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不过期
□ 潘玉毅

对于爱书人来说，书店就像天堂。在互联网短租平
台的牵线搭桥下，越来越多的书店为爱书的人放下一张
床，一顶帐篷，让他们伴着一室书香入眠。房租积少成
多，也帮助举步维艰的实体书屋继续在每一个城市的深
夜发散出人文之光。

爱书人的天堂

能住在书店，猜猜最兴奋的人是谁？
答案是小朋友。
2016 年，短租平台途家联合国内多家书店推出了奇

妙夜活动，让父母带着孩子在书店度周末，搭帐篷、做游
戏、读绘本，全是小朋友们喜欢的活动，受到了用户的热
烈欢迎。

今年世界读书日前夕，途家再度推出了书店奇妙夜
活动，全国 13 家书店对小朋友和成年读者敞开了大门。

在青岛，如是书店邀请喜马拉雅 FM，现场收录宝贝
与父母的朗读，一起搭建帐篷睡在书本中；在北京，字里行
间童心馆准备了保护地球领读会、地球小卫士科学讲座、
恐龙制作游戏；杭州的“我是个小夫子——论国学宝贝奇
妙之夜”设计了国学宝贝朗读、皮影戏、帐篷读书等环节。
这些书店住一夜的价格在9元至199元不等。

途家位于雄县大庄村的途远爱心书屋也参与到活动
中。虽然不提供住宿，但安排了图书捐赠、观看电影、阅
读童话等活动，只要 1 块钱，纯属为了激发小朋友对阅读
的兴趣。

一位参加过去年活动的妈妈告诉记者，孩子觉得在
书店搭帐篷、讲故事特别好玩，回来之后跟小朋友们显摆
了很久，比带他去五星级酒店住还开心，因此今年他们又
报名了，“反正才 199 元，连吃带住，还有互动游戏，比去
蓝天城、幻贝家划算多了”。

除了孩子，爱阅读的成年人也能够在书店里找到一
张床。

广州 1200bookshop 是城中第一家 24 小时不打烊
书店，店内留有 6 间胶囊式私人书房，可供读者休息或过
夜。

这次他们在途家平台推出的活动是达人分享会，用
户只需要 9 块钱，就能够在书店里搭帐篷住一夜，并听环
游 28 个国家的“95 后”小鲜肉面包猎人 binbin 分享旅行
经验，跟热爱旅行和摄影的“90 后”面包猎人 UC 学习旅
行自拍技巧和后期处理手法。平时，书店的房间可以在
另一个短租平台小猪上预订。

但记者注意到，因为基础设施不足，许多书店无法提
供跟酒店一样的住宿条件。参加活动的书店大多数采用
了搭帐篷的形式提供住宿，没有热水、无法洗澡、不提供
毛巾，只适合亲子体验和背包客。

想要住得更文艺，也有别的选择。重庆姑娘李萌萌
最爱在小猪上预订位于南山景区的南之山书房。

南山是重庆人最喜爱美食一条街，李萌萌是“南山泉
水鸡一条街”“猪圈火锅”的忠实粉丝，一个月总要去吃上
一两顿。自从发现了南之山书房，她的行程就变成了两
日游——头天傍晚上山，吃泉水鸡，晚上住在南之山书
房，第二天早上爬山看景，中午撮一顿火锅再下山。

“这家店有音乐、漫画、科幻、电影、生活旅行、文学等
主题房，每一间都是白色的主色调，配上了一屋子的主题
图书。”李萌萌说，“我已经住过了音乐、电影和生活旅行
三个房型，一晚上大概是 268 元，重庆好一点的山景酒店
都不止这个价啊。”

由于装修小清新，南之山书房成为重庆年轻人最喜欢
的拍照晒图地点之一，每逢周末人挤人。迫不得已，书店实
行了预约进店参观，但住客进入书店不需要单独预约。

“我们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阅读可以躺着、喝着
发生，让它融入所有生活里。”书店负责人车韵说，民宿的

收入目前可占南之山四成左右，5月第二家店就将开业。

实体书店的“自救”

近几年来，实体书店一直被唱衰，风入松、万圣等著
名书店倒闭关停也屡屡引发关注。另一方面，诚品、言又
几、字里行间、蒲蒲兰等人文书店已经成长为具有软实力
的知名品牌。他们通过提供咖啡简餐、售卖创意产品、举
办分享活动等，生存状况已经渐渐好转。

在传统的多元经营之外，书店联合小猪、途家等短租
企业开发住宿空间，不仅能给人们带来睡在书香中的美
好享受，也是复合经营的有益探索。

2016 年 1 月，短租平台小猪上线了“城市之光”书店
住宿计划。这是前媒体人潘采夫加盟小猪后力推的新项
目。为此，他跑遍了全国心仪的书店，跟店主们商量能不
能为游客们加一张床。由于空间、消防、安全等障碍，也
由于店主们对住客拿不定主意，最终只有 10 家书店加入
首批计划。

