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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观察

■ 本报记者 于伟慧 徐晗溪

古色古香的阅读大厅，放着五
十多个摆满图书的书架，坐在优雅
的环境中，可以听着音乐，随意取阅
书架中的图书。如果谁家里有闲置
的图书，都可以放在这里供大家阅
读、借阅。这是位于海口市人民大
道的玛哈嘎拉共享书吧，创办者是
邢益就。他创办这个书吧，很大程
度受到了父亲邢福浩的影响。

邢福浩曾是海口市运输公司职
工，2004年退休回到家乡文昌市东
阁镇美柳村，在接下来的13年时间
里，他搜集购买图书，自费创办起美
柳村第一个私人图书室，取名为“百
合斋”。

如今，“百合斋”里收藏的图书
达一万五千册，免费给附近村民
阅读、借阅。为了给村民营造一
个良好的阅读环境，邢福浩老人
专门给“百合斋”做了一番装饰。

在“百合斋”的几面墙上，“铁杵磨
成针”“孔融让梨”“悯农”等故事
画在墙上。在“百合斋”的屋外空
地上设立运动场地，供阅读者读
书间隙使用。

如今，邢福浩的家成为村中孩
子们最爱去的地方，每天放学后或
周末、假日，孩子们都喜欢来这里阅
读，村民们一有空就到这里读书看
报。

2017年，邢益就“子承父业”，
他打算以“阅览室加咖啡厅”的形
式，在海口办一个书吧。

邢益就在海口市海甸岛租下了
一处1600平方米待转让的棋牌室，
搬走麻将桌，摆上书桌和56个书
柜，所有的书柜装满可以容纳一万
五千册图书。

“原先棋牌室所有桌、椅都不
要了，我重新购买了书架、书桌。”
邢益就说，这个寓意就是让牌桌上
的都市人，远离牌桌，重新回归到
阅读中来。

邢益就将书吧命名为玛哈嘎
拉，书吧中的图书来自社会各界人
士，只要家中有不需要的图书，可以

拿到书吧里寄存，书吧负责登记造
册保管，如果寄存人需要这些曾寄
存的图书，随时可以取回。

不到两个月，邢益就发动了27
个朋友筹集了四千余册图书，涉及
法律、文学、哲学、艺术、幼儿读物等
领域。

2017年9月，玛哈嘎拉共享书
吧开张了。按照邢益就的计划，任
何人无论在书吧里消费与否，在书
吧里看书是免费的，如果将书借出，
需要办理借书证，借阅的书籍有一
个月的免费期，超过一个月，就要收

取一定的借书费。邢益就说，一个
月后收取费用，目的并不是为了盈
利，而是为了避免借出去的书本躺
在借书人家中，而失去图书流动的
功能。

书吧开张几个月来，共有近百
名读者在书吧里借阅了图书，让邢
益就欣慰的是，目前还没有发现逾
期未还的现象。

“这个数量不是很多，相信以后
会慢慢多起来，让图书流动起来，让
更多的人共享图书，是我做书吧的
初衷。”邢益就说。

目前，在海口，像玛哈嘎拉书吧
这样的模式越来越多，它们承载着
社区图书室和咖啡厅综合功能，位
于世贸的浮生半日书吧、位于国贸
的西弗弗书吧、位于海甸岛的梦田
书屋等等，都成了名副其实的社区
书屋。社区书屋更好地跟商业结
合，也许是它能走得更远的最便捷
的一条路。

近年来，海南公共图书馆不断增多，但对许多读者来说，他们更希望能在离家更
近的地方阅读，因而，社区书屋在很多小区孕育而生，可读书，可购书，可交流，书屋犹
如一股清流，深受家长和孩子们的欢迎。

海南社区书屋走进居民生活

书香进社区 阅读零距离
■ 本报记者 于伟慧 徐晗溪

陵水非你不可书局

市民和学生在琼海共享书房看书。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万宁凤凰九里书屋

琼中盒子书房

三亚海上书房

8月16日，正值暑假，
在海口世贸诚田广场小区的
浮生半日书吧内，40多个座位
几乎被坐满，孩子们在儿童区翻
看着各种儿童读本，陪同的家长
们则在成人区阅读着自己喜欢
的书籍。据该店负责人介绍，当
初在诚田广场设立这个书吧时，
考虑到附近社区的人流，把书吧
定位为社区阅览室和咖啡吧的
一个综合体，经过一年多的运
营，书吧既产生了商业价值，又
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

在海南，社区书屋发展已渐
成气候，海口的海图社区书屋系
列、浮生半日书吧、玛哈嘎拉书
吧、西弗弗书吧、三亚的今日 X
书屋、三亚海上书房、琼海木舍耕
读共享书房、万宁凤凰九里书屋、
陵水非你不可书局，以及琼中的
盒子书房等，不仅是孩子们的第
二课堂，同时也是成人“充电”的
好地方。

社区书屋走进居民生活

海口秀英区御景湾小区一家
社区书屋，目前已经开业四年，
每逢假日，来看书读报的人络绎
不绝。琳琅满目的新书不仅可
以随意阅读还能免费外借。这
是海南省图书馆和光大银行联
手创办的海口市第8家海图社区
书屋。

