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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几乎所有出版社、实
体书店都在探索打造拥有自身品牌
的读书会，或是借助影响力大的平
台策划阅读推广，书会业态生机勃
勃。比如在上海，图书馆、出版
社、书店、媒体机构、高校等组织
的大大小小读书会，遍布公共文化
服务网络，原本隐伏在密密匝匝书
页背后的作家、学人相继登台，通
过读书会这一媒介与读者近距离接
触，城市阅读氛围日益浓郁。读书
会数量激增的同时，也引发业内进
一步思考：从量多到质优，读书会
还缺什么？读书会如何从“刷存在
感”升级到“拥有辨识度”？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的读
书会成为商业味十足的图书推销
会。一些读者也往往舍本逐末，热
衷于赶场子，追星，照相、签名成
为目标……“阅读”这个核心要素
被闹腾的营销“活动”包装架空了。

难怪有读者说：对一些听众来
说，与其说是来听一场读书分享
会，倒不如说是参与一场社交分
享，除了现场聆听大佬的真言，还
可以遇见同业与潜在合作伙伴。

阅读越来越时尚化、形式化、
商业化乃至行为艺术化，而这一
切，有可能正在使我们远离阅读的
本质，失却了读书的真实精神。

近日，2019 上海读书会主题论
坛举行，与会的一些作家、评论家
和读书会负责人认为，对读书会一
派火热的现象需要冷静思考，阅读
不能被“推销”架空，读书会不仅
仅是吆喝推销某一本新书，有时甚
至需要适当与市场热点和畅销书保
持一定距离，尝试引领品质阅读驶
向“深水区”。

今日的读书会，当然要面向市
场、面向潮流、面向公众，但同
时，读书会还需建立起对人文、内
容和价值的判断体系，肩负社会文
化担当，培育出更多有主见、品位
较高的阅读接受者，而这才是一个
读书会最重要的文化作用。

林语堂说过，阅读是一种纯然
的、无功利性的、诗化的阅读，这
样的读书精神境界，称之为艺术。
所以，从本质上说，阅读需要的是

一个良好的、安静的读书环境，需
要一种人文气息浓厚的精神氛围，
需要每个人拥有宁静的文化心态。
阅读，是一种非常个体化、个性化
的精神活动，并非哪一种流行的

“热”、哪一种时尚所促成，只有拥
有心灵的自觉，才不会因浮躁、喧
嚣而心浮气躁，也不会因流行的观
念而改变阅读的信念，更不会追赶
浪潮，迎合流俗趣味，被读书界的
所谓“时尚”“流行”牵着鼻子走。

阅读是纯粹个体的事吗？
黄晓新等人的新作 《阅读社会

学——基于全民阅读的研究》 证
明，阅读无法超脱于社会：不但文
本来自社会，购买文本的经济能力
源于社会发展，而且个体通过阅读
将社会思维内化为行为思想规范，
以适应、参与社会生活，无数人的
阅读交流最终更新重构社会思维，
阅读的选择、阐释和认识重构也受
到社会思维的影响和规范。

早期阅读活动以作者或文本为
中心，注重对作者原意的探究。上
世纪60年代，文艺阐释领域兴起接
受美学和读者反应理论，倡导以读
者为中心。

德国学者汉斯·姚斯认为，文本
本身是客观固定的，但文本的意义
却是变动的，在世界、作者、文
本、读者的多极关系中，不同时
期、环境、读者使文本不断被赋予

新的特质。
美国学者斯坦利·费什提出，遵

循同一套知识系统、标准、对文本
做出相似判断解读的读者，构成

“阐释共同体”。共同的历史文化参
考框架作为规则约束了他们对文本
的反应。

《阅读社会学》主要作者黄晓新
可谓40年磨一剑。早在读研时，他
就感到有必要走出学校、图书馆、
书店、出版社，跳出对阅读行为的
个人、微观、心理、行业等认识局
限，从社会、历史的宏大视野来考
察、研究阅读。1987年，他在 《武
汉大学研究生学刊》 上发表了 《阅
读社会学刍议》。

