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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段跃中） 为配合第二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日本侨报出
版社 4月下旬在日本主流媒体 《每日新闻》
推出大型广告，突出介绍 《一带一路详
说》，该书在日本再次受到关注。

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撰写的
《一带一路详说》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
2017 年底，日本侨报出版社出版了日文版。
这是第一本全面介绍“一带一路”新理念的
日文书，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几次对《一
带一路详说》给予高度评价，还将其作为了
解中国的必读书推荐给国会议员们。

2018年秋季以来，《一带一路详说》多
次进入日本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前 10 名，
今年3月还两次排在第2名，标志着习近平
主席倡导的“一带一路”理念越来越受到
日本各界的认同。

本报电 （任睿明） 拉丁美洲政治真的
如同钟摆，又开始左退右进了？

拉丁美洲指美国以南的美洲地区，共
有 33 个国家和地区，属于政治地理概念。
21 世纪初，这个地区多个国家出现左翼政
党并且执政，甚至是多年连续执政。厄瓜
多尔科雷亚的“21世纪社会主义”“古巴特
色社会主义”、玻利维亚“社群社会主义”
及“美好生活”印第安理念等“左翼”思
潮及理念，被称为“粉色浪潮”。时任委内
瑞拉总统的查韦斯更是进行了一系列“21
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资助穷人到古巴
接受白内障等眼科手术、建造新公寓惠
民、为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帮助青年接受
高等教育等。近年来，随着政权更替和政
权变化，拉美话题又变得遥远和沉寂。

5月 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
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举办 《回
望拉丁美洲左翼思潮的理论与实践》 新书
发布暨拉美地区政治新生态对区域合作的
影响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该书从
不同维度系统梳理了“左翼”政党执政理
念与政策措施，对“左翼”思潮及理念在
国家立法、政策发展及社会实践方面的表
现，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分析。

在深圳，把时间花在书店里，既是一
种愉悦的享受，也是一种生活的状态。这
里有“可能是全国最好的书店”，也有世界
单体面积最大的书城，还有层次丰富的民
间阅读推广，它们共同构成一幅全民参
与、多元包容的阅读风景，滋养着城市的
人文品格。

特色实体书店纷纷抢滩

一个春雨淅沥的午后，经人指点，笔
者在八卦岭工业区找到号牌几乎被大树完
全遮挡的“423”栋，走进这里的“六楼
东”。以“诗人的乌托邦”闻名的飞地书
局，就隐藏于市区内这一上世纪 80 年代工
业区腹地。“bookstore＋café＋gallery”的
空间里，陈列的各类人文书籍中，诗歌集
单独占据了一面墙，与周边环境构成一种
奇妙的差异。

周末高朋满座。他们来自四面
八方——对于国内的诗人与诗歌爱
好者来说，飞地是他们的精神坐
标。2月底，飞地书局举办了一场

“寻找遗失的沉默——尼古拉·马兹
洛夫诗歌分享会”，这位当代东欧
诗人在现场用马其顿语吟诵自己的
诗篇，主持人和特邀嘉宾都是国内
外著名诗人，这样的组合足以引发
深圳诗友的尖叫，还有人特意从香
港、广州赶来。事实上，飞地书局
自 2016 年 开 张 起 ， 就 以 “ 诗
歌＋”为核心组织各类活动，并且
排期越来越频密，2018 年各种活
动达几十场，从诗歌分享会到观影
会、民谣演出等。

“我喜欢纸本书给人的温暖质
感，喜欢书店给人的宁静与沉浸
感。”飞地创办人张尔兼具诗人的
身份，书局得名于他很早创办的同
名诗歌杂志。虽然他一直以传媒公
司来给养书局，但他依旧看好书店
的未来：经历寒冬之后，现在的书
店与单纯卖书的传统书店已然不
同，提供的更多是一种“空间”；
另一方面，多家有资本背景的实体
书店纷纷抢滩深圳，表明实体书店
正迎来新的春天。

飞地在拥有自己的书店之前，
活动大都借旧天堂书店举办。旧天
堂是深圳独立书店中一个标杆式的
存在，地处文青集散地华侨城创意
园北区，可谓占尽“地利”，同时
更不缺“人和”：这很有可能是一
家“所有人”（普通读者、文化
人、音乐人甚至开书店的人） 都喜
欢的书店，许多文化名流也不吝赞
美它“可能是全中国最好的”。

