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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涛

中学时喜欢看电影，爸爸告诉我，上了大学，

图书馆里各种各样的电影剧本和小说原著可以

看个够。我知道，他只是想让我少看电影，好好

学习考大学。

上了大学后，闲来无事，我就学着师兄师姐

跑图书馆占位。时间久了，竟然喜欢上了“泡”图

书馆看小说。从司汤达到王小波，从古今到中

外，看得昏天黑地。

那时脸皮薄，看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

人》，总是要把书皮藏起来，以免让人看到。后来，

脸皮得到“锻炼”，敢拿着《丰乳肥臀》堂而皇之坐

公交车了。当然，那时莫言还没有获诺贝尔文学

奖，《丰乳肥臀》还被很多人视为不宜看书籍。

小说读到精彩之处，是可以不饮不食不睡

的。兴之所至，手不释卷，沉湎于中，远离尘嚣；

而终卷之后，情节终止，人物渐次远去，情感不

再，憾事难追，让人难免落寞与孤独。图书馆是

读小说的最佳去处，娴静宽厚任你逍遥遁世，智

慧渊博任你神游千古。

后来，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看一些理论书

籍或具有思想性的杂文，如王小波的杂文集《沉

默的大多数》，卢梭的《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

想》。前者或酣畅淋漓，或趣味横生，令人读之想

拍案连连，每次我都忍住，以免被同学当成“另

类”，毕竟图书馆是公共的。而后者更适合在图

书馆走廊尽头那种安静环境里细细品读，从中体

悟人生哲理，我也因为读完这本书更加热爱自然。

记得当年在母校图书馆南门的花园旁，我指着

一株新草，带着翻译腔模仿卢梭自言自语：“瞧，又多

了一种植物。”

现在回想，当年的自己一定很有文艺范儿

吧。6

河南省图书馆
●开放时间|9：00—18：00（周一闭馆）

●图书卡贴士|办卡需要身份证原件及100元押金，在

自助办卡机自助办理；图书卡长期有效，仅限本人使

用；每卡可借书刊3册，借期30天，过期费0.1元/天。

●注意事项|除自修室外，其他阅览室不能携带包、

个人书刊资料和食品进入，可在门口大厅存包处凭

图书卡存包。

地址：中原区嵩山南路150号

“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

生永不忘你……”近日，东莞一位农

民工给图书馆的留言让广大网友为

之动容。他在留言中写道：“想起这

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

馆了。”

的确，知识的汲取，无关乎年

龄、身份，图书馆更是一个没有门

槛、面向所有人的地方。现代忙碌

的生活，使得很多人开始追求心灵

的丰富、愉悦、宁静，其实最有效、最

简单、最不花钱的方法，就是在图书

馆里坐下来，翻开一本书。

近年来，国家一直号召“全民阅

读”，我省图书馆的数量也在逐年增

加。除了省图书馆，17个省辖市和

济源产融示范区都有自己的公共图

书馆，结合各地特色的建筑，成为当

地居民的文化休闲中心，使得城市

更具魅力。作为公共图书馆的补

充，“城市书房”也在城市的街道、社

区开办起来，让生活与阅读“零距

离”。

暑假即将来临，请跟随记者的

脚步，按图索骥，在喜欢的图书馆里

找本书，让心灵在书的世界快乐翱

翔。

毛姆曾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
所。”即使有的人身陷窘迫，也能在书中找到
生活的温暖和坚定。

有数据显示，自从图书馆开始零门槛免
费借阅以来，我国图书馆接待读者人数年年
攀升，2019 年全国公共图书馆发放借书证
8627 万个，同比增长 18.8%。近年来，各地
图书馆不但基础设施日趋现代化，而且各项
便民服务日益普及。

王新源很喜欢郑州图书馆新馆，一有空
闲时间，就去“上自习”。“以前在学校的时
候，为了能在图书馆有个位置，每天很早就去
占位看书。工作后，发现家附近这个有空调、
有饮品，还不用占位的图书馆，所以经常来

‘打卡’学习。”
位于郑东新区客文一街的郑州图书馆新

馆从外表看就充满现代气息。走进大楼，随
处可见的图书检索机不仅能检索出你想要借
阅的图书信息，还附带动态位置信息导航
图。除了林立的书架，每一层都有自习区，靠
窗的座位视野开阔，明亮舒适，并且可以通过
手机预约喜欢的座位。

现在越来越多像王新源这样的人，他们
有的是为了在工作岗位上更上一层楼，有的
是想在这里度过一段悠闲的时光，还有的是
带着孩子一起学习。沿着图书室走一圈，就
会发现许多“书虫”埋头阅读和学习充电，他
们端着一本书，静静地读，细细地品，沉浸在
从书本获取知识的快乐中，与外面的喧闹形
成了鲜明对比。

