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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有家媒体做了个城市
年轻白领阅读调查，结果显
示，富有个性且多样化的“枕
边书”阅读，是年轻白领读者
阅读生活的重要部分。这种阅
读趣味和选择的个性化、多样
化，其实是阅读文化本质精神
的最好体现……

据调查，绝大部分白领读
者爱好文学类书籍，会选择小
说或者散文之类的文学作品，
作为自己的“枕边书”，说具有
放松心情、舒缓压力的作用，
睡前看一看，能获得一种思想
和情感的满足。

此外，因为职业竞争日趋
激烈，工作压力日益加大，丰
富自我的生活体验已成为转移
压力的一种方式，旅行书因此
也成为必不可少的“枕边书”。
关于旅行、旅游文化方面的
书，其中所展现的生活观念和
生活方式，都为众多白领所向
往，也是他们努力实践着的一
种生活态度。这样的书，越忙
碌，越要读，正所谓“生活在
别处”。

生活态度、人生信念、历
史和现实的判断，是提升生存
质量的重要构成。所以，历
史、人物传记以及职场、专业
书籍，也得到不少白领的青
睐，从中汲取经验、营养。他
们认为阅读这类“枕边书”，是
让人在夜深人静时沉下心思考
人生的好方式。

“枕边书”一语出自何处？
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曾

说读书最佳处在于“三上”：枕
上、马上、厕上。唐朝诗人卢
照邻 《长安古意》 中有“寂寂
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
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
去袭人裾”的诗句，其中所描
写的意境，是否接近“枕边
书”的意境？

当然，枕边书也应该有助
睡眠，起到放松心情、释放压
力的作用。

记得在一个阅读网站“谈
谈你的枕边书”专题讨论中，
有读者写道：“幽默”这个中国
味十足的词语竟然是外来词，
而且还是音译，好一个绝妙的
翻译。由此知道了林语堂。因
为林语堂，爱上了老北京，追
着老北京又读了关于梁思成的
一些书。经典不一定必读，却
应常备。大多数读者选择的

“枕边书”，还是以人文经典居
多，是一种文化、精神的阅
读，这或许更能让人深刻体验
到一种精神的满足，灵魂的安
然、宁静……

有出国经历的人多半会注
意到，在西方国家一些旅馆，
房间的床头，常摆放着一部

《圣经》。历史学家余英时曾就

此提出过一个很实际的建议：
中国旅馆的每个房间都应该放
一部《四书》，就像日本人放佛
经，西方人放圣经一样。他在
接受某次采访时说：摆一部

《四书》总有人会翻两句，得一
句有一句的好处……

记得黑格尔说过，哲学犹
如米涅瓦的猫头鹰，不到黄昏
不起飞。英国著名作家劳伦斯
说过：夜晚是我们阅读历史、
悲剧和传奇的时间——所有的
这一切，都是往昔的声音，是
过去的声音，是已经完结、已
经终结事物的声音，不是甜蜜
的终结，就是枯涩的终结。

这 些 哲 人 和 作 家 告 诉 我
们，夜晚是我们思考、反省的
时间。这个时间，是我们的灵
魂相对安静的时候，只有在这
个时候，我们才能卸下心灵的
盔甲，面对真实的自我。而阅
读，也必得有这样一个自由
的、随心所欲的精神状态。而

“枕边书”，成了我们灵魂的托
庇之所。因此，对读书人来
说，最诗意的、最让人迷恋的
莫过床头常放“枕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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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2019年过半。中国图书零
售市场表现如何？近日，建立“开卷
全国图书零售市场观测系统”21年、
采样涵盖全国 7000 多家实体书店与
网上书店的北京开卷，公布了《2019
半 年 度 中 国 图 书 零 售 市 场 分 析 报
告》，解读上半年图书市场发展趋势。

