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在读的《你送玫瑰，我送什么呢？》讲

述 了 世 界 读 书 日 的 来 历 。 圣 乔 治 骑 士 屠

龙，加泰隆尼亚公主赠书而衍化出的这个

节日，让书香和花香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也

从此为这个专属于爱书人、读书人的纪念

日增添了更多浪漫的气质。

这本书是如此鲜活地展示了阅读对我

们的改变和影响。以喷火恶龙为例，它不正

是困扰我们内心的贪欲和无知的象征吗？

大到地球生态的恶化，环境污染，雾霾弥漫；

小到我们无止境的贪欲，都是一条叫做“不

知足”的恶龙在作祟。它喷火烧毁我们的理

智，它无节制地向自然索求，一如喷火龙需

要人类贡献子女饱腹，而我们面对它却无动

于衷。偶尔我们会鼓起勇气呐喊一下，告诉

自己不可以这样，因为生活不止苟且，还有

诗和远方，但很快就被现实烧毁，继续心安

理得，和勇敢的公主站出来和恶龙谈判差点

被吃掉命运相同。

谁来救助这一切？圣乔治骑士！他带

着 正 义 的 力 量 ，和 恶 龙 搏 斗 ，最 终 杀 死 恶

龙。恶龙的血开出象征美丽和善良的玫瑰

花，这不就是阅读的救赎吗？一本本书的阅

读，让我们得以认知世界，对话智者，投射自

我的内心，寻找问题的答案，也让我们回归

理性的彼岸，内心盛开善良之花，重新认识

生活的本源。

不久前发布的 2015 年全民阅读的数据

显示，关于全民阅读的各项数据都有提升，

这是一个令人乐观的消息。尤其对于我们

这些阅读推广人，这说明我们一起合力所做

的这项工作是有价值的，是不孤独的。为什

么要读书？在我去领取某一奖项的路上，书

评人史航背了一个巨大的背包，同行的几个

人分别手执一本书看。但是当大家谈论到

出门带书的习惯以及带几本的时候，史航从

自己硕大的背包里拿出来 17 本书。不是显

摆，这是他的阅读习惯。那一次我惊呆了，

曾经很诧异史航的阅读量，从此知道了原来

他的博闻强记是这么读出来的。

我很愿意分享读书的乐趣。为什么读

书要分享？因为读了一本书，我们愿意常常

也需要把自己心里的思考和他人交流碰撞，

以证实我们的想法，或者从别人那里得到新

的见解，让读书的收获更丰富，从而让我们

对这样一件有价值的事情有信心，也有动力

继续坚持。

在日前举行的一场由作家虹影和女性

主义评论家王红旗所做的关于亲子关系和

亲子共读的谈话活动中，来了一位特殊的男

读者。在之后的提问环节时，他告诉我们是

他的女朋友强烈建议他来的。活动分享的

是虹影的新作《米米朵拉》，主角是一个单亲

家庭的孩子，她的独立、善良、勇敢和自强，

给了这个未婚的男读者新的启示。他拿着

话筒说：“没来之前，我不明白女友为何强烈

建议我来，而且她不陪我来！当我坐在第一

排认真地听完一个半小时的读书分享会，终

于明白了女友的苦心。这次深度阅读解决

了很多我的成长困惑，我也是一个单亲家庭

长大的孩子，书中这个孩子面临的一切都让

我震撼，也值得我学习。”如此鲜活的例子，

足以告诉我们，读书分享是多么有用。

10 多年来，我在电台工作、做阅读节目，

在社会实践中推广阅读，得益于我的职业和

我的坚持，也更得益于十数年来的阅读习

惯。读书让我变得有力量，在苦难来临时可

以微笑面对；读书让我看待世界的角度发生

了变化，我开始不急不躁，不那么贪婪。10

年来，我主持了太多发布会、读书会、文化沙

龙，那些作者、评论家给予我面对面的人生

经验，一如他们的文字，始终在浸润我的灵

魂。我想，这本就是阅读的救赎，它让我明

白生活的意义原本不是索取，而是创造更大

价值的共享。

世界读书日每年只有一天，阅读却应该

是每天坚持的功课。希望爱书的朋友们，心

中常有花香，手中常留书香，这才是诗意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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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出诗意生活
□ 贺 超