但“城市之光”的效果打消了书店的顾虑：上线一年，
已有超过一半书店实现短租盈利，用于抵消经营的成本。

“去年 5 月之前，我们在淮海路上一家书店加了一间
住房，好的时候入住率有三分之二以上。”上海 mephisto
书店的创办人吴志超说。他曾在《外滩画报》供职，离职
后创立了这家二手书书店，在上海文艺圈小有名气。吴
志超计算过，mephisto 去年短租的收入在 16 万元左右，

“不仅可以覆盖掉书店的支出，还略有盈余”。
扬州的边城书店同样靠短租减轻了运营压力。“去年

通过小猪获得的收入占书店房租的 30%左右，住店客人

也会顺手买走一些文创产品。”店长王军告诉记者，虽然
店内主营业务还是古籍修复，但慕名住进书店的客人很
多，甚至有房客主动提出要给书店资金支持。

武汉的文泽尔私人图书馆上线后也得到书迷喜爱，
目前每月可接 5 单左右，按照每天 380 元的客单价，基本
可以覆盖书店的月租。文泽尔负责人燕森林最开心的是
能遇到一些喜爱阅读的房客，“还有一对广州小夫妻，下
午打飞的到书馆入住，晚上在武汉剧院看一场荒诞剧，第
二天早上又打飞的回去上班。”

因此，近期小猪准备推出“城市之光”住宿计划 2.0
时，又有几家新书店积极加入。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当
天，全国 16城将有 17家书店欢迎游客来睡一睡。

南之山书房、1200bookshop 同样加入了小猪的城市
之光计划，希望把住宿项目做成一个持久项目。

“互联网的发展已经导致了整个商业逻辑的转变，书
店跟着这个逻辑发生改变，我认为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所以 1200bookshop 提供了可以坐下来看书和喝东西的
消费区，开辟了拥有个人空间的私人书房。书店在售书
范围外的各种尝试并未改变书店的本质，人们可以通过
各种渠道听到书店的发声，未尝不是一件幸事。”老板刘
二喜告诉记者，目前 1200bookshop 的主营业务是图书、
餐饮、文创，因此住宿定价并不高，在小猪预定一晚只需
75元，目前平均每天能入住 3间。

“新书店不少是主动增加住宿空间，从自救式经营变
为主动出击，将书店住宿作为一种新型运营模式。接下
来，小猪还将和桂林纸的时代书店进行合作，32 间书房将
全部上线小猪平台。”小猪 CEO 陈驰表示，“实体书店提供
的氛围是线上书城很难比拟的，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分
享的方式，拉近人们和书店的距离”。