可能有些人会认为，现代化的图书馆年
轻人很多，“岁数大一点”的图书馆是中老年
专场。其实，很多建设时间较早的图书馆也
在不断更新硬件设施，提高服务品质。

为了打造全方位、新潮的阅读体验，省图
书馆引进了电子阅读器、24小时自助还书服
务和开办“书咖”。读者只要打开支付宝，扫
一扫，就能取到一部电子阅读器。如果下班
想还书，而图书馆已经关门怎么办？24小时
自助还书窗口就在街边，读者只要感应自己
的借书卡，同时将书放在指定位置，要还的书
就被“吃”进指定书箱。

梁航是省图书馆“书咖”的常客。读书
时，经常和同学来这里学习，前几天刚拿到毕
业证的他，又来到“书咖”冲刺今年的公务员
考试。“这里曾是我学生时代的‘根据地’，并
且有咖啡和简餐，舒适又简便，能让我足不出
户待一天。”

7 月份，大中小学就要放暑假了。为了
迎接“读者潮”，各个图书馆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的同时，将读者借的书进行消毒，同时调高
借阅文献的数量，让“书虫”们少跑路、少接
触。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更多人享受阅读的
快乐，省内很多图书馆都积极开展惠民之举：
适当延长闭馆时间，专门为孩子打造“读书
角”，专设“农民工书架”，增加阅读书桌……
旨在浸润人们的心房，也让城市文化更具魅
力。

周末，记者来到位于郑州市嵩山南路
的河南省图书馆。

这座“省”字打头的图书馆历史悠久。
灰白色的楼房在法国梧桐的掩映下，更显
宁静。自上世纪 80年代末开放至今，省图
书馆陪伴无数读者走过光阴四季，是很多
老郑州人最熟悉的建筑之一。

进门，过安检，量体温，记者随后沿着
台阶上到二楼。刚到九点，右手边的借阅
区已经有读者进入，沿着书架在找书。

放眼望去，门口的超大的电子阅览器
和自主办证机器颇具科技感，借阅室的空
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旧书味儿，现代化与岁
月的味道在这里交织。

工作人员介绍，这里的书基本上都是
2015年以前出版的，方便一些年纪大的读
者借阅或查找资料，楼上的图书则比较
新。每一排都有标签进行分类，书架上的
书紧紧密密排放着，一些读者或沿架子找
书，或伫立翻阅。

在里面的一排社科类书架前，66岁的
唐士建正在翻阅选书。“我经常来借书，这
里的书比较多。很多不再版的书，偶尔也
能在这里找到。”唐士建说，相对于电子书，
他更喜欢纸质阅读。疫情前，他和邻居每
天坐公交车来阅览室读书，只是现在图书
馆暂时只开放图书借阅，所以时常会过来
选几本带回家阅读。“听说阅览室随后会开
放，很期待。能坐在这里读书，度过一段美
好的时光，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

作家博尔赫斯有一句名言：天堂应该
是图书馆的模样。这句话形象地说出了爱
书人对图书馆的情感。

相对于书店，图书馆不会被为营销特
意摆放的图书位置误导，不怕因为没有消
费却看了太久书而不安。在这里，“书虫”
可以找到最舒服的姿势专注于阅读本身。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准备进馆借书的
读者，他们都向记者讲述了与省图书馆的
故事。有的在很小的时候，由妈妈带着，在
这里度过了初中、高中的阅读时光；有的人
因为要去上班，寒暑假将孩子“托管”在这
里读书、写作业；还有周边几所高校的学
生，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考研时光……

近些年，网上一直有另外一种声音。
在这个手机浏览便利、各种电子阅读器、阅
读 APP层出不穷的时代，公共图书馆还有
存在的必要吗？

其实，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图书馆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古时候有藏书楼，是现
代图书馆的雏形。据史料记载，从汉朝开
始，不但有国家藏书楼，还有为此专门设立
的负责抄写书籍的官员。之后，藏书楼越
来越多，也越来越大，只是只能少部分人翻
阅。在千年的岁月中，藏书楼不但在文献
资料及藏书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保
存文化遗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
姓家”。我们的公共图书馆不再是某一部
分人才能享有的，任何一个普通人看书，不
会遇到阻碍，这不仅是社会文明的进步，也
意味着人们获取文化知识比过去方便多
了。

所以，即使在今天看来，省图书馆的外
观已不再新颖，但是“粉丝”却不少。除了
能看书、借书，也会经常举办一些讲座和书
展，尤其是针对老年人使用电脑、手机的培
训。“这个活动开展好几年了，每期人都很
多，这样既有利于他们来借还图书，熟练使
用馆内的电子设备，也有助于他们回家自
行查找资料，不至于与社会脱节。”工作人
员介绍。

