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经济学院是所民办高校，却于
2012年9月开设了海南省首家高校博
物馆，其博物馆的藏品独特，有着“探寻
海南民俗文化”的鲜明定位。海南省博
物馆南海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李钊
认为，海经院博物馆收藏展出的琼北地
区火山石生产生活用具种类丰富，数量
庞大，地域特征明显，引人瞩目。

从系列海底文物到本土符箓刻本，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南民间的“婚
约”“房契”到海南起家瓷鸡公碗，从由
海南黄花梨雕刻而成的生活用具到民
间常用的文房四宝，参观完海口经济
学院博物馆，就像回到了海南的旧日
时光。

三亚学院博物馆的藏品也颇有特
色，除了有海南南海船舰科技馆外，还
有收藏了500余台古董相机的相机博
物馆，且藏品不乏木箱相机、折叠式相
机，藏品时间跨度逾越百年之久，既有
德国的徕卡、英国的刀梅、法国的金鸡
牌、美国的柯达、日本的柯尼卡、苏联的
列宁格勒等老牌外国相机，也有海鸥、
上海、凤凰、珠江、天坛等国产品牌老相
机。

从第一代银版摄影木箱相机，到数
十年前的机械式相机，再到近代的电子
相机、现代的数码相机都有涉及，部分
外国相机还附有当年华侨归国进关时
的相机报关单据。据了解，海口经济学
院与三亚学院相机博物馆的藏品大都
源于个人收藏。

“养护一个博物馆，需要大量的人
力与财力，所以许多收藏者最后往往会
选择将藏品捐献出去，以求藏品能有更
好的保护。”一些有捐赠经验的市民对
海南日报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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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博物馆——清末状元张謇
创办于1905年的南通博物苑，以“设为庠
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为办馆理
念，建在当时的通州师范学校内，也是一所
高校博物馆。

博物馆对知识创新、学生的素质教育
和人格教育都非常重要。虽然高校博物馆
免费向公众开放，但不少市民反映，周六、
周日不开、假日不开，是很多高校博物馆的
通病。因为绝大多数高校博物馆存在人手
不足、资金不足、开放时间不够、对外服务
的空间不足等方面的问题，甚至为了节省
成本，一些高校博物馆干脆终日关门，只在
有接待任务时，才会真正开放。

海南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了海南
热带海洋学院与海口经济学院，多数海南高
校博物馆并没有独立的建制，也没有所谓
的“馆长”，其运营业务多是由该校的图书
馆负责人代理。对此，业内人士提醒，博物
馆不能仅仅被视作收藏文物的地方，而忽
视了博物馆本身的教育功能、对知识体系
构建和知识传播的作用。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南海文化博物馆虽
然在2013年才开始筹建，但被业内视为省
内发展较为成熟的高校博物馆，不仅完全
向三亚市民开放，承担了公共博物馆的职
能，还是三亚市知名的科普基地，常常接待
中小学生和外宾参观。“我们的经验在于培
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讲解员，即便是节假
日，如果市民提前预约，我们依然可以提供
参观服务。”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南海文化博
物馆馆长李玉柱解释道。

“大学博物馆主要服务于教学和科研，
但也绝不止步于校园内。”李玉柱认为，虽
然高校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加大了博物馆
的工作量，但这不仅是大学社会责任的体
现，也是大势所趋，青少年参观博物馆肯定
会成为未来的常态，游览博物馆也理当成
为城市中的旅行风景。

那些“藏”在海南高校的博物馆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又到了9月开学季，海南
各大高校迎来一批新生，他们
中有不少人对海南文化并不
是很了解，对这些人来说，参
观博物馆无疑是了解海南文
化最好的切入点。在许多国
家，很多孩子可以说是在博
物馆长大的，博物馆经常成
为历史课、美术课的课堂。

在海南，除了大家熟悉的
公共博物馆，海南高校博物馆
数量也不少，不仅免费对外开
放，更有不少“看家”展品，如：
三亚学院的相机博物馆陈列
了500余台不同时期的相机；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南海文化
博物馆承担起部分公共博物
馆的社会职能；海口经济学院
博物馆收藏展出种类丰富的
琼北地区火山石生产生活用
具等。

不同于公共博物馆，高校博物
馆往往由高校创建，最大的特点是
专业性，依托本校学科，对特定门
类的知识作系统展示，是高校一张
重要的名片，集中展示了学校、学
科历史和文化积淀。

8月29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访
多所高校了解到：海南有六所高校
具有一定规模的博物馆，分别是海
南大学博物馆、海南师范大学生物
多样性博物馆、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南海文化博物馆、海口经济学院博
物馆、三亚学院博物馆、琼台师范
学院博物馆。其中，琼台师范学院
只有校史馆，仅陈列了老照片，但
因为其是海南最古老的高等学府，
有数百年历史，本身便被一些专家
视为“博物馆”，具备博物馆的相关
功能。

