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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铁上的读书人

本报记者尹平平

“请问，可以加你的微信吗？”朱利伟像一个创
业微商那样，小心翼翼地问地铁上站在自己面前
的陌生男子。

男子从手中的书里抬起头，莫名其妙。
“是这样的！”朱利伟赶紧解释，“我刚才拍下

了你在读书的照片，我可以发给你吗？”朱利伟边
说边拿出手机给男子展示她刚才捕捉下的画面。
紧接着，她左右滑动屏幕给男子看自己的手机相
册。“你看，我经常注意在地铁上读书的人，把他们
读书的场景拍下来。这是我拍到的在地铁上读书
的人们。”

男子合上手中的《中国古代农耕史略》，很感
兴趣地看朱利伟的相册。“这么多呢。”他讶异又惊
喜。

“是呀，这么多，大都是在我们所乘坐的这趟
列车线路拍的，你也是这其中美好的一员呀。”朱
利伟回答说。

朱利伟是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也是一位爱
书人。一年多以前，习惯了上下班时间在地铁上看
书的朱利伟，开始留心其他在地铁上看书的人，并
用手机把这些地铁里的阅读瞬间拍下来。不知不
觉，这个名为《北京地铁上的读书人》的相册已经有
了近 800 张照片。在她的镜头里，上下班高峰时拥
挤的地铁，俨然成了一座流动的地下公共图书馆。

“他手里的那本书，就像正在发着光”

去年过完年，朱利伟乘地铁上班时，无意间发
现身边一个男青年在读《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
她知道这是一本关于人生哲学的有趣的名著，但
自己并没有看过，“我很想问他：‘好看吗？’可是我
不好意思，就只是把他读那本书的场景拍了下
来。”从此以后，朱利伟开始逐渐留心那些在地铁
上读书的人，并随手把他们读书的画面用手机镜
头记录下来。

起初，这些随手拍只是纯粹出于好奇的无心
之举。直到一个隆冬的早高峰，身着臃肿的黑白灰
羽绒服的上班族们把地铁塞得难以喘息，朱利伟
却发现，车厢中有个人在读一本经济学论著，并且
边读边用笔写写画画。

“他所拿的那本书，在黯淡的地铁车厢里，就
像正在发着光，吸引着我。让我注意到：哦！有人在
看书！”朱利伟决定把这一束束光采集起来。此后
只要看到有人在地铁上读书，她就用手机拍下来，
哪怕为此要坐过站，她也要记录下这一个个平凡
又动人的阅读画面。

乘客在地铁上读书的画面，在很多人印象中，
仿佛只存在于国外。不少人对国内地铁乘客的印
象，基本上是一律都在玩手机。哪有人读书？尤其
是上下班高峰时的地铁，大家挤得都快悬空了，哪
有空间给人读书？在这样逼仄的环境里，又有谁能
静下心来读书？

朱利伟以前也是这样想的。可是当她开始留
心地铁上的读者之后，发现竟然几乎每天都能看
到有人在乘地铁时读书，几乎每节车厢都有读书
人。虽然和低头玩手机的绝大多数乘客相比，在地
铁上读书的人确实是少数，但却不乏有人在拥挤
的车厢里边读书边用笔写写画画，或者在候车排
队时翻开一本书，甚至在换乘的扶梯上仍然手不
释卷。

朱利伟把自己拍到的地铁阅读场景，陆续上
传到豆瓣网，建了一个名为《北京地铁上的读书
人》的相册。很快，这个相册被爱好文艺的网友们
发现，转发收藏了四五千次，并每天“追更”，以此
督促自己勤读书。

有网友问她“是不是坐地铁上下班的时间特

别长，才看到这么多”，其实朱利伟每天通勤在地
铁上包括换乘的时间只有半小时而已。而这有限
的半小时，足够她邂逅一位位地铁读者。

也有网友感叹：“难道你坐的是‘地铁阅读专
列’吗？怎么我从没见到过有人在地铁上看书！”她
笑答：“有时候，一旦你开始注意什么现象时，就会
发现身边有好多，不是吗？比如孕妇总能在街上看
到孕妇。新妈妈会觉得电视里铺天盖地全是奶粉
尿不湿的广告，怎么以前都没意识到？发现地铁上
的读书人，也是这样。”

不少外地的网友赞叹：“北京真是一座有文化
的城市！我们这里就很浮躁，没有人在地铁上读
书。”不用朱利伟出马，当地的网友自会反驳哪天
几点在几号线上看到有人在读书。有朱利伟认识
的朋友或不认识的网友，也开始学她，拍摄自己所
在城市地铁上的读书人，分享到朋友圈或者传到
网上。

