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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与荒岛

坐在昌乐路“我们书店”里的
马一神态与衣着散漫随意，与满坑
满谷码放的旧书风格一致。“我们书
店”是传统意义的旧书店，连裱糊
顶棚的报纸都是11年前的。

“70后”马一是韩松的书友，北
京师范大学古籍所的文献学研究
生。2008 年回青岛后，与朋友先后
开了“我们书店”和“繁花·我们图
书馆”两家书店。

走过凹凸不平、石缝渗出青苔
和杂草的石头路，来到江苏路 59 号
甲那栋上世纪 30 年代的老楼，墙上
一块木匾，刻着石绿填色的“繁
花”两字。

马一说，“繁花”起名的时候，

正巧窗外两株高大梧桐花满枝头，
如紫色的云朵。

“繁花”最初的功能是接待书
友，内部装饰一如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的阅览室。它的另一合伙人薛原
是报社副刊编辑，这里读书交流活
动大多由他组织。他还编辑青岛书
友文字，主持出版了“我们文丛”3册。

“繁花”偶尔有探戈舞会、民谣
演出。青岛女孩孙影，由读者变成
店员，现在是“繁花”的店长。她
说，“繁花”把像她一样有点孤独的
爱书人像一朵朵小花聚在了一起，
并影响了彼此的人生。

青岛老城区黄县路，静谧如隔
世，偶有玉兰花瓣在风中慢慢落
下，修方舟的“荒岛书店”就开在
老舍故居隔壁。

上世纪 30 年代，几位青年学生
在广西路开了家荒岛书店。当年寓
居青岛的老舍、萧红、萧军、黄宗
江等都是它的常客。

先后在青岛开过7家书店的修方
舟，立志让荒岛书店复活。店里陈
列的多是老舍那个时代作家的书
籍。做过高校老师和记者的修方舟
表示，“荒岛书店”的主旨就是兴灭
继绝，展示青岛的文学传统与成就。

“荒岛书店”有间分店设在安徽
路嘉木美术馆内。这家美术馆是修
方舟做的另一个文化空间，每年 50
场“彩青岛”主题展览，主要展示
青岛画家的作品，其中近一半是热
爱美术的普通市民。

50 多年前，一个年轻女孩爱上
了有绘画才能的男子，为此离开富
足的家庭来到青岛。半个世纪过
去，丈夫一生的作品终于由嘉木免
费展出，圆了妻子多年的梦。画展
开办不久，老太太便故去了。

褐 木 庐 是 我 国 海 洋 科 学 的 先
驱、著名戏剧评论家宋春舫上世纪
30 年代在青岛的私人藏书楼，被认
为是当时世界三大戏剧藏书楼之
一。修方舟注册了褐木庐商标，搜
集褐木庐书目，期待有一天在青岛
重现褐木庐。

栈桥 书房 书坊

浙江路天主教堂与栈桥之间，
是青岛最具代表性的老城区，坐落
着青岛3家地域特色鲜明的书店：栈
桥书店、良友书坊和青岛书房，它
们是各地“小资”的网红打卡地，
被称为青岛的“文化客厅”。

青岛书房开设在 1903 年建成的
巴洛克建筑中。酒红色头发的刘喆
是青岛书房经营人之一，与书店一
样都散发着时尚感。一楼，正面墙
被青岛影像明信片占据，独立设计
文创和不同主题图书混搭。在二楼
的图书陈列区，可以要一杯咖啡，
眺望小青岛或栈桥。留言墙上，贴
满了游客的留言。

青岛书房另一位合伙人马春涛
介绍，青岛书房是文脉书房首个项
目，文脉书房不仅致力于建设时尚
城市阅读空间，还关注青岛在地文
化。文脉出版基金支持整理出版了

《青岛四十年代诗选》等10多部专著。
栈桥书店距栈桥只有300米，由

新华书店转型升级为国内首家旅游
背包客主题书店。书店总经理杨宁
称，这里将成为国内第一家纯正的
城市海洋文化场景书店。青岛出版
集团副总李茗茗介绍说，青岛书房由
集团与社会力量合作兴建。集团在
城市阅读空间建设方面有不少实践，
如青岛书城24小时书店明阅岛、金鼎
广场4楼涵泳复合阅读空间等。