之后他的工作一直没有离开阅
读与出版，特别是2014年调到中国
新闻出版研究院后，多次参与国民
阅读与购买倾向调查，他重捡旧课
题，对照社会学基础理论，设立阅

读的社会过程、社会效能、社会心
理、社会结构、社会互动、社会产
业、社会组织、社会保障、社会控
制、社会调查监测评估等议题，形
成一个认识、管理社会阅读的结构。

全民阅读活动为本书提供了丰
富的内容支撑，如政府对公共文化
服务设施的投入，是阅读社会保障
的体现，而朋友微博、微信易被接
受，反映了社会关系对阅读的影
响，同时该书也为全民阅读提供了
一个高屋建瓴的理论框架和体系。

在近期举办的出版研讨会上，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认为，作
为国内第一本总结升华全民阅读的
理论著作，该书抓住了阅读的本
质，既有开山奠基性的学术价值，
同时又针对中国阅读状况设立议
题，有实用价值。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在
序言中指出，该书厘清了全民阅读

的本质、规律、特点与运行机理，
将对全民阅读实践发挥重大指导作
用。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振宁则将
该书誉为“一朵盛开在我国当代全
民阅读生动实践之上的理论之花”。

曾经，报刊亭是城市的风景：干
净整洁的马路旁，《读者文摘》《知音》

《ELLE》，一帧帧漂亮的杂志封面立
体妆点着小亭门脸，《北京晚报》《法
制晚报》《北京青年报》，横台上是一
摞摞的报纸。如今，人们获取信息知
识的方式在变化，传统报刊亭生存空
间越来越窄，面临着要么转型升级要
么彻底消失的抉择。

小小一座报刊亭，容纳了多少
尘世故事？城市报刊亭又该如何走
下去？

寂寞 为了读者的坚守

经营报刊亭 14 年的北京
摊主张洪武说：“我刚干的时
候，晚报一天能卖150份，现
在少多了。”一位下岗20年一
直在北京崇文门经营报刊亭的
女摊主感慨：“从前，报纸一
到要排队，现在可看不见这样
的景象了。”

还依靠着报刊亭的几乎都
是老人。不擅长使用手机的他
们，利用报纸了解新闻。他们
有的因为住家不在报纸投递范
围，不得不跑到很远的报刊亭
买报，还有一些不订报，更喜
欢去报刊亭买报，顺便锻炼身
体，还可以找老友聊天，体会

“存在感”。
太阳炙烤下的盛夏下午，

厚重的热气让人难以呼吸。一
位老先生慢慢走到北京金台路
街道报刊亭前，发现当天报没
到，就和笔者聊了起来。他叫
孙 蜀 光 ， 80 岁 了 ， 每 天 下
午，他都会坐公交车来这里买

《北京晚报》，“要是老不来，我就坐
在旁边快餐店里，透过玻璃看着，
送报的一来就出去，第一时间买。”
报纸送到了，递去1块钱后，老人把
报纸小心翼翼地折好，放在布袋中
说：“买完就踏实了。”

谈起报刊亭越来越少，老人很
担心：“如果这个也停了，那我就没
晚报看了。”不到 20 岁他就开始看
报，几十年已经成了习惯。“那时候

骑车买报回来，全家老人小孩都等
着看新买的报纸。”现在，看报的只
剩下他和他老伴。

王全根在山西省太原市老军营
东巷经营报刊亭已20年：“现在光靠
卖报纸，连一个人的饭钱都挣不
下。”一些年纪大的读者过来买报时
常和他说：“你可坚持住啊！”他答
应一句：“行！我给你挺住哇。”有
些岁数大的老人订报，家人没时间
取，他还会每天送到家里，“但送着
送着，有些老人就不在了，”他语气
变得落寞。

这个写着“公用电话”的报刊
亭是他最熟悉的生活，坚持不卖水

不卖食品不卖玩具，只卖报刊，他
在这间亭子里“挺住”了。

情谊“和自己亲人一样”

像一位深夜食堂的老板，报刊
亭静静坐落在路旁，看人来人往，
款待着每一个买报、问路、换零钱
的读者或是旅人。

在北京同仁医院旁经营报刊亭
的李勇，和
一对老夫妻
很熟。女儿
结 婚 另 过
后，老头每
天早晨到公
园 打 完 拳 ，
回家路上会
和摊主说起
年轻时当兵
的经历和转
业 后 的 工
作，老太太
每晚遛狗时
也会到报刊
亭找李勇聊
家常。老夫
妻每周要看