从2014年 5月起，海南省图
书馆与企业联手，相继在海口、
三亚等地推出社区书屋，4年之
后，回顾海图社区书屋的发展，
省图书馆负责人直言，与企业合
作是省图书馆建设社区书屋最
成功的经验。

社区书屋对推动全民阅读的
意义不言而喻，能让社区居民就
近读书学习。可是这件“有文化
温度的事情”，在与光大银行合作
之前，或因场地、或因管理原因，
均得不到有效发展。

书源不是问题，但很少有物
业公司愿意提供人力、场地资
源去建社区书屋，当初省图书
馆也只争取到海口龙歧社区、

琼中公务员小区等少数几家物
业公司的支持。而在社区银行
里建书屋，很多问题迎刃而解。

崭新的图书、漂亮的书架、开
放敞亮的阅读环境，较之传统图
书馆，这里更便捷、服务更周到；
较之其他银行，这里则更像是书
香萦绕的新型图书馆。据了解，
省图书馆为每家社区书屋配图书
1500册，图书主要以新书、畅销
图书为主，图书种类包括少儿读
物、绘本图书、社会科学、文学和
自然科学等，凭光大银行卡或省

图书馆借阅证即可免费借书。
对于参与共建社区书屋的

企业而言，虽然提供免费图书借
阅服务并不盈利，却能藉此树立
企业形象，赢得更多的潜在客
户。据了解，企业在建立社区书
屋时，一般会寻求公共图书馆、
出版社、大型书店等有书源的单
位合作。如中信银行与中信出
版社联合推出云舒馆，万宁凤凰
九里书屋是由海南华润石梅湾
旅游开发公司与海南凤凰新华
公司联合开设。

“社区书屋应成为海
南旅游地产的标配。我们

在建售楼营销中心的时候，
就按书屋的形式建造，等销售
中心撤掉，自然而然就变成图书
阅览室了。”文昌鲁能集团的工
作人员穆海迪说。在她看来，建
立社区书屋是一种趋势。

私人书屋免费开放

在海口耀江花园小区，张
璐建立了一个私人书屋，供小
区的住户主要是孩子们享用。

私人书屋是公共图书馆、社
区书屋的补充，往往能够提供更
特色化的阅读服务。“我给女儿
买了很多精装绘本，有些邻居知
道后，就会找我借书，后来我想
不如建个阅览室把书分享出
去。”

这间书屋坐落于小区单元
楼，房子是张璐租的，普通的三室
一厅，她平时会在里面做些糕点，
客厅利用率不高，就改成了图书
室，藏书约有千余册。这里成了
小区孩子们的精神乐园，常常有
妈妈们带着孩子来看书。

从场地到书源，全由张璐一
力承担，所以书屋只提供阅览服
务。“我从小就喜欢读书，也喜欢
跟人分享。”提到建立书屋的初
心，张璐笑称“没有想太多，只是
做了一件自己喜欢的事”。

“建书屋最难的是场地。”三
亚市民富荣校也想建私人书屋，
可他不像张璐那样恰好有个安
静的客厅，所以，即便有出版社
愿意友情赞助图书，他也找不到
合适的地方存放。“我想在海南
贫困市县建书屋，这个书屋兼有
画室功能，可以满足小区读者的
精神文化需求，所以位置不能太
偏，不能离老百姓的生活区太
远。”

“我希望添置绘本的时候，
书店能够有个优惠折扣。”张璐
希望能给读者尽可能多的选择，
却常常苦于个人力量的杯水车
薪。对这些私人书屋的主人而
言，他们希望能寻求更多的社会
帮助。

共享书吧，让图书流动起来

■ 刘少华

最近有媒体关注到“白鹿原”文旅
产业的尴尬现状。随着电视剧《白鹿
原》的热播，滚烫的资本涌入这个仅200
多平方公里的地方，至少六个以“白鹿
原”为主题的特色文化旅游项目拔地而
起。然而，这些民俗村除了陕西小吃，
几乎没有卖点。连排成片的仿古建筑
群因为太相似，如今只剩了荒草丛生。

在激烈的竞争之后，这些项目有的只能
勉强维持，有的则已关门大吉。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精
神生活的需求更加旺盛，消费升级和政
策红利引领下的文旅产业，正在成为

“市场需求的宠儿、经济发展的骄子、资
本追逐的对象”。然而，一些地方文旅
产业的“滑铁卢”也告诉我们，文旅产业
虽然是一片蓝海，但蓝海里也出现一窝
蜂涌入现象。有的项目既无质量也无

创意，既不关心文化也不热爱旅游，一
心想着把“风口”变现，结果就发现今天
的游客不那么好忽悠了。

耐人寻味的是，一些地方大投入的
文旅项目，有时候甚至不如老乡自娱自
乐的景区活得久。那些原生态乡村旅
游景区看起来土俗，却能找到适配的目
标受众，关键就在于结合当地文化习
俗，成功挖掘出了富有特色的东西。这
也提醒人们，在不惜重金投入文旅项目

