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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书香之城
■提升城市品位

今年3月26日，由市委宣传部指导的
“百本好书送你读”活动启动。活动组织了
包括作家、评论家、出版人等在内的60余
人组成荐书联盟参与荐书，累计推出了八
期共计80本好书，包括《人类简史》《月亮
和六便士》《边城》等经典之作。活动还开
创性地同时推出纸质书、电子书、有声书，
让市民免费阅读。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对
这一形式新颖的全民阅读活动给予高度赞
誉。

“这一活动影响广泛，丰富了市民阅读
体验，还带动了图书馆相关图书的借阅和书
店的销售。”重庆图书馆馆长任竞说，近年
来，重庆全民阅读正呈蓬勃发展态势，“‘百
本好书送你读’活动有高度、有创新、有平
台、有情怀、有反响、有市场，让山城书香更
加浓郁，应该继续深入开展。”

拥有恢弘想象力的《三体》、2019年度
“中国好书”《这里是中国》、世界文学史上的
不朽杰作《瓦尔登湖》……“百本好书送你

读”活动推荐的图书兼顾中外，融汇古今，横
跨多个类别。

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副编审张波
对此表示赞赏，他说，“百本好书送你读”活
动为市民构建了一个共建共享的知识服务
平台，让市民于墨香中寻书香，这潜移默化
地提升着城市气质。

国民素质的提升应当有一定的经典作
品阅读打底子。重庆新华传媒有限公司总
经理蒋永万说，“百本好书送你读”活动通

过推荐经典作品提高市民的阅读质量，让
人们更快捷地发现好书，让“以读书为荣，
以读书为乐”成为人们的一种时尚、一种自
觉，营造出“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的良
好氛围。

“用互联网为阅读‘赋能’，赢得更多青
少年读者。”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
表示，“百本好书送你读”活动拥抱互联网，
担负起了向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提供“营养快
餐”的责任。

□李燕燕

我是在微信朋友圈里
知晓冬子（原 名 张 二 冬）
的。彼时，他的随笔系列

“借山而居”正被广泛转发。
1987年出生的青年画

家、诗人冬子，在终南山花
4000 元租下一处废弃老
宅 ，使 用 权 一 签 20 年 。
2014 年春，冬子花了几千
元，将这处老宅改造成一个
让万千城里人艳羡的民居，
从此过起了“借山而居”的生活。

“借山而居”大概算得上2015年的“微信第一热帖”，
很多人看后感叹：身不能至，心向往之。其实，去山里“隐
居”并非没有先例，有钱且有闲者在山中修建的屋宅比比
皆是，但大抵都是别墅的模样，屋外花花草草亲近自然，
屋里一应俱全，再荒僻的地方都通水电还装暖气，成本高
得惊人，好似只是换个地方继续享受原先的生活。“借山
而居”的冬子，用非虚构的文字和图片展示了他在终南山
的低成本，消除了人们对隐居的一部分畏惧感。虽然，仅
仅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则与现实生存相关。

冬子在“梦想”的实现中惬意着，一切仿若触手可及，
于是大家读着这份“热帖”，都借此寻到各自的安慰——
认为自己哪天也能如此，包括我在内。

我算得上是个“专业作者”，有一定经济来源，生存方
面倒无什么牵绊，读帖时便想着找机会去山里找个房子住
下，安心写个长篇，顺便在宽敞的院子里种点多肉植物。

可有一次去山里采风，别人好心推荐了一处农房时，
我才发觉真要住山里问题蛮多呀：虽然我不用坐班，但万
一有个急事要回城怎么办？开车的话也太远！突发疾病
怎么办？附近没有医院！我一个人在这半山腰的地方呆
久了，会不会憋出毛病！所以，终究还是以“叶公好龙”收
尾。后来，我与一位文友聊起为什么我不能“借山而居”，
我说是“现实条件实在不具备”。文友却笑着摇摇头，说
出了她的看法：因为“借山而居”不是你心中真正所求。

那么问题来了，“借山而居”是冬子心中真正所求
吗？从2014年春到如今，终南山不断有人去有人回，去
的人可以展示的平台越来越多，微信、抖音……隐居自与
田园生活息息相关，在这七年间，行走于乡间小路、活在
诗情画意中的李子柒，渐渐为人关注直至爆红，商业潜力
亦不可限量。那么曾因为“热帖”做了“网红”的冬子如何了
呢？喧嚣时代，隐居生活未必长久。我和很多人一样，认为
冬子顶多住个一年半载，就得逃离，直到一天突然看见新书
《山居七年》的预售通告。这仿佛是一个回应，是的，从“借
山而居”开始，冬子在终南山的小院一住就是七年。