旧天堂店招低调，前门廊与小
后院看似随意地摆放许多绿植，有
大的玻璃墙、质朴的木质或铁艺桌
椅。进门是图书区，不乏《普洛科
皮乌斯战争史》《科学中的革命》《蜜蜂的
寓言》《生活的悲剧与喜剧》《艺术即经
验》《瞧，这个人》《塔洛》《九个人》《论
童话》《鞑靼人沙漠》《米沃什诗集》《阿伦
特手册》 等冷门书，品味多元而不迎合，
此外还有黑胶唱片甚至卡带。再进去的咖
啡区是图书与音乐空间的延展渗透，晚间
常有音乐演出，也有作者分享会等文化交
流活动。与收银台呼应的另一端，是高耸
密排的书架，常见国内外知名独立音乐人
架前流连。弥漫的爵士、民谣声中，有聊
骚的青年、专注的诗人、生意人、设计
师、艺术家……店员似乎都比较高冷，还
有一只店猫名叫“面条”。

都是“书籍＋咖啡＋音乐＋活动”的
组合，旧天堂没有光鲜的外表，却有一种
随意而独特的质感。很多人喜欢这里的
书：“更新很快，选书也非常好，来的时候
经常没有买书的目的，但走的时候总能带

走喜欢的。”很多人喜欢这里的音乐：“好
像特别能触动人的思绪，抚慰人的情感，
在这里，一身的喧嚣与浮躁褪去，人变得
沉静下来。”很多人喜欢这里的活动，这里
也因此经常挤得水泄不通。

图书是旧天堂的核心与主角，音乐则
是其底色。创办人涂飞搞过乐队，2004 年
在华强北租了 8平方米铺位取名“旧天堂”
卖打卡碟也卖书。他后来成为电台音乐节
目主持人，旧天堂也逐渐成为音乐人、乐
评人的据点。2011 年旧天堂搬到华侨城，
店面扩至 200 平方米，从图书与唱片选择、
店面设计到策划活动，四人团队分工合
作，如鱼得水。涂飞觉得挺简单：说是坚
持，不如说是乐此不疲。

书店之美不仅在形式与外观，更在于
它给人带来的体验与感受。在深圳，由于
大书城发展迅猛，导致小书店更加特色

化、专题化，却也更细致地满足着人们的
精神需求，在这里，时间安静流逝，你会
盼望再来。

民间阅读团体尤其活跃

在深圳有个有趣的现象：朋友时常无
暇相聚，但各种读书会却很容易将人们聚
在一起。这些读书会多由民间阅读推广团
体举办，人们在此共度一段读书的时光。

3月底，第23期乡村读书会在深圳一间
学校的图书馆举行，分享一位香港书评家
的读书经验。两年多前的一个晚上，在深
圳东部王桐山村，4位都市女人在王宝珍的

“我们书房”聊天时一拍即合：“我们既然
选择租住乡村，也是寻找一种生活方式，
不如做些有点形式感的事情吧。”读书会每
月一期，由发起人轮流主持与召集，自定
主题和嘉宾，二三十位书友免费参与，大

家在灯下围坐，只聊读书。虽然发起人都
是女性，但主题却很宽广，教育军事无所
不及。很多人惊讶在深圳还有这么纯粹的
读书活动。

“我们书房”是座 3 层土楼，前后院花繁
叶茂，旁边有座 300 年的碉楼。它既是王宝
珍的私人藏书馆，也是向所有爱书人开放的
书吧，两万多册书籍占据了每一面墙壁，可
谓卷帙浩繁——有成套不同版本的张爱玲
作品，原版、港台版、内地版一应俱全的董桥
全部著作，全套的《读库》《万象》《良友》、“大
家散文文丛”“海上文库”……