的时候，首先要深究，这个文化项目的
“魂”是什么？如专家所言，一个文化项
目的核心，绝不仅是地理的象征，“还是
生于斯长于斯的血肉和灵魂，其中的文
化精髓应是当地生命活动中形成的传
统、风俗、生存方式、思想观念等。”

这些年，我国居民消费已经步入
快速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文化旅游
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人们去一些文化
景点，往往是被与之相关的文化内涵

所吸引，这当然蕴藏着商机，却不应被
滥用。在对待文化旅游的问题上，最
需提防的是心急。很多长盛不衰、风
靡世界的文化旅游项目，背后往往有
对文化品牌的敬畏，同时还有对服务
细节的追求。有心人将文化和旅游比
作“诗和远方”，要真正到达那么诗意
的境界，我们还需要日复一日的深耕，
才能对得起见识和品位不断提升的消
费者。 （据《人民日报》）

《十二个明天》出版
刘慈欣新作面世

在《三体》之后沉寂多年的刘慈欣，终于再
度启程，为科幻小说集《十二个明天》创作了全
新短篇《黄金原野》，故事描绘了一段发生在
2043年的星际之旅。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认
为，这篇作品是刘慈欣在写作风格上的一次突
破，读者将再一次从苍茫宇宙之中，回味人类整
体的命运。

《十二个明天》当中，其他作者的实力也不容
小觑。这本书中汇聚了13位星云奖、雨果奖、轨
迹奖得主，更有5位是雨果、星云“双料”得主。中
外高手齐聚一堂，自然免不了“一较高下”的意
味。而对于广大读者来说，这将是今年科幻阅读
的一场盛宴。一本十七万字的小说集，汇聚了十
二种不同写作风格。从“新浪潮”到“新太空歌
剧”，再到“生物朋克”和美式绘本小说，这本书都
将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满足。

这本书最初诞生于《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的专栏“十二个明天”。每一期都会邀请科幻
作家，围绕当今新兴技术进行创作。本书的编
辑韦德·劳什是一位浸润科技界30余年的资
深科技记者。他强调，这本书首先是一本“硬”
科幻小说。对科幻写作有了解的读者应该知
道，这个“硬”不是“生硬”，而是对书中科幻因
素有着详尽而科学的描述。但劳什的要求则
更进一步，小说的设定要严格基于当下已有的
科学技术。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在本书的序
言中写道：“这本书让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是什
么让当下与过往的时代变得不同，我们会走向
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在此变化中我们会受到何
种影响。” （凤凰网）

《芳华》成2018年度
海外馆藏最广的中文图书

日前，第8届“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
告”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发布。

报告揭晓了2018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
力英文图书TOP10出版社、2018中国图书海
外馆藏影响力中文图书TOP10、2018中国图
书海外馆藏影响力出版百强三个榜单。

报告显示，2018年共有24757种中文图书
进入海外图书馆收藏系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的《芳华》成为2018年度海外馆藏最广的中
文图书。其次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人民的名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吃瓜时
代的儿女们》排名第三。

据悉，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报告新增了
2017年新出版（含再版）的英文图书的品种监
测与分析。监测显示，2018年共有130家出版
机构的871种英文书被收藏。其中五洲传播出
版社以年度86种入藏作品排名第一；科学出版
社以年度80种排名第二；高等教育出版社以年
度63种排名第三。有关当代中国政治、法律、
文学类等内容，成为海外图书市场和图书馆的
关注热点。

报告还显示，近年，中国地方历史文献受海
外图书馆系统的高度关注。从出版品种的海外
馆藏量看，中国当代文学图书的世界影响力远
超历史类图书，成为展现中国当代社会发展面
貌的一个重要窗口。 （新华社）

《南京大屠杀史》
英文版问世
“在英语世界中缺乏一本系统全面的研究南

京大屠杀通史的学术著作。我们撰写此书，便
是为了更好地向西方读者系统讲述南京沦陷日
军暴行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在8月23日上
午的第二十五届北京图书博览会上，南京大学
出版社（以下简称南大出版社）发布《南京大屠
杀史》英文版新书时，作者代表张连红教授如此
表示道。

据南大出版社社长金鑫荣介绍，《南京大屠
杀史》多语种版本的推出既是一份史学研究者
与出版人的责任与使命，更是一种尊重历史的
态度与良知。该书作为一本专业的史学研究著
作，得以以英语这一传播范围最广的语言，由全
球领先的出版商圣智集团盖尔公司在全球出版
发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张连红谈到，2015年10月10日，南京大屠
杀档案正式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从而成为人类
共同记忆的组成部分，成为世界人民共同反思
的重要遗产。张纯如女士的《南京暴行：被遗
忘的大屠杀》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世界许多爱
好和平人士的高度关注。之后，英语世界出版
了很多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专题著作，西方一些
知名导演和作家也在不断推出南京大屠杀的
影视和小说等文艺作品，但遗憾的是在英语世
界中缺乏一本系统全面的研究南京大屠杀通
史的学术著作。由南大出版社和盖尔公司合
作推出的英文版《南京大屠杀史》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法制晚报）

诗和远方要多花些心思去抵达评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