电视报，李勇会专门留一份给他
们，“其他卖完了也不会卖这份”，
颇有一种替自家父母着想的自豪。
在这窄窄的巷子里，三人构成了稳
定的三角形，支撑着相互的生活。

在朝阳公园旁经营报刊亭的刘
洪武谈起认识了十几年的一位读
者，眼神很温暖：“有个男孩，从
初中就开始买 《游戏机》。现在他
估计有三十五六了，家也搬到郊
区，但还订着这本，每个月开车来
取。时间长了，就和自己亲人一样
了。”从山东来北京的这些年里，
这些每月一见的老顾客也是他的依
靠和陪伴。

更多时候，买报人与卖报人的
默契都在不言中。读者一掏钱，摊
主已递上他要的那份报纸，一气呵
成，“不用说话就知道他要买什么。”

读者“承载青春的回忆”

刚刚大学毕业的付堞在四川南
充当小学语文老师。从5岁到如今的
22 岁，去报刊亭买杂志的习惯从未
改变。高中时有时忘带钱，她会让
报刊亭的阿姨帮忙留一本 《故事
会》 和彩版 《青年文摘》，“阿姨会
一直给我留着，她知道我肯定会来
的。”尽管那段生活已经走远，但和
阿姨对话的情景依旧鲜明。

在石家庄读书的王伊 （化名）
最近想买本时尚杂志，可以前熟悉
的报刊亭不见了。最终，她费了很
大劲才找到另一家。王伊不禁想起
儿时的憧憬：“小时候我一直觉得老
了以后开家报刊亭很惬意，下雨的
时候看着街边的人匆匆而过，特别
有感觉。今天我觉得报刊亭的存在
更有意义，可以在快节奏的生活中
做一个缓冲，比如等车、下雨或者
等人时买一本书看，而且抬头就知
道最近上新了哪些杂志，流行什

么。”可当被问到平时的阅读习惯，
她坦言还是喜欢网上买书，相对实
惠。这次也是因为那本杂志在网上
售罄了，才想到找报刊亭。

社交媒体上，不少人感慨报刊
亭“承载着青春的回忆”“代表着逝
去的时光”。陪着一代人长大、变老
的报刊亭，不仅收藏着人们的青春
和回忆，也保留着一条街、一座城
的温度和味道。

畅想 报刊亭未来在哪里

在朝阳公园旁经营报刊亭的刘
洪武感觉，现在导航普及，问路的

人少了，但买水、换零钱的人
越来越多。“有的公园到地铁
口路上没什么便利店，如果报
刊亭没有水，人们一路渴着回
家，挺难受。”

夏天，对于在烈日下口渴
的路人，报刊亭是绿洲一般的
存在。看来，报刊亭自身附带
便民功能。

现在，北京的报刊亭都挂
有“报刊亭便民服务”和“北
京旅游咨询”的标识，摊主们
也有了统一的蓝色制服，很规
范。李勇在回答为什么会做报
刊亭时，真诚自豪回答说：

“这是一种文化。”
逐渐变少的报刊亭让家住

北京的作家荦平买报不方便，
她认为：“我们不应轻易放弃
这经由多少从业者历经艰难而
形成的、来之不易的文化传播
渠道。提倡纸质阅读，就应该
有售卖纸质刊物的渠道。看报
是中老年人多年养成的阅读习

惯，不要小看他们持守的这一习
惯，它甚至会成为整个家庭日后的
阅读传承。”

“报刊亭的衰落，并非由于经营
的产品内容陈旧落后，主要是因为数
字信息化浪潮的逼迫以及经营层面
转型、升级不够造成的。”国际关系学
院文化与传播系教授高玉昆在接受
采访时认为，数字网络技术的迅猛发
展，使城市传统报刊亭出现衰落。但
报刊亭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
载体，营造了市民读书看报的学习氛
围，应该努力使这些载体发挥作用，
进而增加城市的人文味道。