“你以为坐地铁时没有人在看书，你以为大家
都很浮躁地在看手机。也许只是因为，很多时候，
你自己在低头看手机。你没有从自己的手机里抬
起头来，所以你没有看到他们，就以为他们不存
在。”朱利伟说。

在地铁上读书的是什么人？

在地铁上读的都是什么书？
在地铁上读的书，能是什么书？大概是无聊的

书吧；在地铁上读书的，能是什么人？大概是无聊
的人吧。

朱利伟坦陈，在拍地铁上的读书人之前，她对
地铁阅读的想象仅限于此：无聊才读书。

事实却并非如此。
翻看《北京地铁上的读书人》这个相册，除了一

本本书，你能看到的关于读者的信息相当有限，无
非是他们纤细的双手、花白的头发、凸出的肚腩、挂
满胡茬沧桑的嘴角，背的包、戴的表、脖颈处的项链
或红领巾、腋下夹的保温杯、手中塑料袋里拎的馒
头、打着中国结的精美书签、破洞的牛仔裤……

为了保护隐私，朱利伟为地铁上的读者拍照
时，都会刻意避免正脸。很多时候，照片只是局部
特写而已。但是仅凭这些，也足以告诉我们，在地
铁上读书的人覆盖了各个年龄段、性别、职业和生
活趣味。

大家的阅读品味也多种多样：当然有你想象
中的《盗墓笔记》《明朝那些事儿》等通俗读物，也
有四大名著、《资治通鉴》和《悲惨世界》《百年孤
独》等中外经典，甚至不乏《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
序的重建》《叫魂》这些让你惊叹怎么能在地铁这
样拥挤嘈杂的环境中读得下去的严肃学术著作，
还有《西夏瓷》《木卡姆》《中国古代农耕史略》等专
业小众或者已经绝版的书。

不是她拍到的每本书都能看清封面，但是朱
利伟总试图通过书中的文字、或者页眉页脚等蛛
丝马迹搞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书能被带上拥挤的
地铁争分夺秒地阅读。她根据拍到的照片，整理出
了一份“地铁书单”，并认真地告诫自己：“这份书
单教育了我：不要想当然，不要看低任何人，永远
对未知事物心存敬畏。”

人们总是难免在不经意间，仅凭衣着去打量
那个在地铁上站或坐在你对面的陌生人，朱利伟
此前也是如此。可她发现，自己的想象，常在看到
对方在读什么书之后被“打脸”：

这位背着名牌皮包，烈焰红唇，美甲做得很精
致的女士，可能是个爱花很多时间打扮自己而精
神生活有点空虚的人吧？——— 她却从皮包里拿出
了《战争与和平》开始读；

那位似乎已经超过 50 岁、头发稀疏、大腹便
便还戴着手串的男士，应该是非常典型的“已经自

我放弃的中年油腻大叔”了。凑近发现，他聚精会
神地正在读名为《成本会计》的专业用书；

站在隔离门边候车的大妈，看上去很像是刚
退休喜欢扯着一条纱巾在公园里盛开的桃花树下
摆 pose 的老姐姐。她低着头嘴里念念有词地在看
什么？原来是在看一本日语单词书；

随着朱利伟拍摄到的地铁上读书人数量逐渐
增加，她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以貌取人”是多么
荒唐的一件事。

“读这些书，也算读书吗？”

也许无须特别留心，你就会发现，在地铁上
经常能看到上班族在看和职业提升相关的各种
资格考试辅导书。这也是朱利伟在地铁上经常见
到的。从注册会计师到注册岩土工程师，从公务
员考试、司法考试到日语能力测试，她甚至可以
根据大家在看的备考书来判断最近又到了哪个
考试季。

“读这些书，也算读书吗？”朱利伟也曾犹豫，
要不要把这些被动硬性的书也纳入“地铁书单”。
“有人觉得拍这类备考读书人意义不大，我以前
也这么想。但换一种思路，他们也是追求变得更
好的努力向上的人呀。”一位自嘲是“一只公考
狗”的网友这样回复朱利伟，帮她坚定自己的想
法。“只有努力备考了，才能有更好的工作。当有
了更好的工作，才能有心思、有时间看自己喜爱
的书。”