《青岛日报》 旗下的良友书坊，
名出旧上海 《良友》 画报，是国内
最早开创复合业态的实体书店。这
栋 1901 年建造的哥特式建筑内部装
帧精致考究，尽显海派风格，复古
的书架、沙发，咖啡和花艺，显得
很有“腔调”。

青岛书店的经营者对青岛都怀
有文化认同感。良友书坊并青岛文
学馆的主持者臧杰，从小在青岛长
大，对本土文化历史充满兴趣，先
后策划出版了 《中山路》《台西镇》

《胶济铁路风物史》《青岛早期金融
史料谱系》 等系列图书，还合作编
制 《市南人文历史研究》 29 期。青
岛文学馆陈设的文献，是臧杰个人
10 年的收藏，较完整地呈现出青岛
文学历史脉络。

臧杰主持的文化空间，聚集了

青岛优秀的年轻学者：《胶济铁路风
物史》 的作者王帅已成为青岛相关
历史的专家；编辑桂鱼是有影响的
青年诗人；而谢颐城的诗歌课、单
琨的书画课，也培养出多名诗歌新
人和艺术新人。

“不是”亦“如是”

“不是”和“如是”是青岛两家
书店的名字，两个有些异类的名
字，刚好构成了对当下青岛书店生
态的绝妙解读。

2016 年 7 月的一个傍晚，高密
路一家书店的购书队伍排到门外的
马路，这些顾客见证了学苑书店关
闭和青岛市传统书店时代的结束。
一直与兄长经营学苑书店的张兵
林，彼时已经开始经营一家叫“不
是”的书店。

与很多爱书人一样，张兵林做
书店的动机是喜欢读书，渴望有一
家自己的书店，卖自己喜欢的书。
张兵林说，感受到网络对实体书店
的冲击，他推出了青岛第一家书加
咖啡的书店，深受陈寅恪影响，他
把“不是”书店定位为人文空间。
朋友说，这不是家书店了，书店因
此有了“不是”这个店名。

张兵林说，“不是”已经过了追
求人气时期，周六周日很少做活
动，大家来就是安安静静看书，外
地来“打卡”的读者也是轻声细
语。在附近报社工作的付晓晓很喜
欢这个安静的环境，到“不是”读
书，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

“如是”书店开在青岛国信体育
场， 5000 平方米的空间阔达舒适。
他们把一条真渔船置于核心位置作
为收银台，现代意味强烈。

创办者郝照明
解释，“如是”取自
佛经，意为“就是
这样”。做过金融、
广告等多个行业的
郝 照 明 ， 以 平 台
化、产业化的思维
运作书店，打造“文
化、教育、创客”的生
态型运营模式，将书
店转型为集各项文
体活动为一体的综
合 性 文 化 生 活 空

间。自运营以来，已举办各类文化
活动 2600 余场，服务 150 余万读者
和少年儿童。同时还进行文化创客
的孵化，并打造文化产业大数据驱
动平台。

被问及如何看待书店中图书仅
占运营面积的 25％时，郝照明明确
回答：图书是如是书店的根本，没
有书就没有“如是”。

青岛四季海天空濛，春天繁花
如云，盛夏浓荫匝地，花树掩映下
的欧陆风情街巷深处，总有一些人
在寻找着书店里的青岛，以至影响
了自己人生轨迹。

青 岛 女 孩 邹 恩 敬 本 是 护 士 专
业，在“繁花”做兼职店员时热爱
上了写作，现在带着 5 位“斜杠青
年”进行“城人艺事”的采访写
作；而已赴京做编辑工作的韩松，
把访问书店当成了事业，并创建了
公共号“书店故事”。

书店里的青岛，拥有多样的风
情，让许多人留恋，给了许多人慰
藉，也影响了许多人。而谈起制约
书店发展的因素，几位店主回答得
不约而同——“房租”。这的确也是
个现实问题。