等到《山居七年》这本书拿在手里，我便迫不及待打开，
仅仅两天时间便看完了。我看见的，分明是悄然流淌并无
虚华的日子，看见的是冬子即便身在山中，也不忘对孤独、
欲望以及自我的审视，看见的是一种既清醒又自在的生活。

“如果生活里那些诗性的东西不重要，还有什么是重
要的呢？”冬子问道。

我注意到，冬子书中没有刻意提到“乡村”，我想，或
许是他眼里的“乡村”和这本书里的“山居”有所不同吧。
冬子的小院里，有猫有狗有鹅有鸡有鸭，有诗书酒茶，有
云雨雪，有自耕自食一日三餐的平凡琐碎，更有四季轮
回、温暖与惊喜并存的烟火气。书中文字朴实接地气，却
自有诗的意境，是一种踏实的、与柴米油盐融为一体的诗
性。写的虽是日常琐碎，对于各种人事物的思考却直抵
内心，也包括很多无奈。冬子虽然不是专门经过“文学训
练”的“散文家”，却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也引领读者以
不同的视角，分享平凡世界的真实随性与清醒通透。

合上书页，我终于明白冬子的心境：知己所求，方能
心安。其实，阻碍我们探寻内心的，不仅仅是现实条件，
阻碍我们践行内心的，也不仅仅是现实条件，只是我们没
有真正探求本心的憧憬，没有放下某些执念的决绝。所
以，任何一种生活都值得尊重。

冬子说：“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冬子的山居，
我虽不曾亲见，却已经由他的文字在那里驻足经年。从
《借山而居》到修订版《借山而居》再到《山居七年》，山林
草木烟火人间，先不必纠结是否有一日效法冬子，且让我
们去书中的清净山居寻饮一壶香茶。

平凡世界的
真实随性与清醒通透

——读张二冬《山居七年》

最是书香能致远 全民阅读气自华
——“百本好书送你读”重庆荐书联盟专家共话书香重庆建设

□本报记者 赵迎昭 黄琪奥

书页纷纷听人语，墨香深处是书
香。11月12日，由重庆日报主办的“百
本好书送你读”重庆荐书联盟专家座
谈会在南岸区精典书店举行。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
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秉烛之
明。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里，重视
阅读是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当下，

“百本好书送你读”活动为市民阅读带
来了哪些改变？如何面对碎片化阅读
等现象？如何助推书香重庆建设？针
对这些话题，当天，来自图书创作、出
版、发行、评论等领域的20余名全民阅
读“点灯人”汇聚一堂，展开了一场头
脑风暴。

近日，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促进全民
阅读工作的意见》，提出在全社会大力提倡
多读书、读好书，建设书香社会、书香中国，
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
量。

那么，在全民阅读日益被重视的当下，
我们又应如何通过“百本好书送你读”等全
民阅读活动，助推书香重庆建设呢？

书声出茅庐，文气满郊墟。长江师范学
院文学院教授周航说，读书，不应只局限于
城市。在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还有无数双
渴望读书的眼睛，“书香重庆建设需要所有
区县一同发力，主城都市区应和其余区县联

动，适时举办不同层次的阅读大赛，活跃全
民阅读气氛。”

“建议重庆日报打造书评周刊、组织全
国性文学评选活动，让重庆全民阅读活动更
具影响力和号召力。”宋尾表示，重庆作为诗
歌重镇，推广全民阅读之时，可以让诗歌自
然融入地铁、商场等人流量大的公众场合，
让诗歌在地铁上奔跑，让书香在城市里流
淌。牟艾莉建议，同时，重庆还可通过组织
十佳童书评选，举办更多高品质的书展，让
市民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

从儿童到成人、从现实到网络，如今，重
庆有不少读书会，它们遍布社会的各个角

落，对促进全民阅读风气形成有独特作用。
悦己读书会会长龙文羽说，他们的读书会每
周在新华书店、图书馆、社区、学校组织阅读
活动，已累计吸引5000余人参与其中，“很
多几乎不读书的人通过参加活动爱上了阅
读，我们要争取让更多人爱上读书。”

著名作家、资深媒体人许大立说：“重庆
日报可在持续举行‘百本好书送你读’活动的
基础上，联合相关部门举行‘作家进校园’系
列活动，此外，建议大中小学积极开展亲子共
读、师生共读、团队共读活动，用书香校园带
动书香家庭、书香社区、书香机关建设。”

全民阅读是改善人们精神生活状态，静

水流深、深水流缓的过程。米加德建议，对
于现在已有的“阅读之星”重庆市民诵读大
赛等全民阅读活动，可通过扩大参与面、创
新参赛形式等方式，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参与
感，进而全方位提高市民的阅读品位。

