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科技发展，人们的阅读方式、习惯和途径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读书日，你“悦读”了吗？
■ 本报记者 孙慧 金昌波

开卷有益、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自古以来，读书被视为
人类智慧与知识传承的重要方式， 小则
关乎个人思想成长，大则关乎民族兴衰。

今年 4 月 23 日，是世界第 19 个读
书日，本报记者开展街头调查发现，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海口
市民的阅读方式、 习惯与偏好都在悄然
发生变化。

科技冲击
阅读方式趋向多元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们的阅
读习惯， 依靠科技手段， 由单一到多
元、由简单到丰富，获取的知识量越来
越大。 而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普及电
子阅读方式成为了年轻人最常用的阅
读方式。

根据海南省图书馆数据显示， 今年
3 月份，纸质书借阅量 101170 册，与去
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41%。 电子图书下
载访问量 8088 次，同比增长 23%。 从
统计数据来看，电子阅读群体主要为年
轻人，中老年人一般习惯阅读纸质书籍，
他们是图书馆里的常客。

63 岁的市民刘贤明每周要去 3 次
书店或图书馆，他不但买书看书，还会做

好阅读笔记。“读书是一种精神享受。 ”
刘大爷说。

在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下， 还产生了
听书这样的阅读方式。 市民王先生就是
一位听书爱好者。 他每天晚上睡觉前，
都会躺在床上听半个小时的书。 “现在
工作、生活那么忙，心也浮躁，文字看不
下去，还不如听书。 ”

媒体营销
改变个人阅读偏好

在上个世纪，人们一般以逛书店、朋
友之间相互推荐等方式来选择阅读书
籍。 而现在， 人们常常会受到媒体营销
效应影响，影视剧热播、名人追捧、书单
排行榜……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读者的阅读趋向。

4 月 17 日，世界著名文学家，诺贝
尔文学奖得主马尔克斯去世的消息一
传出，让其文学作品又“火热”了一把。
记者走访发现，不少书店将其代表作摆
放到门口最显眼的展销台上，海口不少
马尔克斯的新老粉丝自发到书店购买
其作品。

在新华书店里，记者看到了 3 月份
新华书店畅销书排行榜。 “现在书店的
书目繁多，很多读者会根据排行榜来参
考购买。 ”书店店员小林告诉记者，目前
书店最为畅销的为社科类、历史学类、经

济学类书籍，目前，《百年孤独》、《从你
的世界走过》等书籍正在热销。

青年白领王珏从小是一名书迷，
她一般是通过豆瓣书单、 朋友推荐等
作为读书参考。“平时我都是以订阅电
子书为主， 一般会参考网络排行榜或
者是看相关的阅读感想， 来作为选书
参考。 ”

阅读愿景
挤出时间来阅读

在采访中， 大多数受访市民都表
示，自己有着读书充电，开阔视野的意
愿，只是个人时间被各种网络、电视、
逛街等娱乐占据， 较少挤出时间来阅
读。

“最关键的是你有没有读书的心，
能不能养成阅读的好习惯。 ”刘贤明说。

对于培养读书习惯， 从事媒体工作
的陈小姐深有体会。 每次出差， 她都会
随身带一本书看， 平时睡前也会抽出时
间读会儿书。

而对于电子阅读等数字化阅读方
式， 很多人都会质疑那是浅阅读，但
电子阅读书迷王珏却认为，任何一种
新阅读方式的出现，仅是知识载体的
更变，没有改变读者对优质内容的渴
望。

（本报海口 4 月 23 日讯）

5大主题活动亮点纷呈
本报海口 4 月 23 日讯 （记者戎海）第六届海

南书香节共设置了 5 大主题活动，每个活动各有
侧重， 特色鲜明。 除了各界名人和知名作家届时
将前来海南举办多项活动外， 一系列的优惠促销
和文化惠民等活动， 也让广大读者在“悦读”之
余，享受到我省文化发展的成果。

亮点一 名人名家登坛开讲

在“文化海南”活动中，将开展名家报告会、
唱响海南读者沙龙、本土文化阅读、候鸟阅读等四
个方面的活动，邀请经济学家高连奎、养生保健专
家禅一老师、 国防大学徐焰教授、 中医专家张远
声、 台湾儿童作家林哲璋、 周恩来总理侄子周尔
均、侄媳邓在军夫妇等多位名人名家登坛开讲，采
取讲座、对话、互动等形式，在对海南传播文化的
同时，展现海南文化的魅力，推动海南全民阅读深
入开展。