读书让我变得有力量，在苦难

来临时可以微笑面对

第一波浪潮

越来越多的资深旅行者跨入
“旅行作家”的行列，他们用旅游
随笔的方式展现出一个令人向往
的世界

“做自己”是很多“80 后”“90 后”强烈
的精神渴望，旅游成了疏解这种渴望的一
个相对容易的出口。2010 年，背包客小鹏
的《背包十年》问世了，他塑造了一个追求
梦想、追求自由、在全世界历险的大男孩形
象，由此，开启了旅游图书市场的井喷。《背
包十年》由中信出版社出品，多次印刷，销
售总量超过 60 万册。这个数字震动了全
行业，并带动了整个旅游类图书爆发式增
长。2010 年当年，旅游类图书全年动销品
种数达到 7000 种以上，不少同类型图书
的销量也超过了 10 万册，这在 2010 年之
前是难以想象的。

小鹏不仅出版了一本书，他还创造了
一个概念——“职业旅行家”，这让很多年
轻人热血沸腾。某种意义上，《背包十年》
成了很多年轻旅行者，尤其是大学生背包
客的启蒙读物，这些旅行者共同的特质，是
不满足于因循守旧、追求个性解放和与众
不同的生活方式。

从 2010年开始，越来越多的资深旅行
者跨入“旅行作家”的行列，他们用旅游随
笔的方式展现出一个五彩斑斓、充满陌生
感又令人向往的世界。中信出版社资深编
辑王艺超介绍说，“这些旅游随笔在提供了
一些风土人情和文化特色的同时，最大特
色在于强调个性和趣味性，注重个体感受，
以感染读者、引起共鸣，在新受众崛起的前
提下火遍全国”。

大浪退去

现在互联网提供旅游资讯已
经越来越便捷，旅游图书的功能
属性正在被弱化

这波浪潮来得快，但消退得也快。
旅游图书动辄“10 万+”的销售量在

2014 年之后变得非常罕见。呼唤“身体和
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辞职去旅行”
的口号变得泛滥，读者从最初的一种集体
狂欢，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人们需要旅游，
本质是渴望自由，旅游图书在某种意义上
就承载了满足这种渴望的功能，其实就是
集体在熬一碗鸡汤。”资深出版人周青丰
说，可惜这碗鸡汤鲜有特色，即便是放入小
资、时尚、个性等元素，要真的做好并不容
易，“所以，读者会发现一些旅游图书的文
本是不够细腻、没有深度的，经不起时间的
推敲”。

“市场的需求，使大量出版商疯狂涌
入，随便抓到个旅游网帖就立马签下，或找
个新奇概念，或编耸人听闻的怪诞噱头为
卖点，流水线化操作便草草投入市场，一时
粗制滥造成风，流水账游记，很快引起了读
者的反感乃至厌弃，整个旅游图书市场在
短期内被迅速透支。”王艺超对旅游图书的
高度同质化也表示忧虑。

对于旅游图书市场的遇冷，中国旅游
出版社的王颖表达了另一种观点，“我是一
个很喜欢读书的人，但必须承认，我读的纸
质书越来越少了，因为互联网阅读，尤其是
手机端的碎片化阅读，占了我在阅读上的
大多数时间。对于旅游图书，以往人们的
旅行经验较少，会更多通过游记图书来认

