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③③

②②

重报深度 11CHONGQING DAILY

2019年4月23日 星期二
编辑 向菊梅 美编 张辉

“妈妈，这实在太好玩了，回去
之后我想听你讲《红楼梦》的故
事。”4月20日上午，位于解放碑的
第十二届重庆读书月现场，当来自
森林小学的王娴在重庆图书馆工
作人员的指导下，制作出一张属于
自己的《黛玉葬花》拓片时，她发出
了这样的惊叹。

当天上午，2019年全民阅读
暨第十二届重庆读书月活动在
解放碑拉开帷幕，371 项活动同
步举行，进一步掀起全民阅读热
潮。

不知不觉间，重庆读书月系列

活动已走过了十二个年头。十二
届重庆读书月活动的背后折射出
重庆愈发浓厚的书香氛围——年
均开展读书活动8000场次，惠及
市民1300万人次；钟书阁、大众书
局等特色书店抢滩重庆，城市书店
总数名列亚洲第三。

过去的一年，重庆市民的阅读
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都爱读什
么书？阅读方式又有怎样的改
变？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
调查采访。

人文社科类图书成新宠

“埃德加斯诺以他充满热情和
生动的笔触，记下了日渐成熟的中
国共产党的一点一滴，写下《红星
照耀中国》。”4月19日，在读完《红
星照耀中国》之后，市民刘聪在朋
友圈留言。

记者走访我市多家书店后发
现，以《红星照耀中国》《活着》《平
凡的世界》为代表的人文社科类图
书受到不少市民追捧，《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
讲》《红星照耀中国》（青少版）等图
书更是占据了2018年畅销书排行
榜的前几名，成为市民最爱买的图
书。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为代表的
时政类图书受到市民追捧，说明
市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政策更加关
注，渴望通过阅读此类图书了解

国家未来发展的蓝图，让个人的
发展诉求更加契合国家和时代的
需要。”重庆书城经理朱建安表
示，以《红星照耀中国》（青少版）
等为代表的人文社科类图书连续
数年跻身图书榜单，则从另一方
面反映出市民们有目的性地阅读
一些名家经典，进而提升自身人
文素养。

数字阅读网络初步建成

4月12日，在杭州举行的第五
届（2019）中国数字阅读大会上，重
庆出版集团的“阅读重庆”全民阅
读平台成功入选“2018年度十大
数字阅读项目”。

据悉，“阅读重庆”旨在通过整
合重庆出版集团作家、专家和图书
资源，为读者提供丰富的数字阅读
体验。截至2018年12月底，“阅读
重庆”已拥有读者20余万人，全年
发布优秀内容800余篇，阅读量超
过2000万次。

“‘阅读重庆’受到市民追捧不
仅体现出手机和互联网已成为市
民阅读的主体，更体现出市民的阅
读习惯已由传统的视觉阅读向以
听书、电子书为代表的体验式阅
读、沉浸式阅读转变。”市文化旅游
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对此，相关部门也因势利导，
不断创新数字阅读阵地。“近年来
我市先后推出了数字图书馆、数
字农家书屋、手机App阅读、公共

图书馆便民服务热线、书香重庆
微信公众号、新华阅淘网等新兴
阅读载体，还建成43个数字图书
馆和586个数字农家书屋，初步构
建起数字阅读网络。”这位负责人
表示。

读书阵地日益扩大

“一杯清茶，一本好书，快哉！”
4月21日下午，在位于三峡广场的
城市书房度过一个下午后，市民曾
继笑着对记者说。

作为一个资深书迷，曾继见证
了以重庆图书馆为代表的公共阅
读场所的变迁。在谈到这些年最
大的变化时，曾继说：“读书不再受
时间和空间限制了吧。”

4月16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
院公布的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
调查报告显示，重庆在城市公共阅
读服务指数排行榜上位列第9，这
无疑是对重庆大力打造全民阅读
公共设施的一种肯定。

“近年来，重庆在阅读阵地的
提档升级上下了不少功夫。”市委
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除了吸引
特色书店入驻重庆外，还通过新建
公共文化站、打造自助图书馆等方
式扩大全民阅读阵地。目前，重庆
建成有43个公共图书馆、1014个
文化站、10201个村（社区）文化室
（含农家书屋）、3000余个文化大
院（农村文化中心户）、35个24小
时自助图书馆（主城区 16 个）、

1147个图书馆分馆，基本实现公
共阅读阵地城市全覆盖，为市民读
书提供了便利。

年均举办活动8000场次

“网络时代，大英图书馆的核
心任务就是实现存储、保护、管理
数字信息，让每个人都能接受到知
识性遗产。”4月1日，重庆图书馆
的重图讲座正在进行，大英图书馆
文教部主任杰米·安德鲁斯分享了
大英图书馆背后的故事。