网上店高歌猛进
实体店持续下降

令人欣慰的是，2019 年上半年，
全国图书零售市场规模继续保持两位
数的增长，同比上升10.82%。

网店渠道尽管增速有所放缓，但
继续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同比上升了
24.19%。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全国实
体书店建设呈高歌猛进态势，但实体
店销售继续呈现负增长态势，同比下
降了11.72%。

网店渠道从 2008 年开始崛起，
随后一直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但在

网店高增速的背后，有一个要素不容
忽视——折扣。根据开卷监控数据显
示，不包含满减、满赠、优惠券等活
动，2019 年上半年网店渠道折扣为
6.0 折。就是说，虽然网店吸引了大
量购买，但实际码洋收入是打折的。
这也直接造成了实体店销售的减缓。

有意思的是，教辅类图书在实体
店销售的比重大，而少儿图书在网店
销售比重大。

实体店图书零售部分受到政策性
读物和主题出版图书的影响。2017年
10月十九大召开后，陆续上市了一批
与十九大相关的图书，如《中国共产
党章程》《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
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 等，这些书销售火爆，
带动马列、政策性读物、政治、法律
法规等在 2018 年保持了较高增速。
但 2019 年上半年市场上缺乏新的等
量级主题出版物，不再能支撑这些细

分类的增长，导致今年上半年市场呈
现明显的负增长。

心理自助类异军突起
学术文化类销售下降

消费者比较关注的书价，也同比

升高，目前中位值达到48.6元。主要

原因是纸价上涨、书号紧缩以及折扣
过高，为保证收回成本，出版社只能
提高书价。

从分类市场表现看，学术文化销
售 同 比 下 降 10.49% ， 艺 术 下 降
5.95%，大农业下降 4.9%，地图下降
5.71%，生活下降 10.85%，综合图书
下降 15.6%。但心理自助图书同比上
升53.08%，教育上升46.41%，工程技
术上升47.67%。

心理自助类图书的畅销，令专业
人员感到困惑。

最突出的个例是，2019年吉林文
史出版社依靠 《狼道》《思维解码》

《墨菲定律》《鬼谷子》《羊皮卷》《九
型人格》等图书的热销，市场占有率
达到 1.69%，同比增长惊人地提高了
1.3%！

按说此类内容 10 年前流行过，
内容并不新颖。究其缘由，可能一是
因为抖音推销带动，二是有一定知识
含量和文化内涵，三是折扣幅度大，
一套 5 本可能定价 100 多，捆绑销售

打折后只要二三十元，读者觉得性价
比高，很划算。有的读者甚至在网上
晒图，把二三十个 1 元硬币摞起来，
和书比高。

少儿类图书码洋占比继续上升，
而文学作品除经典老书外总体呈下降
趋势，同时生活休闲类图书码洋占比
同比下降，似乎大家更多的关注开始
转移。

新书无一进入前十
创新依然任重道远

进入1-6月综合零售市场虚构类
畅销书榜的有《三体》《红岩》《追风
筝的人》《平凡的世界》《解忧杂货
店》《流浪地球》《围城》等。上半年
引进版热度下降，引进版精品《追风

筝的人》《解忧杂货店》 等从畅销转
为常销；《三体》《平凡的世界》等获
奖作品热度不减；受学生课外阅读推
荐书目影响，《红岩》《围城》等名著
经典依然畅销。

上半年进入非虚构榜单的有《皮
囊》《浮生六记》《好的孤独》《好的
爱情：陈果的爱情哲学课》《天才在
左 疯子在右》《蔡康永的情商课：为
你自己活一次》《半小时漫画中国
史》《人 类 简 史 ： 从 动 物 到 上 帝》
等。可以看出，《半小时漫画中国
史》这种历史类经典作品受追捧，而

