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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战海

但 凡 一 个 读

书人，总希望有一

个书房。

书 房 不 必 太

大。太大了会减

少 氛 围 ，淡 了 书

香，甚至影响写作的

速度、读书的愉悦感。

文学批评家李敬泽

先生对小书房有精妙言语，

他说：“小的书房有幽闭感，

躲进去，把门一关，就像刚从

野地里回巢的田鼠，鬼鬼祟祟地

舒服……”

我 最 喜 欢 参 观 别 人 的 书

房。一排排书柜里，一册册藏

书，带着各个年代的芳华，密匝

匝、齐刷刷地立在那里，展示着一种精

神气象。以前，有朋友搞人物采访，我

总是推荐他去人家的书房“掏故事”，每每

赢得被采访者的最高礼遇和夸奖。

嗜书如命，必然藏书。我的藏书习惯是在小时

候养成的。小时候，哥哥给我钉过一个书箱。一箱

小人书便织就了童年的梦。而后，书箱变书柜，书

柜变书房，一册册图书堆叠着，不断增高我的梦

想。藏书的过程，也是精神不断发育、壮大的历史。

我的藏书不算多，但都是自己一本本挑选

来的。为了藏书，我曾经给自己制定过许多计

划：每周都去书店逛一次，选上几本填充精神

饥渴；每到过生日，就买下几本心仪已久却很昂贵

的图书奖赏自己；每领一笔稿费，就直接“变现”成书……

有时候，在书房里静思，看着那一排排书脊，精神的星云

就会缓缓地旋转，转向人生百事，转向内心深处。一本《西厢

记》，便有一场风花雪月、才子佳人的戏在那里；一本《瓦尔登

湖》，便有一方缥缈如梦、静寂无声的湖水在那里；一本《忏悔

录》，满腹才华、托颐深思的卢梭就在那里；一本《万川之月》，

中国的山水精神就在那里……

书房是精神的花园，是心灵的驿站。

家有书房，真好。6

□本报记者 胡春娜

阅读本是寻常事，繁华静处遇知音。

一间美好的书店，犹如一座城市的

书房，展示着城市独特的气质，也让忙碌

的都市人有一处心灵的栖息地。

随着实体书店的悄然回暖，这两年，

一些高颜值、复合型实体书店相继亮相

郑州，成为爱书人的好去处。尤其一些

24 小时书店，更是全年无休地开门营

业，传播着书香。无论是午后还是深夜，

走进书店，沉浸在阅读的快乐中，疲倦的

时候，偶尔抬头看看书店一隅摆放的花

草，思绪宁静……

“是谁传下这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

灯”。一缕书香，一抹灯光，从书店的窗

棂透出，温暖着读者，也温暖着城市。

刚刚落幕的2018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评选
出了全国“2017十家特色书店”，郑州中原图书
大厦回声馆入选，让郑州又多了一处文化地标。

这家位于繁华闹市区的书店24小时开放，
红砖墙，落地窗，融合了古朴的气质与现代的时
尚，木质台阶整洁宽大，方便读者席地而坐看
书，自助查询机上可以第一时间查到想看的书
目，儿童区贴心设计的较矮书架，安全通道做了
艺术喷绘……

为什么叫做回声馆呢？工作人员这样解
释，回声，与知识反馈给人无穷的生存智慧，爱
书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思想碰撞，有着异曲同
工之妙。

记者采访当天，小维姑娘正在回声馆里选
书。她说：“我在附近上班，每天中午只要没事
儿都会来这里坐一会儿，选选书，看到中意的就
带回家晚上读。”有时候，她和同事一起来，点一
杯咖啡，在这座丰富奇幻的书籍天堂享受读书
的快乐。

在读者的心目中，万象城的西西弗书店也
是郑州最美书店之一。西西弗2017年的 1月
18日扎根郑州，从门头的装饰和书籍的推荐上，
都有着“混搭”的味道。店内设计以“书山书海”
为宗旨，踏进店内的那一刻，眼前就是书的山
峰、书的海洋。除了常规书架，书店的中间依次
摆放着十个推荐位，用大数据和“评管”来帮助
读者选书，只保留“偶遇”精品图书的喜悦感和

“寻找我最想看的那类书”的期待感。
“来过这里你才会懂得，原来书店也可以这

么美！”正在收银台付款的张女士忍不住说道，虽
然她一周来这里只有一两次，但没有一次空手而
归的，“这里的美好，让人忍不住想多待一会儿。”
店长吴娟笑着说，她当初也是因为西西弗书店很
美，一见钟情，所以才决定留下工作的。

郑州市西元国际三楼纸的时代书店很多人
也并不陌生，因为读者可以以任何姿势在这里
读书。书架的侧面，留有带软垫的一隅，绿植和
景观的旁边，是舒适的躺椅，咖啡区域是精巧的
小桌椅，甚至在严肃的高书架旁，都穿插摆放着
一些高脚凳。书店的店长李方介绍：“来这里买
书，读者可以享受网价，来这里看书，读者可以
以任何姿势免费阅读。”

书店不仅是一个文化场所，也是城市生活
的一部分。近几年，我省新开设的实体书店趋
向于城市的中心商圈、科技园、校区等区域，延
展了地域布局半径，可以有效地覆盖、服务更多
的读者。记者在这些实体书店采访的过程中也
发现，喜欢到书店购书的读者还真不少，有推着
车采购书籍的上班族，有带着孩子漫步书海的
家长，也有喜欢文史哲类书籍的莘莘学子。