推广全民阅读，需多方努力，久久为
功。持之以恒的全民阅读，最终受益者不只
是阅读者本人，也塑造着城市的文明形象和
文化气质。

参会专家呼吁，应加大对公共文化的投
入，特别是合理布局图书馆、实体书店、阅读
驿站，让公众切实感受到阅读的便利和魅
力，让全民阅读融入城市气质。

“百本好书送你读”活动开展过程中，如
何进一步扩大影响？

“在互联网日益盛行的当下，‘百本好书
送你读’活动可以拓展推荐载体，热情拥抱
互联网，利用线上直播等方式直接面向广大
网友荐书。”四川美术学院副教授牟艾莉说。

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唐忠会也有类似看法，“‘百本好书送你读’
活动可运用新媒体技术提高活动的传播力
和影响力。”

不少专家还建议“百本好书送你读”活
动应找准目标群体，按类别荐书。

“今后荐书应实现‘精准推送’。”重庆大
学出版社总编辑陈晓阳说，荐书时可打破常
规，从传统的按学科分类变成按功能分类，
如最适合老年人阅读的、最美的、图书馆借
阅量最大的、书店销量最高的、重庆本土作
家创作的等等。

本土诗人、作家宋尾说，“百本好书送
你读”活动，这个“你”很重要，青少年是全

民阅读的主体之一，可向他们推荐一些当
代作家的最新力作，进而让他们产生情感
共鸣。

“‘百本好书送你读’活动可推荐更多渝
版好书，助推重庆图书出版发行市场稳健发
展。”重庆出版集团副总编辑邱振邦说，各图
书馆、新华书店、企事业单位都可围绕“百本
好书送你读”活动组织阅读活动，让活动内
容更加丰富。

“可以在更多媒体上开辟专栏，讲述写

书人、编书人、印书人、卖书人、藏书人关于
阅读的故事，让活动更有看头。”西南师范大
学出版社社长米加德说。

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应发挥带头作
用，身体力行，树立终身阅读的良好社会风
尚。精典书店创始人杨一表示，重庆的“双
晒”活动获得了很好的效果，能否邀请各区
县各部门负责人、知名文艺家等，也来“晒
晒”图书，进而提高活动影响力。

“我们每天浮光掠影地阅读非常多的信
息。可是，回想起来，似乎并没有记住多少
东西。”“浏览式的浅阅读，收获到的是浮在
文字表面的碎片化知识。”

座谈会上，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当下的
阅读已呈现出移动化、社交化和视频化趋
势。针对如今的碎片化阅读现象，大家进行
了讨论。

黄桷树财经联合创始人、《解码智能时
代》作者之一张山斯说，在一个知识快速迭

代、信息大量过剩的时代，我们有着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快速的信息获得速度，面对这一
潮流，我们不能一味排斥，应该学会正视它。

他介绍，他的团队在创作《解码智能时代》
时，将200多万字的材料碎片化。之后，再分
工协作，将有价值的信息进行提炼、归类和延
伸，最后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我们
要通过积极引导，让市民学会将‘硬着头皮啃’
的深阅读与‘浏览式’的浅阅读无缝对接。”

我们还应通过阅读好书、参与阅读活

动，让碎片化的阅读习惯转化为静下心来，
深入思考的阅读习惯。重庆市阅读推广大
使刘峰说，“在信息碎片化阅读的时代大背
景下，手机似乎‘长’在了我们身上，成为身
体的一部分。即便如此，我们也需要深度阅
读，静心感受芬芳书香。”

为了吸引小读者，刘峰所工作的南岸书
城打造了“童心故事绘”公益阅读活动，
2017年至今已开展100余场，惠及读者上
万余人，深受小读者和家长喜爱。活动培养

了小读者阅读兴趣和思考、表达能力。
周勇表示，碎片化信息时代，更应该重

闻书香，回归阅读，让经典好书继续成为照
亮智慧的明灯。为了适应这一阅读新趋势，
作家应充分了解青少年读者需求，让作品更
加接地气，适应互联网传播；出版社应搭上
信息化的时代快车，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
播趋势，通过融合发展产品和内容精彩、装
帧精美的图书吸引更多青少年读者热爱阅
读，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谈书香重庆建设 让诗歌在地铁上奔跑，合理布局阅读驿站

谈碎片化阅读 不能一味排斥，可引导读者学会“硬着头皮啃”

谈影响力 荐书可打破常规，邀请领导干部“晒”图书

谈活动 让书香更加浓郁，潜移默化地提升城市气质

11月12日，“百本好书送你读”重庆荐书联盟专家座谈会在精典书店举行。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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