《皮囊》《浮生六记》等经典畅销，常
年占据榜单，《好的孤独》《好的爱
情：陈果的爱情哲学课》《蔡康永的
情商课：为你自己活一次》则验证了
心理自助类图书的畅销。

童 书 畅 销 榜 的 书 名 也 令 人 眼
熟 ——《夏洛的网》《窗边的小豆豆

（2018 版）》《猜测我有多爱你》《狼王
梦》《没头脑和不高兴（注音版）》《小猪
唏哩呼噜》以及3本“米小圈”。

从 3个榜单中，我们可以看出畅
销新书的匮乏。2019上半年整体图书
零售市场新书品种数为9.09万种，新
书品种数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6.22%，
进一步收缩，其中文学和少儿两大分
类新书品种下降最多。

从大众畅销书榜单来看，新书影
响力依然不断减弱。2018年上半年有

《梁家河》 和“笑猫日记”系列的
《又见小可怜》2本书分别进入非虚构
和少儿前 10 名，而今年上半年无新
书进入前10。2018年上半年有5本进
入三大榜总榜前 100 名中，这 5 本新
书对整个总榜前 100名的码洋贡献是
5.67%，而今年上半年只有 3 本进入
前 100 名中，对前 100 名的码洋贡献
是4.35%，有所下降。

近些年，新书对整体市场的贡献
也在不断下降，无论是新书码洋贡献
还是新书册数贡献，在整体市场中所
占的份额越来越小。看来，出版机构
在挖掘社会思想资源、图书内容创新
方面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父亲有一部心爱的 《详注聊
斋志异图咏》。

这本书最早由清末上海同文
书局石印，全书16卷，以青柯亭
本为底本，吕湛恩注。此版有插
图 445 幅，均各配有七绝一首。
曾先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鸿宝
斋等加以改进翻印。我家的这一
本，是1981年由北京中国书店影
印的，分上、中、下3册。

父亲曾说起他买这部书的经
过：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他偶
然在新华书店看到这本书，标价
是人民币 5 元。可当时他要用每
个月20元左右的工资赡养一大家
子人，虽然喜欢也只能放手。几
乎每次经过书店，父亲都要进去
看看它。朝思暮想了几个月，终
于有一次发工资后，他下决心买
下了这部书。

当然，这部书的确物有所
值。书是影印的，竖排，繁体
字。正文是极娟秀的小楷。每篇
文章都有插图与配诗，每个注释
几乎都是一个独立的小故事，比
如说“汉皋遗佩”等文中使用到
的典故，编者都一一加以详尽说
明，丰富确实，良有趣味。

我与这部书结缘则是10岁那
年夏天。一个炎热的午后，父亲
斜倚在床上看《聊斋》，突然叫我
过来读 《小猎犬》 这一篇，并给
我一句句解释。不盈尺的小人，

蝗虫大小的猎犬，在床榻间狩猎
跳蚤和臭虫，目睹这一切的故事
主人公悄悄留下了一头小猎犬，
却在不经意之间压死了它………
接着又看了《贾儿》《青凤》——
真是光怪陆离的世界！

还记得有天晚上读 《绿衣
女》 这篇，遥想深山古庙之中，
独自攻读的书生邂逅绿衣少女，
深夜执手聆听纤细婉妙的清歌。
而结局是，从蛛网上救下那只细
腰绿翅的蜂子之后，它投身砚
墨，在纸上划出一个“谢”字，

“后遂不复至”。短短的故事，真
是有“花非花，雾非雾，夜半
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
去似朝云无觅处”的韵致。读完
后，小小的我，居然也掩卷怅然
良久。