“我们书房”是王宝珍“但愿长醉不愿
醒”的一个梦，“要的是快乐，没想到赚
钱”。她曾经叱咤商场，却爱书成癖，终于

“买书买成了书店主”。起先，“我们书房”
开张于市中心的写字楼，除读书会外，也
有昆曲、讲座等活动。租约满期后，她一

眼看中偏僻乡间的破旧土楼，修整改造后
搬来。从市区到王桐山村要一个多小时车
程，但这丝毫无碍书友“长途跋涉”去参
加乡村读书会，各方书友有时也会友情赞
助场地。

不少人有着同样的梦。
深圳活跃着众多的民间阅读推广组织

和阅读推广人。比如创办于 2009 年的后院
读书会，以阅读无边界的理念推广跨界阅
读与多元阅读，活动包括线上与线下的读
书分享会、名家讲座、国内外走读旅行等。

作为深圳地区影响力最广的亲子阅读
推广组织之一，三叶草故事家族在社区建
分站，将各项业务复制、移植，呈现出爆
发式的成长势头，每年举办的活动总数达
到数百场。

还有校园读书会，如深圳大学青年杂
志社、深职院读书会、暨南大学深圳旅游
学院读书会等。企业内部的读书会，有华

为读书会、金蝶读书会、中广核读书会
等。网络读书会，以线上虚拟讨论为主，
有黑咖啡读书会、深圳读书群等。这些各
具特色的民间阅读推广组织极大丰富了深
圳阅读生活的样态。

深圳的民间读书会如此活跃，固然体
现了旺盛的阅读需求，也与移民城市特色
有关。深圳市阅读联合会秘书长于芃认
为，民间阅读组织是群体阅读和个人阅读
相结合的产物，在有意无意之间，读书会
满足了移民城市的人们对交流与交友的渴
求，还有着额外的社交意义。

城市文化发展高度自觉

自 2000 年首创以来，每逢 11 月，深圳
就全城进入读书月时间，参与人次从首届
的170多万上升至逾千万，总参与人次超过

1.2 亿，举办活动总数达 8000 多
项，其中仅 2018 年的主题活动就
有769项。作家莫言曾在第三届深
圳读书月开幕式上感慨：“作为一
个经济发达的现代城市，每年专
门辟出一个月的时间在社会上倡
导全民读书的观念实在难得。”

深圳读书月的创办初衷是：
希望民间蕴藏的巨大读书热情可
以通过读书月得到释放，市民的
阅读愿望可以通过读书月得到充
分满足，城市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可被读书月持续点燃。已经走过
19 个年头的读书月活动，是深圳
推动全民阅读的一个代表品牌，
也是官方对民间阅读需求的关注
与回应，更是城市对于自身发展
思考的一种自觉。经历过经济迅
猛发展的阶段，文化，必然是城
与人的精神需求，也是葆有创新
活力的密钥。

与许多独立书店的抵达需要
“探微寻幽”不同，深圳中心书城
坐落于城市 CBD，周围交通四通
八达，建筑面积超过 8 万平方米，
是世界上单体面积最大的书店。
它不仅够大，还是富有活力的文
化综合体，很多人的假日活动就
是逛书城，每天人群熙攘，每年
举办的活动800多场。它是现代大
书城的代表，本身就是公共文化
地标。

与书城之大相映成趣的，是
简阅书吧的小。“夏筝”是深圳大
学南区的一栋女生宿舍楼，简约
书吧深大店占据了其一楼的大
半，大玻璃门上张贴着活动海
报，门前木棉花开，校园的青春
气息扑面而来。书吧的错层空间
里，小说名著、管理励志、自我
提升等各类畅销书都有，小阁楼
提供简易餐点，看书学习的学生
坐满书桌，几张懒人沙发最为抢

手。“学校图书馆当然大而全，但这里更方
便、安静、舒适。”这是它受到同学们喜欢
的原因。

以大书城为主阵地、以小书吧为网
络，是深圳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对全市阅读
空间的营造布局，市、区财政都提供了相
应的资金与补贴。深圳的第6座书城今年即
将开业，目标是实现“一区一书城”；倡导