作为重庆图书馆重要的品牌
活动，重图讲座自创办以来，已举
行了1000多期。类似重图讲座这
样的阅读活动在我市还有很多。
来自市文化委的统计数据显示，经
过数年的发展，重庆如今年均举办
全民阅读活动8000场次，惠及群
众1300万人次，其中，大型主题活
动1500余场次，基本形成了全民
阅读“一区一品牌、一县一特色”，
沙区图书馆主办的甲骨文学堂系
列活动、城口县的巴山大讲堂、彭
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的“惠阅读”、
长寿区的“1+6”亲子活动等都特色
鲜明。

“连续举办十二届重庆读书月
活动的背后，折射出重庆书香日
益浓郁的现状。唯有源源不断的
图书供给，品种多样的读书活动，
才能让紧张忙碌的人们，用阅读
找回那份宁静。”重庆工商大学文
学与新闻学院院长蔡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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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真不是夸大其词，这些
旧书铺有时真有些‘珍贵’的书
本……有一位朋友甚至还找到了
一册有英文注释的希腊古典名著，
因此竟引起他学习希腊文的兴
趣。”抗战时期，著名作家茅盾曾写
下《重庆的旧书铺》，表达出他对旧
书及旧书店的喜爱。

逛旧书店，一向是藏书家或文
人墨客津津乐道的事。时过境迁，
如今的市民又在哪里购买和阅读
旧书呢？

4月21日上午，重庆日报记者
从轨道交通较场口4号口出站，步
行不到200米来到中兴路旧货集
邮收藏品交易市场，重庆规模最大
的旧书市场——中兴路旧书市场
就位于其中。该市场拥有近20家
书店，陈列的多为上世纪70至90
年代出版的文史和艺术类书籍。

古旧书店是市场中颇有名气的

一家。书店门口，摆放着《重庆市
志》等旧书，内部则是两堵“书山”，

“山谷”中间仅容一人侧身站立。这
间其貌不扬的旧书店，曾吸引众多
重庆本土藏书家或学者前来找寻旧
书，《水煮重庆》作者、重庆历史文化
专栏作家司马青衫就是其中之一。

“逛中兴路旧书市场的习惯，
已有将近20年了。”司马青衫说，
在旧书店中不仅能找到已经绝版
的图书和珍贵文献资料，还能在翻
阅时看到书籍原来的拥有者写下
的笔记等，“这种惊喜是阅读新书
所没有的。”

记者了解到，2015年，重庆市
地理信息中心等单位曾推出《重庆
书店地图》，其中包含中兴路旧书市
场、石桥铺旧书市场、杨公桥旧书市
场、临江路旧书店等 4处旧书市
场。其中，杨公桥旧书市场已于去
年底关闭。临江路旧书店占地不足

10平方米，虽品种繁多，但数量较
少。这意味着根据已知信息，我市
目前具有一定规模的旧书市场，只有
中兴路旧书市场和石桥铺旧书市场。

21日下午，记者又来到位于九
龙坡区石桥铺渝州交易城的石桥铺
旧书市场。这里的书摊均位于室
外，7家书摊整齐排列。书摊上摆放
的旧书大多为字典和小学生的工具
书，带着孩子的市民不时驻足翻阅。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具有规模
的旧书市场在重庆不多见，但颇具
特色的旧书店在重庆不断涌现，九
龙坡区的军哥书屋就是其中之一，
地图和地方志是该书店图书的特
色。在纪录片编导李媛媛看来，

“这家书店周围有着田园气息，读
者可以和店主像朋友一样交谈，已
俨然成为爱书人的社交平台。”

“巴南鱼洞、九龙坡西彭、沙坪
坝青木关……这些地方的旧书摊我
曾经常光顾，还淘到过1974年人民
文学出版社版本的《红楼梦》，但这
些书摊似乎已经消失了。”81岁高
龄的市民张时全说，“读旧书、爱旧
书不仅是一种情怀，更事关文化的传
承，毕竟旧书变成纸浆太可惜了。”

重 庆 何 处 寻 旧 书
本报记者 赵迎昭

坐在宽大明亮的落地窗前，戴上耳机，在轻音乐中开启
一段阅读之旅……

4月21日，市民杨玉红来到位于江北嘴中央商务区
的南之山·城市之丘书店，窗外风景如画，内部环境优
雅。“没想到还能边看书边听音乐，书店的服务越来越好
了。”她说。

和杨玉红一样喜欢在特色实体书店里阅读的市民还有
很多。除了感受纸质书的温度外，还能体验书店的服务或
参与其中的文化活动。去年以来，新山书屋、言几又·方寸
店、钟书阁等特色书店相继在渝开业，店方通过“书+服务”
的形式，满足了市民多样化需求，成为城市中一道温馨的风
景。

