主。发展到今
天，可以提高一步，由以“讲”和

“听”为主，逐步转向以读为主。
读和听是不同的。读是主动的

学习，读的过程同时是思考的过
程，从认识字词，明白文义，到领
悟义理，以至触类旁通，温故知
新，由浅入深，每一步都要经过自
己的学习思考。得来的是自己的认
识，经典的思想就真正成为自己的
了。而听，是被动的。听的过程，
听者的思维只能跟着讲者走，没有
充分思考的时间。听到的内容，又
主要是经过讲演者咀嚼消化后得出
的结论性意见，很少能了解其由浅
入深的学习思考过程。这样被动接
受结论性的知识，也可以有收获，
但难以真正成为自己的认识。

读是直接面对经典，与经典对
话，对经典的了解是真实可靠的。
听是间接的，听到的是讲者对经典
的理解。没有哪一位讲者能说，他
所讲的一定完全符合经典的原意。
而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
同的讲法，如何判别其正误对错？
不去读经典，没有判断的标准，往
往会听得愈多愈糊涂。

读经典，开始不必求多，可从读
通一本开始，比如《论语》。中华传
统文化中心思想是讲做人的道理。

《论语》是儒学的基本经典，“读《论
语》，学做人”，可以说概括了传承传
统文化的中心内容和必经途径。

读 《论语》，不一定要拿一段
整时间从头到尾通读，也不一定要
每天抽出固定时间来读。可以一章
一章分散读，读一章得一章的收
获。不懂的地方可以先跳过。时间
上，可以随时随地，“不论枕上、
厕上、舟车上，任何处，可以拿出

《论语》，读其一章或二章”。这是

先父 （钱穆先生） 一次讲话中提出
的。他说，如果能每天抽出几分钟
时间这样读，至少每年可读 《论
语》 一遍，从 25 岁到 60 岁，可读

《论语》 40 遍。重要的是坚持不
懈，积累日久，就有明显的效果。

读《论语》可以个人自学，也
可以开设《论语》课堂，或用读书
会的形式。志同道合的朋友自愿组
合，聚在一起读同一本书，可以收
相互交流、切磋的功效。形式又很
灵活，可以在线下，也可在线上。
目前民间读书会面临的一大困难，
是不易找到指导老师。希望能有更
多的学者、专家参与到指导读经典
的活动中来，帮助这一活动更好地
发展。

先父生前说过：今天中国的读
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

《论语》，二是劝人读 《论语》。我
希望看到愈来愈多的人都来读《论
语》，助人读《论语》。

（作者为著名学者、“中华传统
文化百部经典”《论语》解读人）

已经退休的张大爷推了一小车
闲置图书，来到“官方换书区”，在
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评估书价。“昨天
已经逛过一次，先睹为快。书市规
模很大不好逛，需要点眼力、脚力
呀！”张大爷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说话那叫个干脆，“我每年都会来换
书。闲置图书可以换新书、画册。
待会我准备用‘换书券’换本 《簪
花仕女图》画册。”

4月 19日到 29日，2019年北京
书市在朝阳公园举办。尽管书市启
动当天气温较低，但丝毫不影响读
者们的热情。一早，公园便满是前
来淘书的书迷，在绵绵细雨中默默
地翻动着书页。“我们每年春天都会
来书市，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笔
者随机采访发现，书市上很多读者
都是北京书市的“忠实粉丝”。

本届书市规模空前，50万种优
秀出版物及文化产品、600 个展位
分布于1.2万平方米的5大展区，还
举办了图书签售、公益讲座、互动
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读者反映，北京书市不仅规模
越办越大，很多活动设计更是可圈
可点。

与往届书市“换书节”相比，
成为本届书市亮点之一的“换书大
集”扩大到 400 平方米。书市组委
会精心设置了“官方换书区”和

“自由换书区”两个平台。在“自由
换书区”，读者可与其他读者自由协
商交换所带图书，以书易书。“这种

（自由换书的） 形式很好，既可以推

动图书再利用，又可以增强书友们
的文化和思想交流。”刚刚如愿换到
爱书的在读博士刘女士如是说。尽
管来北京书市的退休老人所占比例
较高，但“换书大集”依旧吸引了
不少年轻人的目光。

今年参展北京书市的精品旧
书、新印古籍、特价图书、书法艺
术、老画册、签名本、名家藏书达
20余万种，很多展区书目均有三至
九折不同程度的优惠，吸引了很多
读者驻足挑选，享受淘书乐趣。住
在石景山区的姚女士拖着行李箱赶
到朝阳公园，她说，自己和朋友们
一大早相约来到公园，就为了“淘
书”。姚女士表示，书市优惠力度很
大，书目也全，有很多平时遇不到
的好书、藏书、签名本，这也是书
市“淘书”最大的魅力所在。