“简单生活、自在阅读”的简约书吧目前已
有 40 家，分别设在公园、景点、企事业单
位……目标是实现“一街一书吧”。

不久前的一个子夜，笔者来到位于中
心书城的 24 小时书吧，白日的喧嚣早已退
去，临窗的长排书桌却几乎满座，空间静
谧，人们沉浸于各自的书本。从 2006 年开
始，这里就从不打烊、从不熄灯，为夜读
者静静守候。它是这座爱阅之城的一个小
小缩影，用阅读引领人们走向更好的远
方。 （作者为《深圳特区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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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绳 绳） 近日，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出版了纪实文学作品 《八十年代
激情文坛——我在<文汇月刊>》。

作为 《文汇月刊》 编辑和报告文学作
家，作者罗达成在 70 岁重新握笔钩沉往
事，以 2000 封作者来信为依托，用 6 年的
时间、56 万字，真实、严谨地记录了上世
纪 80年代那一段报告文学兴起发展的重要
历史，为那个时期的文学生态环境提供了
非常有价值的文本资料，具有动人的内在
力量。

《胡杨泪》 作家孟晓云回忆说：“罗达
成催稿是一绝。那时候没有家庭电话，有
一天半夜，有人敲我门说有加急电报，我
一看是催稿电报。80 年代的文学编辑真是
太执著了。”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
认为，80 年代之所以能诞生那么多引起社
会轰动的优秀的报告文学，能培养出那么
多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与一大批优秀的
文学编辑分不开，他们是作家和佳作背后
的园丁和伯乐。

杨志敏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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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达成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罗达成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网络信息技术对人们工作、生活的强势
介入，正在愈益深切地改变着社会文化生
态，当然，亦包括大众阅读。过去那种独对
孤灯的传统阅读方式不再一枝独秀，相应
地，一种融阅读与社交功能为一体的文化交
流日趋流行。

不管是通过同城用户互借进行陌生人社
交的支付宝“读书圈”，还是依靠微信用户
链进行熟人社交的“微信读书”，都致力打
造一种类似“线上读书会”的社交圈。而一
些有书共读的小程序，在为趣味相投读友牵
线搭桥的过程中，还有意设置种种任务，引
导读友“跳起来够果实”，以此调动他们的
阅读热情。

社交阅读是对传统阅读方式的颠覆，让
参与者既享受到阅读的欢愉，还收获了人际
交往的和谐，一举两得，难怪受到广泛追捧。

就像一枚硬币有正面与反面，社交阅读
让一些人欲罢不能，同时亦存在问题，其中
不容忽视的一大问题就是容易使人焦虑。笔
者一位朋友对于社交阅读情有独钟，谈及使
用感受，他坦言“看朋友在读什么，对比自
己在读什么，看朋友读了多少，对比自己的
阅读进度条有多少”，时间久了，他感觉仿
佛置身于阅读“竞技场”，时常为压力与焦

虑所困扰。
细究起来，其压力与焦虑缘自两个方

面：其一，在阅读速度。看到别人书读得
多、读得快，遂不免自叹弗如，乃至于逐渐
乱了方寸、失却信心。其二，则在于阅读内
容。一个网上流传的关于读书鄙视链的段子
颇为直观，“看小众书的看不上看畅销书
的，看畅销书的看不上看鸡汤成功学的，看

鸡汤成功学的看不上看网文的”，如此一
来，无形之中社交阅读便因审美和品位的不
同而被打上标签，分出三六九等，尤其是阅
读分享时，面对他人评价，那些喜欢读浅层
次内容者易因评价者流露出的层次优越感而
自惭形秽。

其实，关于读书，不少人认可它是一件
私人化的事情，所以，只要自己去读、读得
快乐充实就好，没必要攀比或看别人脸色行
事，给读书设置这样那样的条条框框。鲁迅
先生曾言，“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看来，
有是处，也有错处”。一本书如此，关于阅
读内容、速度，大抵亦如此。当参与社交阅
读者不是听从别人的言语摆布，不是跟在别
人身后亦步亦趋，而是积极主动而非矫揉造
作地向高效阅读者学习时，社交阅读带给自
己的才会是快乐与进步。

社交阅读的硬币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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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书店、书吧、读书会到书城繁密布局

深圳：爱阅之城
□ 刘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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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书房外景 ☞
下图为东欧诗人在飞地书局朗读诗作

上图为“我们书房”全家福
☜ 旧天堂店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