“书+”模式赋予书店活力

“这里依旧是一家看得见风景的书店。”南之山·城市之
丘书店相关负责人介绍，坐落在江北嘴中央商务区的城市
之丘，是继南山上的两家书店之后，下山开办的第一家书
店。

据了解，城市之丘定位是服务于周边商务办公人群
的商务社区书店，因此店方在书籍的选择上偏向于经管
等类别。“读者看重的还是书店能够提供高品质的图书
和充满特色的个性化服务。”这位负责人说，在城市之
丘，读者能品味西班牙美食、参与葡萄酒品酒课程学习
等。

在重庆的书店中，还有多家书店和城市之丘一样，选
择用“书+”的形式为观众提供多样化服务。例如，去年8
月16日，电影《最后的棒棒》在新山书屋举行重庆首场见
面会，气氛热烈。除了举办影片见面会、诗歌朗诵会、古
诗分享会外，这里还陈列了数百张进口黑胶唱片，可满足
读者对高品质音乐的需求。大众书局则通过开展汉风手
工课堂等活动，吸引青少年前来感受传统文化。

影响市民生活方式

4月20日晚，重庆日报记者来到位于杨家坪商圈的
钟书阁。中庭里四面环绕的交错阶梯，呈现出重庆爬坡
上坎、山水环绕的地形地貌特征，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
卡。

除钟书阁外，重庆还有多家书店都打出了“颜值牌”。
去年11月30日，言几又·方寸店在沙坪坝万达广场开业，
这是言几又在全国开设的第53家门店。书店以灰黑色为
主色调，白色圆顶灯悬挂在书桌上方，既和周边灰黑色书架
相呼应，又形成鲜明对比。

业内专家指出，体验阅读、场景式消费和社交功能，已
成为读者对书店的突出要求，提高书店颜值是消费升级的
必然结果。

其实，在美丽的“容颜”背后，重庆特色书店还在塑造市
民生活方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两年之前，我在精典书店看到范景中翻译的贡布里希
（世界著名艺术史家）的著作后，开始对艺术产生兴趣。”市
民戴旺说，第一次进精典书店购书时感觉如获至宝，“在别
的书店找不到的书可以在精典书店找到。”

之后，戴旺几乎每个月都要花费近千元在精典书店购
书。在这里，他还认识了负责选书的工作人员和来自各行
各业的书友，遇到共同感兴趣的书时，他们总会热烈交流一
番。“书店不仅为我提供了沉浸式的阅读空间，也成为一个
重要的社交平台。”

书店找准自身定位很重要

不少市民发现，重庆去年开业的特色书店（院）中，有的
书店很精致、小众——曾家岩书院由清代书院改建而成，
UG书店则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法国水师兵营旧址
内部。

这两家书店通过细分市场、细分服务等方式，找准了自
身定位，受到读者依赖。其中，曾家岩书院举办的母城文化
系列讲座和主题影像展，让市民感受到重庆的厚重底蕴；
UG 书店则因陈列了 400 余册德国艺术书籍出版社
TASCHEN出版的书籍，吸引了艺术家等群体前来品读。

如何促进重庆特色书店进一步发展？
重庆出版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辑邱振邦表示，相

关部门可在财政、税收方面对实体书店给予一定优惠，
在房地产开发规划阶段，应制定文化配套的硬性指标；
书店运营者应与时俱进，调整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营
造复合形态、多元化的文化体验，汇聚读者资源。

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董小玉建
议，实体书店应明确自身功能定位，内容上打造高质量的
书目存储，渠道上实现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审美上挖掘自
身特色。

“书店是具有温度与情怀的城市地标，让人在喧嚣的城
市中找到一处静谧之地。”董小玉说，书店不仅是购书场所，
更是一种人情味与书卷气的文化象征。

“书+服务”赋能

重庆特色书店
社交功能日益凸显

本报记者 赵迎昭

年均开展读书活动8000场次，惠及市民1300万人次，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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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城 处 处 有 书 香
本报记者 黄琪奥

市民在石桥铺旧书市场选书。
记者 赵迎昭 摄

①①

市民在钟书阁书店打卡拍照。 记者 赵迎昭 摄

图① 4月16日，位于三峡广场的新华书店沙坪坝书城，市民在阅读图书。 通讯员 孙凯芳 摄

图② 4月21日，一位老人坐在南川区上海城小区读书。 特约摄影 瞿明斌

图③ 4月20日，解放碑，第十二届重庆读书月活动现场，市民在重庆图书馆展台体验雕版印刷。 记者 齐岚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