识、了解另一个地方，但现在
互联网提供旅游资讯已经越
来越便捷，旅游图书的功能
属性正在被弱化”。

被时光打磨

经得起时间验
证，是旅游书籍的
一个最高标准

旅游图书市场呈现出良
莠不齐的面貌，既有大量高
度同质化的旅游攻略、文笔
青涩的私人旅游随笔，但也
产生出个别让人耳目一新、
具有高度文学品位的佳作。

在过去几年，一位新疆
青年作家李娟，走进很多爱
书人的视野。有读者评价：

“读她的书，哪怕就是一丁点
的小事情，就是每日里的擦肩而过，就是在
野地里刨坑的狗，就是河边邂逅的牧马的
孩子，就是漫长的冬季那些寂寥而干枯的
日子，都能让她写得妙趣横生。”

李娟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跟随开小卖
部的母亲在哈萨克的牧区游荡，她过惯了
四处迁徙的日子，习惯了用表情、手势和想
象力与同样游荡的牧民们沟通。她写了许
多关于阿勒泰的书，《我的阿勒泰》《阿勒泰
的角落》《冬牧场》等，忠实地记录着这片土
地上正在发生、也正在悄然消逝的传统
生活。

“读李娟的书，能在片刻之间就沉静下
来。在北京喧闹的公交车上，在地铁里，在
午间的办公室，你一下子就穿越到翠绿的
阿勒泰，去看护一只刚出生的羊羔，去迎接
冬天的第一场雪，去躺在无边无际的山坡
上做一场无边无际的梦。”李娟的书吸引了
很多读者对于阿勒泰的向往，不仅是对于
阿勒泰的风景，还有阿勒泰的生活方式。

类似的书，还有《瓦尔登湖》《撒哈拉的
故事》《在荷兰过日子》。这些书共同的特
点是有耐心，作者对某一个地方有较长时
间或较为深度的生活经验。虽然同样是作
者的私人体验，但这种体验并不是浮光掠
影的，而是有深度，有温度，有对于人性和
生活方式的负责任的刻画。

笔者认为，这些书籍已经上升到文学
的层面，给读者带来愉悦而深刻的阅读体
验，经得起时间的验证，它们既是旅游书，
也是人生之书。

经得起时间验证，是旅游书籍的最高
标准。《徐霞客游记》已经问世近 400年了，
至今仍然是旅游书的经典之作。2015年 3
月，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再版，迅速攀升到
畅销书的排行榜。最近，陈丹青的《无知的
游历》、陈丹燕的《我的旅行哲学》、蒋勋的

《吴哥之美》（新版）等书就褪去了旅行攻略
的色彩，使旅行成为文化的载体。

旅行的意义

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的，未来的路该怎么前行

某旅游社交网站曾发布过一份《旅行
者 阅 读 行 为 分 析 报 告》，该 报 告 显 示 ，
39.17%的人因为阅读而旅行，60.83%的人
因为旅行而阅读。在中国的传统哲学里，
知行合一是一个人学习和成长的最佳方
式。阅读和旅行，本身就是密切关联的一
体两面。

笔者出版过两本旅游书，《台湾单车环
岛笔记》和《遇见未来的旅行》，在讲述旅游
故事的同时，也一直在思考旅游的意义是
什么？当然，一千个人会有一千个出发的
理由，但绝大多数人都会经历一个相似的
心理历程。

在《遇见未来的旅行》中，有这样一段
关于旅行意义的阐述：“我们最开始旅行的
时候，都是被这个世界的美所打动，一片宁
谧的湖泊，一座高耸的雪峰，一个童话般的
小镇，一次海岛上的日出⋯⋯我们为追寻
这个世界的美而出走，可我们也越来越对
美的事物感到疲劳。到后来，我们不再向
朋友们津津乐道那些惊人的美景，而长久
地留存在我们记忆中，都是在旅途中所结
识的人。我们倾听别人的故事，看到不同
的生命状态，理解不同的想法，意识到这个
世界有那么多的差异，我们学会尊重和包
容。”