现在想起来，兴趣确实是最
好的老师，通过这部小说，我以
后再阅读繁体字书籍就没有障碍
了。后来逛书店时也想买一部

“聊斋”，却从未遇到中意的版
本。每次看到简体字、横排、甚
至干脆是白话的版本，总觉得如
同陈酿女儿红被冲淡成白开水。

上次回家时，发现父亲仍然
在读这部老版本的《聊斋》，也不
知道是第几百遍读了。

突然想起这本书的故事，聊
作此文，以纪念父女共享的温馨
往事。

父亲和我的“聊斋”
□ 程丽英

父亲和我的“聊斋”
□ 程丽英

总规模同比上升 网店保持较高增长

图书零售半年回望
□ 本报记者 张稚丹

4G 改变生活，5G 改变世界。
随着5G的商用，人类将进入一个智
能互联网时代。

在5G时代，由于移动互联的能
力突破了传统带宽的限制，时延问
题和大量终端接入能力得到根本解
决，智能感应、大数据和智能学习
的能力将充分发挥，并整合成强大
的体系。在新的体系下，新的业务
模式、商业模式、服务模式将会创
造出巨大的新机会，这也是未来拉
动经济的重要力量。譬如5G会让视
频业务变得更有生命力，直接播
放、高清视频传播、直播业务的发

展速度会进一步加快，广告、信息
传播、新闻业务会因为5G呈现出不
同形态。

中国通信业知名观察家项立刚
在他最新出版的 《5G 时代》 中认
为，5G 时代，中国会成为全世界
5G 建设最为领先的国家。5G 的建
设，不仅是通信能力的提升，更是
社会管理能力、社会服务能力的根
本改变，5G 将重新定义传统产业。
该书对 5G 的 eMBB （超高清视频等
大流量增强移动宽带业务） 3 大场
景，高速度、泛在网、低功耗、低
时延、万物互联和重构安全体系 6
大特点，激活网络资源存量，3大核
心技术和全球格局做了清晰的介
绍，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 5G”。
本书还对5G赋能传统产业做了深入
阐释，为读者勾勒了交通、医疗、
工业、农业等因5G而将产生的深刻
变革。最后，对于后5G时代人类社
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作者进行了
大胆的设想。

传统互联网以固定网络为基
础，PC是主要终端，在信息交流不
畅的时代打破屏障，实现高速度信
息传输。移动互联网时代主要终端
为智能手机，位置、移动支付是最
重要的功能，互联网从信息传输逐

渐走向生活服务。智能互联网终端
除了智能手机、PC之外，还纳入大
量智能终端，社会生活中大量普通
设备将被添加通信功能，互联网渗
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的
能力不限于信息传输、生活服务、
社会管理，还渗透到了生产组织。
因此，项立刚将5G时代智能互联网
的核心价值定义为四个精神：安
全、管理、高效、方便。

作者指出，与传统互联网相
比，5G具有六大基本特点。以万物
互联为例，大数据以前是通过传统
渠道获得信息，如果未来我们有100
亿个终端可以传输数据，那么我们
拥有的数据量将会大大增加。有了
这么大的数据量，人工智能的能力
才会变得强大，才会变得有价值，
这对于社会效率的提高是非常有价
值的。5G时代还会创造出很多以前
人们日常生活中没有的新产品，比
如家中会有环境宝这样的产品，用
来进行室内空气品质的监测，并根
据监测结果智能控制家中的空气净
化器、空调，甚至暖气。马桶也将
更加智能化，不但可以冲洗，还可
以进行日常身体的健康检查。万物
互联带来的还有市场大爆发。随着
大量的智能硬件进人5G网络，设备
的连接数量会从原来的几亿或十几
亿，增加到百亿。大量的设备可以
成为大数据的信息收集终端，从而
大幅提升服务能力。在这个基础
上，云、人工智能才有更加广泛的
发展。

看来，随着5G时代的到来，这
个世界将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世界了。

本报电 （董 超）
7月 12日，中国民主法
制出版社与北京市信
访矛盾分析研究中心
合作的“信访理论研究
与传播出版基地”在
京揭牌，双方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这是中
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传
播信访理论，做实主
题出版的新举措。

2009 年成立的北
京市信访矛盾分析研
究中心是全国唯一的
一家对信访工作进行
研究的中心，2015 年
成为 91 个国家级智库

之一，至今已完成 43 部研究论著，
创办的 《信访与社会矛盾问题研
究》 期刊也已出版到48期，这些论
著和期刊的出版都得到了中国民主
法制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此次揭牌
是“助推器”，双方在今后必能将信
访研究成果与主题出版深度融合，
开创信访理论研究与出版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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