图书馆无疑是知识的殿堂。公共图书
馆存在的意义，不仅能平等地为所有人提
供学习的机会，还能传递和汲取向上的力
量，为人们点亮知识之光、希望之光。

作家周国平曾说，作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是
否拥有一个藏书精当、使用效率高、受当地群众喜
爱的公共图书馆，是衡量这个城市和地区整体文化
水平的一个可靠标志。

多年来，国家十分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
设。2006年出台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就提出建设覆
盖全社会的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图书馆
作为其基本组成部分，也因此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机
遇。到2011年，为保证免费开放后正常运转并提供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各级财政部门又加大了对公共图
书馆财政投入力度。随后，国家又实施了“三大数字
文化惠民工程”，通过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电子阅览
室建设计划、文化信息工程，让基层图书馆逐步信息
化、数字化，方便广大读者利用互联网浏览各种图书。

省图书馆副馆长申少春在图书馆工作多年，深知
公共图书馆对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满足群众精神文化
需求的重要性。他说：“这两年，我们一直致力于全省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及服务的培训，努力将数字文化建
设布局到村镇，通过数字化建设，引领村、社区的文化
活动，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全覆盖。”申少春介绍，图
书数字化有利于提高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利
用率，真正实现公共文化全民共建共享。

这两年，各个城市除了规划新型公共图书馆，
“城市书房”作为一种新型公共文化服务的场所，不
仅能够为人们的阅读提供极大的便利性，又为各个
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成熟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郑州、洛阳、许昌、开封等地，“城市书房”建
设遍布街头，成为代表城市形象的新文化地标。不
仅推动了全民阅读，也为城市增加了浓浓书香。

这几天，巩义的“城市书房”开始运营，吸引许
多人前去一探究竟。

在该市东区文化广场的西南角，别具风格的“城
市书房”——子美书院，集阅读、沙龙、休闲等为一体
的新型综合文化场所，是巩义 3处“城市书房”之
一。小庭院里绿竹猗猗，摆放着简约的原木桌椅，为
都市里忙碌的人们打造一片宁静轻松的栖息地。

毛静带着女儿在儿童阅读区坐下，女儿拿了一
本绘画津津有味地翻阅起来，她也拿了一本自己感
兴趣的书静静地坐在女儿对面。“这个地方就在家
门口，环境好，还凉快，图书都是免费阅读。我以后
要经常带孩子来，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毛静说。

洛阳是张秀晶的家乡。这里的城区、县市共有
165座“城市书房”，能满足人们对精神文化的基本
需求。

“每天早晨吃完早餐，在附近的公园运动一会
儿，再去街角的‘书房’看看书，日子别提多美了。”
张秀晶说，这就是她心目中的宜居城市——森林

“走进”城市，文化浸润心田。
很多个像这样的“书房”在我省已建成启用，居

民能在家门口免费阅读图书报刊，实现了生活和阅
读“零距离”。

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载体。古有“晒书日”
“吃书日”，今有“读书日”“读书月”“换书节”，每一
代人都致力于将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图书馆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从街头的“迷
你”自助图书馆到注重人文气质的现代图书馆，其
承载的不但是借书的实体设施，同时还承担起社区
文化中心的作用。

闲暇之余，让我们一起走进图书馆，度过一段
充实且美好的时光。2

图
书
馆

城
市
中
的
心
灵
港
湾知

识
殿
堂

惠
民
之
举

心
灵
之
光

读书记
□本报记者 胡春娜

开封市图书馆新馆
●开放时间|

周二至周日9:00——17:00（周一闭馆）

●注意事项|包需存入电子存包柜。

地址：开封市龙亭区六大街(开封市博物馆北面)

洛阳市图书馆新馆
●开放时间|

周二至周日8:30——18:30（周一闭馆）

地址：洛阳市洛龙区安乐镇原洛阳师范学院老校区

许昌市图书馆
●开放时间|

周二至周日8:30——18:30（周一闭馆）

地址：许昌市许都广场
（本报综合）

郑州图书馆
●开放时间|9：00—18：00（周一闭馆）

●图书卡贴士|办卡需要身份证原件，在自助办卡机

自助办理，分A、B、C三种证，押金分别为100元、200

元、300元，分别可借书量为5册、10册、15册，借期均

为30天，过期费0.1元/天。

●注意事项|包需存入电子存包柜。

地址：郑东新区客文一街10号

相关链接相关链接

读者正在图书馆看书 新华社发

工作人员给图书消毒 新华社发

河南省图书馆大楼 本报资料图片

制图/张焱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