未来，报刊亭应该如何走下去？
高玉昆提出，政府方面应制定优惠政
策，加大资金的扶持力度，报刊亭自
身应努力跟进网络化、电子化进程，
进行更高层面的优化组合，如组建连
锁店经营模式，标准统一，丰富服务
内容，店面设计上更吸引人们眼球。

“我们应将报刊亭打造成为以信息
化、便民化、标准化为特色的综合公
共服务平台。”高玉昆说。

报刊亭是文化空间，如能将纸
媒和数字媒体相结合，文化和文创
产业结合，“立体”的报刊亭或许有
更大的发展空间。

本报电（周征鸿） 美国在冷战
时期始终奉行以遏制观念为主要基
础的国家大战略吗？看待历史应该
用历史学路径还是简化主义的科学
方法和路径？美国如今对中国的战
略是否也是遏制？

近日在北京爱琴海单向空间书
店举行的 《遏制战略》 新书发布会
上，该书译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的时殷弘教授，与北京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张小明教授、北大国际
战略研究中心于铁军教授围绕该书
及作者畅谈，给兴致勃勃与会的读
者讲了生动的一课。

前后延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是
人类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大国竞
争时期，塑造了“二战”后的世界政
治格局。《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
家安全政策评析》是美国冷战史学巨
擘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代表作。
自冷战总设计师乔治·凯南首次缔造
遏制战略以来，该战略被历届美国
政府所继承，成为美国政府处理美
苏竞争的指导性战略。

该书从战略目标、对威胁的认

识及实现战略的手段三方面对罗斯
福到卡特历届美国政府不同版本的
遏制战略进行分析，对美国外交中
的“普遍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美
国体制）和“特殊主义”（容忍国际社
会的多样性）两大思想传统的此消彼
长进行了考察，被认为是一部有经典
水平的战略史专著。

本报电（毛艳琴） 7月19日至22
日，“习新研旧——深圳藏书与著述
成果展”亮相首届深圳书展。按照“一
人一柜一主题”形式，共展出 12 位鹏
城藏家书友逾200件展品，除古籍、旧
书外，还有报纸、期刊、手札、印谱、图
录、地图等品种。其中易力“篆刻印
谱”中清乾隆四十三年一函 4 册的

《松筠桐荫馆集印》，王鹏“藏书家手
札”中巴金、傅斯年、黄侃、老舍、郭沫
若等大家真迹，难得一见。为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
特别展出的李传新
的“建国初期童书”
和尚书吧的“建国
十周年书目”也各
具特色。

该展览开创了
新书与旧书同展的
形式，将藏家古旧
藏书及研读旧书后
的新作摆放同个展
柜 中 。 如 “ 李 鸿
章”专家刘申宁，
历时 18 年整理出
版 了 《李 鸿 章 全
集》 全 39 卷；深

圳大学国学院院长景海峰搜罗海内外
大量与熊十力相关的书籍，出版了多
部研究著作；曾任山西省博物馆馆长
的任志录藏有大量陶瓷珍稀书籍，并
有 《唐人器用》《知白守黑——北方
黑釉瓷文物精品》等著作。

该展由深圳市阅读联合会、深圳
市收藏协会主办，深圳尚书吧、深圳
市之策整合设计有限公司承办，希望
用展出方式打破新书与旧书之间的界
线，表达藏以致用、新旧传续的理念。

别
让
﹃
读
书
会
﹄

成
为
﹃
赶
场
会
﹄

□

许
民
彤

·读者之声·

抓住阅读的本质
□ 小 章

抓住阅读的本质
□ 小 章

认识冷战背后的大战略

“深圳藏书与著述成果展”亮相深圳书展

报刊亭里的尘世故事报刊亭里的尘世故事
□ 叶晓楠 宁若鸿 谭贵岩

黄晓新等著 人民出版社

加迪斯著 时殷弘译 商务印书馆加迪斯著 时殷弘译 商务印书馆

展览现场展览现场

同仁医院旁报刊亭，摊主李勇和读者 本文图片摄影 宁若鸿

朝阳公园旁，刘洪武和他的报刊亭

太原写着“公用电话”的报刊亭，王全根已经经营了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