对于爱书的人来说，心中都有一个城市书
店地图。比如可以在书店预订包间，拥有自己
书房的“阅开心”；请文艺大咖来举办讲座的“松
社”；创意无限、惊喜不断的“我在”；默默伫立在
街角的“三联书店”……这些个性十足的书店，
犹如一盏盏灯光，吸引着城市的爱书人，遨游在
书的海洋，探索广阔的世界。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开实体书店的人都
是有理想或情怀的人。然而，业内人士却说，
虽然书店是一个人与人、人与书、思想与思想
之间碰撞、交流、分享的一个空间，但前提是实
体书店要能“活下去”。

2012年到2015年，对于很多实体书店来
说，那是“严寒时期”。由于人们的阅读习惯改
变、网络购物便捷以及铺租上涨等原因，一些
书店在严峻的生存环境中倒下了。郑州市伏
牛路书城的一位书店老板告诉记者，去过很多
书店都是“以书养店”，结果却被图书电商的

“快捷、方便又实惠”的商业模式冲击得落花流
水，几乎无招架之力，甚至一些老牌的书店也
关门歇业，一些咬牙坚持的书店唯有“情怀牌”

“理想牌”可以打一打，苦撑度日。
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总

规模为701.2亿元，较 2015年的 624亿元同
比增长 12.30%，而实体书店渠道同比增长
率-2.33%，网上书店较上一年依然保持30%
左右增长。

当很多人都以为实体书店将渐渐退出历
史舞台之时，消费升级时代，新的商业逻辑发
现了书店作为“文化杠杆”的巨大价值。实体
书店不再甘心偏安一隅了，纷纷加快转型力
度，将视角转向消费体验、消费场景和仪式感，
书店的固有“品质”和雅致“气质”让地产商、百
货零售业“眼前一亮”。

一些房地产售楼中心结合实体书店，在
有限的空间内打造“迷你”书房，或者另辟场地
建创意书店，主打“文化牌”。百货零售商也将
实体书店引进商场，甚至抛出降低租金、选好
位置等优惠作为引进的条件，努力为消费者营
造一个雅致的空间，提高商场的人文气质。

实体书店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
“颜值”到气质，从细节到“小心机”，都力争吸
引读者的目光和青睐。一些实体书店成为城
市的一道风景线，很多人慕名前去，甚至是拍
个照，喝杯咖啡，参加一场活动等。

2017年，实体书店真真切切地开始“回
暖”。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总规模为803.2亿，
较2016年的701.2亿元同比增长14.55%，延
续了近年来的增长势头。虽然网上书店渠道
依然是市场增长主要推动力，但是实体书店也
走出了负增长态势，实现了2.33%的同比增长。

对于实体书店的增长，中原图书大厦副
经理刘保全说：“现阶段，Kindle、手机客户端
等电子阅读的兴起，占据了传统书店的一部分
市场份额，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习惯于
纸质阅读的人群仍占据大多数，这是传统书店
的生存基础。在书店阅读的愉悦感、购书的仪
式感，是互联网取代不了的情感体验。”

有网站对2001名受访者进行了一项调
查，发现 70.8%的受访者认为实体书店对消
费者仍然有吸引力。在阅读方式上，65.9%
的受访者倾向于纸质书阅读，20.1%的受访
者 则 通 过 手 机、电 脑 等 电 子 屏 幕 ，还 有
13.2%的受访者会选择专门的电子书阅读器
来阅读。

全国连锁书店西西弗着手在郑州打造的
第二家分店选址在国贸360，将于本月27日
开业。该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郑州是一座
具有厚重文化的城市，有众多的读者，我们非
常看好这个市场。

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说，如果真有天
堂，那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书店选书、买
书、读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焦虑的城市
中，书店，无疑是人们安放心灵的最佳场所。

城市里，以书店为纽带，讲座、戏剧、放
映会、音乐会等都可以在书店举行，并且毫
无违和感。可以说，实体书店将成为城市文
化生态的营造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近年来，我国文化出版发行产业得到充

分发展，国家对文化服务项目建设高度重
视，出台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大力支持建设
和完善基层文化服务项目。

2016年，11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支持
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到 2020
年，要基本建立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
相配套、乡镇网点为延伸、贯通城乡的实体
书店建设体系，形成大型书城、连锁书店、中
小特色书店及社区便民书店、农村书店、校
园书店等合理布局、协调发展的良性格局。
其中明确提出：“引导和推动高校加强校园
书店建设，鼓励发行企业参与高校书店建
设”。

2017年 3月1日，国务院印发的《“十三
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明确提
出，要“推动全民阅读”“扶持实体书店发
展”。

在国家一系列利好政策支持下，实体书
店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设施，加快转型升级
的步伐，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一大批环境优
美、业态多元、特色突出、体验丰富的新型书
店不断涌现，实体书店销售额在逐年上升。
一些大型书店已经成为城市的文化地标，成
为“城市最美的风景线”。

实体书店不仅是知识传播的窗口和平
台，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设施，
也是文化教育、文化欣赏、文化消费的场所，
更是引导新的文化生活方式的载体和空间。

最近，阅开心书店在郑州市农科路小学
附近开了一家文化主题生活馆，店长赵千源
在接受采访时说：“这里离校园很近，放学或
者周末，很多家长带着学生来看书、购书，参
加读书类的体验活动。”虽然有时候忙得腰
都直不起，但是感觉很欣慰，“我们从2岁的
读者到 80多岁的读者都有，作为实体书店
的经营者，这是最感动的告白。”

落纸烟云，墨润时光。深夜，
二七商业圈逐渐退去了喧哗归
于宁静。中原图书大厦的
回声馆依旧灯火通明，
读书的人或蜷缩在
沙发上，或倚靠在书
架旁，捧着书，津津
有味地读着。刘保
全说：“夜晚，书
页翻动的沙沙
声最能打动人
心。这，就是
我们坚持的理
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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