在 书 香 中 醒 来
□ 佘 颖

在互联网短租平台的牵线搭桥下，越来越多的书店为爱书的人放下一张床，一顶帐篷，让他们伴着一

室书香入眠——

4 月 23 日是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

斯和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的忌日，为

了纪念他们为世界文学发展和人类文明

进程做出的贡献，让后来者都能“见贤

思齐”，199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每

年的 4 月 23 日命名为“世界读书日”，迄

今已有 20 余年。

食品会过保质期，服装会过流行季，

但 20 多年来，甚至回溯更遥远的时光，

读书非但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被人遗

忘，反而正在人们的心中变得越来越重

要 。 古 人 常 说 ，读 万 卷 书 不 如 行 万 里

路，而今静下心来好好地读一本书，成

了比走万千里路更有意义的事情。

无论春夏秋冬，读书都是一件乐事，

让人欲罢不能。在喜爱阅读者眼中，书

卷比画卷更美，书香比花香更香，所以

古人凿壁借光为读书，囊萤映雪也为读

书，甚至为了读书他们可以头悬梁 、锥

刺股，由此足见书籍之魅力。

从传统的纸质文本阅读，到现在流

行的手机电子阅读，变化的只是阅读的

方式，不变的是书籍给予人的关照和人

们对于书的喜爱。在中国，近年来，《诗

词大会》《朗读者》等节目大火，从某种

角度来讲，这也说明了人们对于读书的

钟爱和渴望。

阅读永不过时，因为它有一样最大的

好处，就是不论贫穷或富有，不论年长或

年幼，在书籍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腹有诗书，穿着粗布麻衣也挡不住身上的

才华横溢；腹内草莽，纵然衣着光鲜也会

让人觉得寡然无味。

阅读贵在坚持，只有坚持，阅读才会

最终变成悦读，这其中，“两个要”不可少。

读书要勤，见缝插针。现代人因为

生活节奏快 、工作压力大，每日里忙完

公务和琐事已然觉得很累了，常感没有

时间或者提不起精神看书，但事实上，

时间与精力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

还是有的。古时笃学之人，纵然忙碌，

也会利用“三余”“三上”的时间来读书，

这种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学会

在繁忙的工作间隙 、繁重的压力之下，

给自己找阅读的时间和心情。

读书要精，精益求精。广泛阅读可

以开阔人的眼界，增广人的见闻，一本

好的书籍更可以让人获益一生，所以我

们要多读书，读好书。同时，每个人的

兴趣和专长不尽相同，要让自己达到一

个更高的层次，获得更多的精神给养，

还应该有选择地读书。只有有针对性地

熟读精思，才能让贫瘠的心灵变得肥沃

起来。

书能照亮人的视野。如今，整个社

会的风尚也正由“文人读书”向“人人读

书”转变，全民阅读渐成潮流趋势。都说

书籍是人类的精神信仰，为了让书香飘

得更远，为了让内心变得更丰盈，让我们

一起读书吧，一起让阅读改变生活！

变化的只是阅读的方式，不变的是书籍给予人的关照和人们

对于书的喜爱

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

来国图 看手稿
□ 文 心

拜伦的《唐璜》手稿、莎士比亚在世时出版的四
开本《罗密欧与朱丽叶》、查尔斯·狄更斯《大卫·科波
菲尔》带原版蓝色书皮的合订本、柯南道尔的福尔摩
斯系列《失踪的中尉》手稿⋯⋯作为资深书虫的你，
是否想一次性一饱眼福？以前你就算打个飞的去大
英图书馆也不一定能全部看到，但是现在，来中国典
籍博物馆看一场“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
馆的珍宝”展览，你就能在短短一小时内纵览英国文
学史，与珍贵的手稿、善本来个亲密接触。

进入展厅，红色丝绒帷幕、稍显昏暗的灯光一下
子就把观众拉入遥远的历史时空，仿佛一下子进入
了 18 世纪的英国古堡。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英国
著名诗人拜伦的《唐璜》手稿。据英方策展人介绍，
手稿上的字迹使用了不同颜色的墨水，这些删改痕
迹呈现了作者的创作思考过程，这也是研究这些手
稿的价值所在。

“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这首华兹华斯的诗
不仅感动了中国的亿万读者，也影响了中国新文化
运动以及新诗的产生。展览中，这首诗的真迹完整
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这首诗创作于 1804 年至 1807
年之间，并于 1807 年在《诗，两卷》中发表。在作者
交付出版商的手稿上，注明了华兹华斯交代给出版
商的信息，要求将这首诗置于“我的心绪”部分。这
充分说明，当时的作家不仅进行创作，还深入参与到
作品的出版过程中。

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手稿上签的是一个叫
“柯勒·贝尔”的男人名字，讲解员介绍，这是因为当时
男性笔名能增加小说的可信度，作者希望自己的作品
能免遭性别歧视，同时也避免熟人对号入座。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最感兴奋的是英国的莎士
比亚和中国的汤显祖这两位同一时期的文学巨擘在
同一场展览中的对话。大英图书馆带来了莎翁生前
出版的四开本《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曾是英王乔治
三世的私人收藏；国图则奉上了明代茅瑛刻套印本

《牡丹亭》。嘉兴图书馆收藏的中国翻译家朱生豪关
于莎士比亚的翻译手稿也一并展出。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不仅让中国读者见到
了珍贵的原作手稿，还呈现了国图的收藏，展示了经
典作品传入中国的译介过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由国图早期馆长之一的梁启超先生节译的《唐璜》片
段，是拜伦诗作最早的翻译之一；柯勒律治的《古舟子
咏》被商务印书馆作为“学生用英文学丛刻”出版发
行，从而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所接受和喜
爱；胡适在《谈新诗》一文中，用华兹华斯作为例证阐
述了他的文学革命主张，以此证明白话诗的必然性。

119 件手稿和书籍跨越 500 多年的时空，为中
国观众带来了一场文学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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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的另一半》是一个书名，作者是美国普利
策新闻奖得主尼可拉斯·D·克里斯多夫和雪莉·邓
恩夫妇。他们把多年来为《纽约时报》采访撰写的报
道汇集成书。

在书中，我们看到女性的生存困境，也看到整个
世界对此困境的态度，更看到女性身上将绝望化为
希望，勇敢争取生命尊严的力量。

古希腊神话里说，人类原本是男女同体的，由于
神灵的惩罚才将人类分成了两性。自那以后，男人
和女人都在茫茫人海里寻找着自己的另一半，试图
与那一半重新汇合。当我们严肃地对待这个传说的
时候，我们会发现，事实要复杂得多。

要把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纳入社会发展和决策主
流，这是被联合国确定为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战
略。要在有关社会所有领域的一般政策中纳入性别
观点，执行积极的措施。强化法律、改革体制并促进
消除对妇女歧视，政府责无旁贷。

教育是一项人权，是实现平等、发展与和平目标
的一个重要工具。男女平等的教育要持续下去，并
且在世界各地发芽、生根。非歧视性教育使女孩和
男孩都受益，因而终将使妇女与男子的关系更加平
等。尽可能将有关所有妇女的平等地位和人权的法
律和资料进行广泛传播。

“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女平等在我们国家是基
本国策。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性别歧视依然严
重。阖书沉思，我不禁想为实现性别平等做点什么。

关注“天空的另一半”

□ 董芮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