朱利伟告诉记者，偶尔还会看到一些看上去
像是已经工作很久的上班族，下班时挤在地铁里
一脸疲惫却在看考研的辅导书。这难免会让她想
象对方正在经历什么。在朱利伟地铁通勤的路上，
经常能看到一个有点极客装扮的男青年，拎着折
叠小板凳，上车就挤到较少人聚集的车厢连接处，
撑开板凳坐下看关于深度学习方面的专业书。她
已经眼瞅着他读了好几本。

更常见的，是一位被朱利伟称为“女神”的姑
娘。这个长发飘飘的姑娘几乎每天早晨都在同一
个换乘站站台上的同一个座位，坐着读十几分钟
书。前后连续 9 个月，朱利伟看着她读了 20 多本
历史方面的书。上班高峰时间，对于多数人来说每
一秒都很金贵啊！她怎么会安安静静地坐在这里
读书呢？无数次，朱利伟都想上前跟她搭话，但却
始终欲言又止，怕打扰到那么专注的她。

朱利伟告诉记者，虽然自己也有阅读习惯，但
是随着工作越来越忙，也常难以静下心来看书。
“我的朋友圈以前发的都是自己在看什么书，现在
发的都是别人在看什么书。”她不好意思地笑着
说，地铁上的读书人、尤其是那些常见的“熟脸”总
是提醒着她：在循规蹈矩的上下班日常中，别忘了
用读书给自己营造一个精神上的平行世界。

“全民阅读”的概念，已多次被写进政府工作
报告。政府有关部门、出版社、媒体、各类教育机构
近年来总是想方设法推广阅读，甚至还出现了一
批专门的“阅读推广人”。但是在朱利伟看来，“不
是非要讲究阅读的方法、技巧，不是只有教给大家
如何选书，才叫阅读推广。”她认为，读书这个行为
本身，就是在推广阅读。在地铁上读书的每一个
人，他们用自己的阅读行为影响着周边的人，他们
就是阅读推广人。这一个个在地铁上读书的人，就
像一粒粒种子，他们在向人们传播着一种信息：读
书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又快到一年一度的“4·23 世界读书日”了。作
为一名出版工作者，朱利伟虽然也忙于配合各种
大张旗鼓推广阅读的活动，但是心里却很清楚：
“其实，对于真正喜爱阅读的人来说，任何一天都
是读书日，任何地点都可以是读书角。”

（本版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 2018 年 6 月 19 日。直到后来我才
发现这是我以后会再遇到三次的姑娘，判
断依据是发质发型、身量、坐姿。仍然是同
一时间同一地点。她读的是斯蒂芬·茨威格
的传记名作《人类群星闪耀时》。

▲ 2018 年 6 月 6 日。满脑子都在想
别的，没心思想拍照的事。可是他就站在我
面前啊，就好像被安排好了。《时运变迁：世
界货币、美元地位与人民币的未来》。

▲ 2018 年 5 月 21 日。等车的红领
巾。

▲ 2018 年 9 月 25 日。临下车前所
见。若要减轻焦虑虚无，充满真实感的当下
是和平和宁静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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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5 月 28 日。当我找出各种
理由不读书的时候，他在地铁上拿着放大
镜逐字逐行阅读。我也不懂为什么同一天
会遇到这么多读书的人，只想说：我爱北京
地铁 5 号线。

▲ 2018 年 11 月 21 日。很好看的女
生，在读《普京传》。她看着看着，从包里掏
出便签和笔来，开始记笔记，记完随手把便
签贴到了书的封面上。

▲ 2018 年 7 月 31 日。他看书太认
真，到这一站疑心坐错，从车厢走出来看地
铁线路图，看完后又走进车厢。他看的是

《从查理大帝到欧元：欧洲的统一梦》。

▲ 2018 年 11 月 25 日。竟然有人在
周末地铁上读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也
对，有限的时间要用来读经典呀。

●链接
日前发布的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

查结果显示，2018 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
质图书阅读量为 4 . 67 本、电子书阅读量为
3 . 32 本，手机和互联网成为国民每天接触
媒介的主体，纸质书报刊的阅读时长均有
所减少。

2018 年我国成年国民包括书报刊和
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
80 . 8% ，保持增长势头，各类数字化阅读方
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
阅读、Pad 阅读等)的接触率持续增长。

从对不同媒介接触时长来看，成年国
民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间最长，为 84 . 87
分钟，互联网接触时长为 65 . 12 分钟，电子
阅读器阅读时长为 10 . 70 分钟，均有所增
长。

▲ 2018 年 11 月 26 日。下车所见。下次再见，真想上前问问他：是你吗？是之前遇到过两次的你吗？每次
都在下车的瞬间遇见，从来不知道他读的是什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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