有了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市
民想借阅图书，不必跑图书馆，不
受图书馆开、闭馆时间限制，在街
边一台自助图书馆服务机上，就能
完成借书、还书、办理读者证等服
务，何等方便！

早在 2011 年，24 小时自助图
书馆就出现在海南三亚街头，到
2012年 11月，三亚共建造 18台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然而，《工人日
报》 记者近日走访三亚多个 24 小
时自助图书馆，发现大部分自助图
书馆无人问津，使用率偏低。有市
民表示“自助图书馆可有可无”，
甚至不知道竟然附近还有 24 小时
自助图书馆。

原本为方便市民阅读而建的自
助图书馆，遭遇这样的冷遇，实在
令人意外，也应该反思。导致这种
结果的主要原因，一是因为自助图
书馆书籍存量较少，无法满足阅读
需要；二是租金只收现金，明显不
便捷。

自助图书馆的最大优势就是便
利。一个提供全民阅读服务的公共
设施，不能建起来就不闻不问，而
是要与时俱进，不断活化其功能，
完善服务，让它起到应有的作用。

解决这些问题不难。比如，自
助图书馆书籍容量有限，不可能面
面俱到，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我们
可以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环境，提
供不同的书籍。比如，针对企业园
区可以增加技术类和职场管理类书
籍的投放，针对商务区，可以注重
投放经营管理类图书，针对居民社
区，可供应一些厨艺、育儿等休闲
实用类书籍。二是加快图书更新速
度，上新书，上畅销书，最大限度
地满足市民阅读需要。

针对借阅手续繁琐，支付不
便，完全可以引进电子支付，简化
借阅程序。比如设置一键借阅服
务，也可以设置留言功能，实施私
人预约服务。比如，读者写出需要
的图书名字，后台看到后，及时派
送补充，对于老人或者行动不便的
特殊读者，甚至可以考虑开设上门
送书服务，组织工作人员上门办理
借阅手续，送书上门，也可以通过
邮寄快递等手段来为读者服务，让
阅读变得触手可及，轻松而简单。

虽然电子阅读已成为大趋势，
但是纸质阅读仍是市民刚需，自助
图书馆的出现，不仅为市民阅读提
供便利，也是建设书香社会、促进
全民阅读的有效举措。

时移世易。每个时代都有特定
的风俗，有些遗留，有些消失，也
有些发生了改变。

假设现在遇到朋友，对方打招
呼：“无它乎？”我们肯定莫名其妙。

“无它”也写作“无他”，现代
汉语意为“没有别的”。可是，在古
代汉语里，比如《说文解字》，常把

“它”作为“蛇”的本字，从甲骨文
里更可以看出蛇的形体。所以，在
古代，“无它”即“无蛇”。“没有蛇
吧？”战战兢兢的问好，因为“上世
居处草野，虫蛇为患，人恒苦之”，
无它，希望不要遇到恶蛇，相当于
后来“别来无恙”的用法。

这段词语掌故出自《100个汉语
词汇里的古代风俗》。这是一本有趣
的小书，作者许晖抓住了一个很好
的切入点。古代风俗在什么方面留
下最多痕迹呢？就在字词里。语言
就是“活化石”，只要有心观察，一
路走一路挑拣，寻章摘句、详加对
比，就能依稀看见过去的风景。许
晖长期研究通俗历史文化，另著有

《这个字，原来是这个意思》《古人
原来是这样说话的》 等作品。他的
写作风格平易浅显，娓娓道来，很
适合这类小品文的体裁。

100 个汉语词汇，分作礼仪·人
际、衣食·住行、生死·鬼神、庙堂·江

湖、男·女、博物这几大类。资料的
来源繁杂，有 《说文解字》《尔雅》
等训诂学辞书，也有 《礼记》《汉
书》 等四书五经或历史典籍，还有
诗词歌赋、笔记传说、野史稗闻或
戏剧杂项等。作者不做专深精研，
只以零星言谈、轻侃淡语引人，有
点“夜航船”式的闲情，书也做得
好看，裸脊，可卧床，随翻随读，
时而发些“啊啊，是这样吗”的喟叹。