海南高校博物馆大多数都位
于图书馆一隅，不管该校的主打学
科是什么，海洋性与民俗性是海南
高校博物馆绕不过去的两大主
题。比如，海南大学博物馆有两个
展厅，分别是海南历史文化展厅与
海上丝绸之路展厅，集中展示了黎
族传统服饰、海南民俗文化与海洋
文化等领域的藏品；海南师范大学
虽然是一所师范院校，但其生物多
样性博物馆是海南省第一个融科
学性、趣味性为一体的自然科学类
博物馆；甚至海南民族技工学校，
即便只是一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依然有黎锦文化展厅与操作间。

外宾在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南海文
化博物馆体验黎族织锦。（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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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经济学院博物馆藏品丰富。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最近，一则社交网络上的网友提
问，引起了人们的热议：“可以在网上
买书赶紧看完然后再退掉吗？”

这则问题揭开了当下“网络购
书”遭遇的新问题：部分消费者利用
电商规则，买书阅读或者使用之后再
恶意退书。而这种现象被网友怒批：

“读书人，志不能丢。”

恶意退货 买书变“借书”

最近，有网友在知乎上提出了
一个问题：“可以在网上买书赶紧看
完然后再退掉吗？”收到了 2371 个
回答，并且有高达 2713458 的浏览
量。在回答中，很多网友都谈到自
己曾经遇到过的类似事情。而在百
度贴吧上，记者也注意到有类似的
话题和评论。

现实中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呢？日前，记者采访到了一位曾经在
读研的时候做过这种事情的消费者

“桌子”（化名）。
据“桌子”说，他在读研的三年时

间里有过这种故意退书的情况，但是
并不多，有个三五本，“我一般是买完
了以后拿去复印店复印一本，然后退
给电商。”

对于书的品种，“桌子”说他所买
完再退的书全部都是和他专业相关
的外文原著。他这样做的原因在于
这些书的单价比较贵，“平均200元左
右”。此外，这些书没有汉译本和电
子版，也是他不得不采取这种下策的
理由。

记者注意到，当下主流电商平台
上关于图书及音像制品的退换货政
策有如下规定：京东退换货时限为自
实际收到商品第二日起7日内可以退
货，15日内可以换货；当当则承诺在
客户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可以申请
退货，15日内可以申请换货；亚马逊
的图书无理由退换货时限最长，为自
购买日起的30日内。

而在这一周到一个月的时间
内，一般读者至少可以读完一本
书。而当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电话
咨询了部分网上图书销售机构后发

现，大电商自营店在退书的时候更
容易，而第三方网店则相对附带了
退书条件。

网友怒批：有志气吗？

两位自称出版行业从业者的网
友“王远成”和“徐小妖”，他们从作者
写作的艰辛、图书出版发行的艰辛，
通过核算成本、讲述细节向网友展示
了一本书到读者手里的艰难过程。
除此之外呼吁大家图书利润非常低，
不要看完就退伤害出版业。

网友“刘晓阳”的观点很有代表
性，“看不起书，可以去图书馆借。读
书人，志不能丢”。在知乎另一类似
问题的答复里，一位获得上千点赞的
网友“liugougou0925”则表示：“我
觉得一个真正爱书的人，是不会做这
种事的。一个人要贪图这点小便宜，
也太可悲了。”

网友徐小娥则表示：“不见得是
穷，但一定是low。不可能有什么大
出息。看了有些评论。大概是读书人

被黑的最惨的一次。没钱买书，有种
地方叫图书馆。还有专门租书的地
方。还有大量电子书。这种人，看再
多的书，都不是读书人。与其说是穷，
不如说是热爱占便宜，损人利己。”

律师：钻空子对作者、
出版社和经销商不公平

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赵虎
表示，这种“钻空子”的行为肯定是不
合适的，对于书籍的作者、出版社、经
销商来说也不公平，但因为这种行为
本身不违法，最多从道德上指责一
下，电商平台选择了这种售后模式，
也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充分预估到可
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也愿意承担这种
结果。

赵虎认为，虽然有一部分人会
这样做，但大部分读者是不会钻这
个空子的，“从好的一方面想，书籍
是用来传播知识的，虽然这种行为
不合理，但也算间接发挥了书籍的
作用吧。”

电商：利用大数据对恶
意行为进行管控

对于图书被恶意退货的事情，记
者试图联系亚马逊、京东等电商，以
期得到回应。

截至记者发稿时为止，只有京东
对此进行了正式回应。相关人士称：

“图书品类的用户退货情况一直比较
稳定，用户退回的图书大多数是在印
刷过程中存在缺陷或者有破损的，这
些图书我们会退回出版社处理，不会
再次销售给用户，请用户放心。”

对于利用“七天无理由退货”政
策进行恶意退货的行为，“我们持反
对态度。为保证消费者和商家的合
法权益，我们将不断完善内部的诚信
风控模型，利用大数据及技术工具，
识别恶意行为，对恶意行为进行管
控。”

此外，该人士称“七天无理由退
货”是法律赋予消费者的权利，京东
将继续严格遵循这项规定。 （北青）

网上“恶意退书”被批

“读书人，志不能丢”