亮点二 150家出版社亮相

“阅读嘉年华”是本届书香节的重头戏之一，
海南凤凰新华书店将邀请近 150 家出版社携近
半年来出版的最新出版物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推荐、地方出版社及传媒集团推荐的重点书、畅
销书等，在海口解放路书城和三亚购书中心，以专
架形式进行图书成果展示。 同时，在全省 26个卖
场展销畅销书、精品书以及礼品书等，与读者一同
回顾出版成果。

亮点三 营造校园阅读氛围

书香节期间，组委会将开展青少年成长阅读活
动。 内容包括少儿故事大王比赛、亲子绘本阅读、大
中学生微作文写作比赛等，并对大中小学校赠送 80
万元的图书，推进海南校园阅读深入开展。

亮点四 军旅学者走进军营

在本届书香节的文化进部队、进监区、进社区系
列活动中，组委会将邀请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焰少将走进海南部队，开展读书报告会活动。同时
开展文化进部队、监区、社区活动，展示展销优秀出
版物，并向部队、监区捐赠 20万元的图书。

亮点五 助力学校图书馆建设

开展校园文化建设馆配会活动是为了满足我
省学校图书馆馆藏建设需要，由书香节组委会精
心设计的。 活动将于 4月 23日至 5月 20日在海
口解放路书城举行。 本次活动以“推动全民阅读，
建设校园文化”为主题，立足海南大、中、小学图
书馆馆藏文献需求，组织了近 130 家出版社 3 万
多个图书品种进行推荐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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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4 月 23 日讯 （记者戎海
卫小林 金昌波 通讯员符弘茜） 第六届
海南书香节启动仪式暨经济学家高连
奎读书报告会，今天上午在海南省图书
馆报告厅举行。 这标志着为期近 2个月
的第六届海南书香节正式拉开帷幕，5
大主题活动将让读者感受到阵阵书香。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俊出席并宣
布第六届海南书香节正式启动。

为推动全民阅读活动的深入开展，
进一步推进海南省群众文化素养的提
升， 海南省从 2009 年起举办海南书香
节，每年一届，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了五
届。 海南书香节已成为海南省推动全民
阅读活动的重要文化活动， 受到社会各
界的高度关注与广泛参与。 本届书香节
活动时间为 4 月 23 日—6 月 10 日，活
动主题为“阅读·成长·幸福”，书香节期

间， 将举办 “文化海南”、“阅读嘉年
华”、“青少年成长阅读”、“文化进机
关、进军营、进监区、进社区”以及“校园
文化建设馆配会”等五大板块精彩活动。

本届书香节活动主会场设在海口市
解放路书城和三亚购书中心， 分会场设
在海南凤凰新华书店各个图书卖场。 第
六届海南书香节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
文体厅主办， 海南凤凰新华出版发行有

限责任公司承办。
此外，记者了解到，“你读书，我买

单”活动今天启动。 从即日起至 6 月 6
日，读者在解放路书城购书后，可在一个
月内持所购图书 （考试类、 工具书、教
辅、课本、有声读物除外），凭退款卡到
海口图书馆（新华南路 16 号）全额退
回购书金额。 每人限买 2 册，退款图书
要求无破损、无涂写。

记者还从省图书馆获悉， 为推动全
民阅读活动， 该馆从 4 月 19 日至 5 月
31 日开展以“传递快乐阅读，书香遍洒
琼州”为主题的少儿活动、图书捐赠、展
览、公益讲座、“真人图书馆”等 17项系
列活动。“王蒙文学生涯六十年”八省二
市省级公共图书馆联展和“走进省图，快
乐阅读” 摄影展也正式在省图书馆北楼
一层展厅开展，市民可免费前往参观。

第六届海南书香节拉开帷幕，4月 23日至 6月 10日我省推出多项精彩活动

有好看的摄影展 还有免费的书读

4月 23日是世界读书日，海南国科园实验学校小学部楼道里有 8个开放的书
架，陈列的书籍是学校的存书和老师、同学们自发捐献的书籍。 这些书架，无人管
理，自取自阅，阅后归还，借阅者自觉爱护书籍并保持书架的整洁。 图为课间，二年
级的同学们在选阅自己喜欢的书籍。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开放的书架 流动的智慧
爱书、护书、捐书、自我管理的责任在阅读中养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