作者说，到最后，我们看到的风景，我
们遇到的人，我们经历的故事，我们听到的
观点，都会化作一面镜子，我们渐渐就看
见，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未来的
路该怎么前行。

对于年轻人而言，旅行最大的价值有
关于成长。对于旅游类图书的作者而言，
分享旅行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体验的抒
发，还有对于梦想的激励、对于价值的传导
和对于真实世界的洞察。正如音乐人李宗
盛所说的，“人不能孤独地活着，之所以有
作品，是为了沟通。透过作品去告诉人家：
心里的想法、眼中看到世界的样子、所在意
的、所珍惜的”。

广州的读书人潘晓春说：“一定是书籍
在我们的童年发生过一些温暖的事情，才
会让一个孩子爱上阅读，然后拥有这个世
界上最美妙的礼物。因为它所带给我们
的，不仅是理解和享受一个人的孤独，更多
的是它是那么安静的，悄无声息地进入我
们的生命，让我们斗胆去想象远方的样子，
冲动地出发，勇敢地选择⋯一直一直陪伴
着我们直到老去。”

好运出自匠心

趣味性这一点，不会改变，甚
至要求更高，这和深度提升并不
矛盾

市场化时代的好处，是市场的调节机
制最终会造成相对公平的优胜劣汰。“随着
旅游图书市场渐回理性，大量跟风逐热的

出版商已经自动退出，而剩下来的多是真
正具有长远眼光和专注于内容的专业编
辑，这反而是好事，由粗放式的喊概念吸引
眼球，转入细致深入的耕耘，这需要好编辑
去细心琢磨。”王艺超分析说。

两大国外引进书系——孤独星球和米
其林旅游指南，目前在国内市场依然畅销，
凭借的就是扎实全面的内容、长久以来建
立的品牌美誉以及对旅行方式的引领（比
如，早期一些国内读者不理解孤独星球有
那么多篇幅介绍博物馆），可见并不是旅游
图书整体停滞，而是本土同类图书在内容
挖掘、更新及打磨上还不过关，即使更了解
国内读者的需求，也无法将内容编辑统筹
到位，转化为市场优势，这需要有心编辑和
出版平台的一同成长。

如果说上一波旅游图书热潮，更多是
由“80 后”“90 后”对生活方式的憧憬引爆

（曾经有个说法，看旅游图书的主体多是不
太旅游的人），那么可以大胆预测，现今这
一批已经更加成熟、经济更加独立的人群，
将不会仅仅停留于对外部世界新奇的描
述，而是由想象进入事实。

“旅行图书曾被图书界视为青春类读
物的延伸，而今后不再是这样，其内涵外延
会扩展延伸，更结合人文性、主题针对性和
深度挖掘性，不再是阅后即焚的快销读物，
也不再是文艺青年的标榜自我，而是有自
己核心价值，这可以说改变了以前的产品
属性；但要注意的是，趣味性这一点，不会
改变，甚至要求更高，这和深度提升并不矛
盾。梁子《非洲十年》在旅游图书整体下落
时期，仍然取得十几万册以上销量，就是个
典型例子。再用老眼光定位旅游图书，将
不会有未来。”王艺超坦言。

2015 年有一封火了全国的辞职信：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句话之所以
流行，反映了群体性心理，城市紧张枯燥的
生活，让很多人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有
一次不一样的人文体验，这将是旅游图书
持久的推动力。而匠心，是旅游图书的唯
一机会，这需要出版人敏锐地捕捉市场的
新需求和根植于内容的精细运作，中国的
LP也许就会诞生在不远的将来。

旅游书:

一片诱人

的“蓝海”
□ 葛 磊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中国人这样浩浩荡荡地走在前往

世界各地的路上。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旅行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乃至生活

方式的时候，旅游为出版行业带来一个“有无限想象力”的新题

材。一个正在快速崛起的中国旅游市场，以及人们生活观念和

生活方式的快速裂变，让不少作者和图书出版机构看到一片诱

人的“蓝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