自媒体图书阅读
适可而止

“刘备我祖”精选微信公众号里阅读量高的
文章收入《新史记·秉笔画时代》，以“史记体”评
论当下社会热点、风云人物。视频脱口秀“晓说”
将2012年节目开播以来的文字资料整理出来，推
出同名书籍。坐拥50万粉丝的“懒兔子”微信公
众号定位于“新时代的家庭健康指南”，2016年整
合公众号图文出版《医本正经》，用幽默接地气的
话语普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精髓……

据了解，这些脱胎于个人微信公众号的自媒
体图书一经出版，即登上畅销书架，并取得可观
的销量，有的甚至已加印几次，销量达到数十
万。这反过来剌激着更多的自媒体与出版社积
极携手，形成了时下新的书业风潮。

自媒体图书因所涉内容事先已在微信公众
号上赢得了广泛关注与大量点击，无论是选题的
贴近性、表述的趣味性还是篇幅的适中性等方
面，均符合许多读者的阅读需求。出版社结集出
版，不啻于为微信公众号的粉丝们奉上了一份福
利，可供他们随时翻阅，收获轻松愉悦的心情。
我的一位朋友喜欢历史，最近买入一本某历史知
识微信公众号自上线以来所有文章的集子。他
说，集子的文章独立成篇，茶余饭后抽10分钟就
能读完一篇，非常符合自己的阅读习惯，他写文
章时还经常引用文集中的事例，“买这么一本书
可以用来查阅并随时翻阅，挺不错的”。

自媒体图书能给人以教益，然而，这类书读
得过多也未必就有益。毕竟，自媒体图书有“轻
写作，快阅读”的特点，虽然与当代社会人们娱乐
至上的心态以及碎片化的生活方式相契合，毕竟
只是吃零食。正餐还是要瞄准经典读物，采取沉
浸式、系统化的精读，这样才有助于以完善的知
识体系丰盈思想。

况且一些自媒体图书质量堪忧。不少学者
指出，图书出版物应该是“沉淀”后的文化产品，
用这个标尺来衡量，自媒体图书在“轻松阅读”和

“粉丝效应”之外，还需要增加思想、文化含量。
清代郑板桥有一首著名的《竹石》诗：“咬定青

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
尔东西南北风。”岩竹品性引人赞叹，纷繁扰攘之
中也应坚持高品质的深阅读。 （据人民日报）

热点

观察
村上春树的中年危机

现在，互联网上正经历一场全民性的年龄恐
慌。作家们的中年危机比普通人来得更早一
些。村上春树最广为人知的应对之策是跑步。
从早到晚伏案写作的生活让他体力下降，体重增
加。不知不觉香烟也抽过了头，一天60根，手指
熏成黄色。34岁，他成了少数将健康和写作置于
同等地位的小说家，彻底戒了烟，开始认真跑
步。从一天3公里到一天10公里，两年后他第一
次出国，在火奴鲁鲁完成人生的第一个马拉松。

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在那一年36岁的
生日傍晚完成，“停笔之际有一种如蒙大赦的轻
松感”。

按照现行90后的理论，村上春树开始写小说
时已经步入中年危机了。那时他29岁，和妻子阳
子开了间名叫“彼得猫”的酒吧，白天卖咖啡，晚
上换成酒。猫的主题被发挥到极致：门外一张笑
哈哈的巨型猫脸，每张桌子都有小猫雕像，钢琴
上也立着猫，墙上贴着猫，猫型的花瓶里插着猫
咪样枝条。火柴盒、杯垫、筷子包装、马桶盖，甚
至衣架上都是猫。

抽烟喝酒“吸猫”，那时的他犯了典型的中年
危机综合征。不过更年轻的岁月也好不到哪儿
去。在神户读高中时，村上是一个标准学渣：逃
课、玩牌、滥交，把时间耗在酒吧和电影院，偶尔
去当当时髦的背包客。

到了大学，他一门心思想当个电影编剧，于
是留了长发和胡子，邋里邋遢，跟阳子还没毕业
就兴冲冲地结了婚。过了一个愚蠢又不痛不痒
的青春期，这个酒吧老板既不是特别有钱也并不
贫困，没什么智力又算不得天才。既缺乏触发作
家敏感神经的悲惨童年，也缺少固执脱俗的癖好
供养身心，整日混混沌沌。

可能少年气都留在了那个时候，婚后生活龇
牙咧嘴地暴露了真面目。据说村上每天要切10
公斤的洋葱，还要记账、进货、调酒，累得精疲力
尽，即便这么努力，银行的贷款也还没还清。

当他后来的那些经典语录被粉丝抄在青春
的日记本时，他本人恨不得离傻里傻气的年轻时
代越远越好。对他而言，“愿你归来仍是少年”简
直是一句诅咒，少年往往楞头楞脑的，浓眉大眼，
生僵挺硬，像是一些又青又涩的桃子，上面还带
着挺长的一层毛。

1981年，32岁的村上卖掉了酒吧，戒掉“吸
猫”，也不必再面对堆积如山的洋葱了。在那最
可能产生中年危机的日子，他把全部的精力投入
了写小说。 （中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