原来，“千金”本来是比喻男孩
子；“在下”竟然是裹脚布；“愁
眉”是女子美丽的眉妆；“秀眉”形
容老年男性的长眉；“屋漏”不是说
屋子漏雨，“西北隅谓之屋漏”，因
此对于杜甫诗句“床头屋漏无干
处”有了另一番解释。现在人们换
工作爱说“跳槽”，这词儿本意是用
在妓女和恩客之间的，好吧，有些
时候，工作大概也像卖身。“画地为

牢”原来是形容刑律宽松的，在民
风淳朴的时候，画地为狱、刻木为
吏，皋陶就是这样治理国家的……

这样的小考据，向来是中国文
人擅长的游戏，如颜注郑笺，或志
异小说，或段成式、洪容斋式的随
笔，或金圣叹、袁枚式的随话，乃
至民国喻血轮或“补白大王”郑逸
梅的隙语，大抵都可归入一类。我
藏着一套中华书局 2009 年出版的

“问吧”系列，共16本，谈及“露马
脚”“公主”等名词由来，与本书有
很多重合，或也有差异，比如许晖
说“楷模”这两棵树都是存在的，
而《问吧5》记载“模树”可能是古
人假想出来歌颂周公的。这类逸闻
有些感觉像段子，古人的记载也很
随意，可信可不信，谈资而已。

本书一大优点，在于插画。每
文配一图，大幅甚至跨页，印刷清

晰美观，很多采自中国古代印刷品
或绘画，予人极大的观赏愉悦。让
我惊讶的是，日本浮世绘画家喜多
川歌麿、歌川国芳、葛饰北斋等都
有多幅画作收录。隔海一衣，他们
的画里也有钟馗燕青，也有闺阁女
儿，也有胜日寻芳，也有骊歌送
别，就像旅日作家李长声曾说的：

“有人来日本寻觅唐朝遗风，那就喝
清酒吧。”这样一想，多少时日就过
了，真是恍然啊。

每个词语都连接着古老的、被
遗忘的记忆，它们为什么会发生奇
怪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变化呢？许
晖没有挖掘根源，只是参诸杂学，
梳理线索，将现象呈现。

每个具体词汇固然有各自的路
径，归根结底，无非就是悄然的演
化。在时间上，在空间上，语言在
人群里流荡，既保存传统的残骸，

也经受新潮的冲击，如同所有的文
化和所有的风俗，风从四面来，相
互交汇，也吹向远方，吹向各处。

·读者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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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词语掌故看古代风俗
□ 林 颐

从词语掌故看古代风俗
□ 林 颐

许 晖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

书店里的青岛书店里的青岛
□ 若木寒

·一城一品·

“青岛
的书店里还有一

个青岛。没去过这些书
店，不了解书店的人与事，
对青岛的认知会不全面。书
店是青岛独特文化品格的一
部分。”在青岛书店的访书
经历对曾在青岛读书的

韩松影响颇深。

良友书坊 本文图片摄影：新华社记者李紫恒

▲“我们书店”
▼“繁花”外景

青岛书房

来荒岛书店打卡拍照来荒岛书店打卡拍照

本报电（毕春月）《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力：新加坡学者眼中的中国共
产党干部选拔与培养》近日由人民日
报出版社出版。

为了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
选拔、培养和自我更新，新加坡教育
部人事司前司长吕正扬深入考察了中
组部和中央党校的网络架构，围绕中
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的选拔与培养，从
思想源头和制度建设、人才培养等角
度解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给出自
己的观察和思考。在书中，作者通过
对中国共产党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
的追溯，对党员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任
用、党校的作用、政府换届和反腐败
工作、危机事件处理等方面的考察，
提出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和实事求
是三大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能
够与时俱进的源泉所在。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评价本书“是一个外国学者对
中国共产党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和制度
实践的一项中立评估”。新加坡政务
部前部长曾士生表示“这是研究中国
共产党人事组织问题的一部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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