“凯叔讲故事”创始人王凯 （凯
叔） 在阅读季启动活动上说：希望
每个孩子都能有非常好的阅读习
惯，爹妈是给孩子讲故事最好的老
师。2019北京书市的儿童展销、阅
览区为家长和孩子搭建了很好的互
动平台。

针对青少年读者的阅读体验需
求，“2019 北京书市”还组织了一
系列青少年互动体验活动，共同打
造小读者专享阅读新空间。据儿童
阅览区的工作人员介绍，有很多家
长带孩子来读书、选书，只要孩子
喜欢，家长一般都会给孩子购买。
书市图书的优惠力度也很大，很多
读物都打五折，在这里买很划算。

本报电 在第 24 个世界读
书日暨新华书店网上商城上线一
周年之际，新华书店总店联合各
地新华书店举办新华书店网上商
城首届读书大会暨新华万店共读

“我的祖国我的书”启动仪式。
未来一年，全国新华书店将

线上线下同步举办“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 优 秀 出 版 物 ” 万 店 联
展、年度最受欢迎图书、最受欢
迎作者、最美读书人、最受欢迎
出版社、书城等“新华之最”系
列评选，主题图书“进农村、进
社区、进家庭、进机关、进企
业、进军营”等阅读推广活动。

此前，新华书店总店联合延
安、西柏坡、深圳、北京等地的新
华书店举行了《我和我的祖国》
快闪活动，祝福祖国更加繁荣昌
盛。活动在全场共唱《我和我的
祖国》的嘹亮歌声中落下帷幕。

活动现场，新华书店网上商
城的电子书阅读平台“新华读
佳”正式启动。

（苏 凡）

本报电 4 月 20 日，2019 北
京阅读暨第九届书香中国·北京
阅读季在朝阳公园启动。活动由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领导小组
主办，中国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
市新闻出版局承办。

除朝阳公园“主会场”外，
北京各区“分会场”也开展形式
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如东城区
的角楼图书馆举办腔调、方言朗
读之夜；西城区启动阅读春天活
动，同时开启红楼藏书楼和马连
道两个分会场；海淀区在清华大
学新清华学堂上演以阅读为主题
的话剧 《书店》；通州区举办

“书香副中心阅美新通州”——
2019“书香通州”全民阅读暨大
运河阅读行动计划启动；顺义区
在国际鲜花港举办第四届“游花
海品书香”阅读马拉松活动等。

今年“4·23”世界读书日期
间，数字阅读的阅读推广形式可
圈可点。阿里文学、磨铁文学、
北京点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京
东电子书（京东读书）、掌阅等均
推出自己有特色的活动。

（凡 凡）

本报电 4 月 23 日，第十四届文
津图书奖10种获奖图书在国家图书馆
揭晓。其中社科类 5 种，《汉字与中华
文化十讲》《国家相册：改革开放四十
年的家国记忆（典藏版）》《左图右史与
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名画在左
科学在右》《我的世界观》；科普类3种，

《美丽之问：宇宙万物的大设计》《大国
重器：图说当代中国重大科技成果》

《一想到还有 95%的问题留给人类，我
就放心了》；少儿类 2 种，《别让太阳掉
下来》《鄂温克的驼鹿》。

国家图书馆馆长饶权等与全国公
共图书馆代表一起，宣读了 《服务全
民阅读共创美好生活——中国图书馆
界 4·23 全民阅读活动倡议书》，号召
全国图书馆界一起行动起来，不断改
善和提升全民阅读的服务能力。

总馆北区举办“第十四届文津图

书奖获奖图书展暨历届回顾展”，读
者可以撰写书评、美文摘抄等形式分
享自己的阅读感想与故事。国图建设
的“文津图书奖”专题网站，提供了 14
届获奖图书和推荐图书的数字资源。
4月23日，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二展厅举
办“激活经典 熔古铸今——《中华传
统文化百部经典》专题展览”。

4 月 23 日，国家典籍博物馆举行
“经典·诵读”亲子活动，15组家庭参加
了一场传统文化沉浸体验。

国家图书馆与北京京港地铁有限
公司合作策划“人无再少 书可重
读”活动，读者可在地铁上扫码读

“可重读”的书。
国图艺术中心电影厅播放 《智取

威虎山》《人生》《野山》《悲惨世
界》《村戏》5部根据经典名著改编的
电影。 （小 章）

威海：化剑为笔写书香
□ 本报记者 张稚丹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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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之夜”上，陈玉生（左）朗诵《春江花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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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曾几何时，4·23世界读书日还是个需要普及的概念、需
要力推的活动。20多年过去，在政府、出版界、阅读推广机
构和广大读书人的一同努力下，世界读书日已成为万众同
声、遍及全国的书香行动。 ——编 者

首善书香首善书香
□ 苏 凡文/图

万店共读

“我的祖国我的书”

万店共读

“我的祖国我的书”

第九届北京阅读季

国家图书馆的“世界读书日”国家图书馆的“世界读书日”

世界读书日 读世界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