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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南昌 4 月 22 日电（记者贾钊、张
璇、刘智强）在中国革命摇篮江西省井冈山，
有一家书店叫“红色书店”。不时有购书者在
结账后主动询问，并要求加盖店里特制的“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纪念印章。拿到盖好印章
的书，即使口罩掩面，也能从他们的眉眼间透
露出喜悦。
　　印章上的这句话出自毛泽东撰写的一篇
文章，是家喻户晓的红色典故。不少本地读者
和中外游客慕名前来，不仅仅是想盖上一枚
纪念印章，更重要是想体验一下这家书店独
特的红色文化氛围。
　　走进书店，最引人瞩目的装饰是书店天
花板上镶嵌的五角星灯。书店整体装饰还融
入了红军草帽吊灯、红军怀旧背包、红军老照
片等众多井冈山元素，曾多次入围“最美书
店”等排行榜。

　　据书店工作人员介绍，书店重点展出
了聚焦井冈山时期革命历史的近万种红色
书籍和党史音像资料，还有设计独特的明
信片和文具等红色文创衍生产品。
　　书店经理潘敏说，因疫情防控形势的
改善和建党 100 周年的到来，今年书店的
人流量大幅上涨，其中游客占比约七成。
　　“虽然年初是井冈山旅游的淡季，但今
年前四个月销售额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79.5%。”潘敏说，销量最好的书籍几乎都
与红色阅读相关，包括《毛泽东文集》《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史》《井冈山斗争口述史》《跨
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信仰的力量》等。
　　从井冈山驱车向西 900 多公里，毗邻
遵义会议会址也有一家融入地方特色的红
色文化主题书店——— 遵义新华书店 1935
分店。今年，这里的店员同样感受到了不同

以往的红色阅读热潮。
　　 1935 年对遵义来说意义非凡。当年
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
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坚持
走独立自主道路的开始。
　　遵义新华书店 1935 分店负责人詹慧
晶说，今年以来，到店里阅读红色书籍的人
越来越多，大家购买红色书籍的积极性也
比往年更强，一季度相关品类销量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30%。
　　“很多读者还专程来店里咨询何时能
买到即将出版的重头书籍《中国共产党的
100 年》。”詹慧晶注意到，关注这本党史书
的不仅有机关单位，还有不少退伍老兵、党
员和普通群众，都是主动来咨询预订购买。
　　为了迎接建党百年，店里给主打的红
色书籍包装做了一些设计，比如配上红色

绸带、蝴蝶结，摆出数字 100 造型，与店面
的整体装饰相得益彰。
　　此外，书店内还设置了包含大量红色
历史题材儿童读物的专区。周末的时候，不
少家长会带着孩子到店里阅读和购买，附
近学校也组织学生来感受红色阅读的氛
围，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除了专门的红色主题书店，还有不少书
店开设红色阅读专区。位于遵义的钟书阁书
店是颇受关注的“网红打卡地”，店里不仅使
用一些印着红军形象的壁纸烘托红色氛
围，还设置了专门的红色阅读区域。店长李
林说，今年以来红色书籍的销量大幅提升。
　　 3 月底在北京发布的《2021 图书市
场预测与展望》报告指出，2021 年建党
100 周年之际，党史党建等主题出版热度
将持续上升，团购渠道或将继续迎来高峰。

红色阅读升温，红色书店受追捧
　　 199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
每年的 4 月 23 日定为“世界读 书
日”，提出“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
一个人都能读到书”，让读书成为每
个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21 年，当第 26 个“世界读书日”来
临之际，“书香中国”建设已如火如荼
地开展，开花结果，中华大地充溢着
书香。

  加强顶层设计 保障群

众“有书读”

　　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
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
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总书记对建
设书香社会寄予厚望。2019 年 8 月
21 日，总书记在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
司考察时指出，要提倡多读书，建设
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
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
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
　　 2014 年以来，“全民阅读”连续 8
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
确提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
香中国’”。
　　 2020 年 10 月，中宣部印发了

《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
部署了进一步推动全民阅读工作的
重点任务、保障措施，提出到 2025
年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推
广服务体系的总体目标。目前，《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保 障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等法律，对支持
和促进全民阅读作出了规定，全国已有 15 个省区市
及地级市通过颁布了地方性阅读法规。全民阅读工
作形成了党委、政府部门引导，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
格局。

丰富内容供给 支撑群众“读好书”

　　今年的“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红色经典 献礼
百年”活动在北京图书大厦启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等总书记著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问答》等学习读物以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精品出版物吸引了读者阅读、购买。
在举国上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喜庆日子
里，丰富的出版物精品为读者带去了精神食粮，更使广
大读者重温奋斗历程，激发奋进力量。
　　近年来，出版行业持续加强优质阅读内容供给。中宣
部组织实施了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优秀通俗理论读物
出版工程、优秀原创文学出版工程、优秀青少年读物出版
工程、优秀科普读物出版工程等重点主题出版物、重大出
版工程、原创精品出版工作，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著作的学习阅读，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国梦读物的学习阅读，推广优秀出版物的阅读。
　　“中国好书”“数字出版精品遴选计划”“有声读物精
品工程”等推荐活动，向社会推荐了一大批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的精品出版物，在引导人民群众提升阅读兴
趣、养成阅读习惯、提高阅读能力的同时，使更多的人爱
上读书，读有所得，读有所乐。

开展阅读活动 引导群众“爱读书”

　　静心阅读、聆听讲座、沙龙对谈、网上打卡……今年
“世界读书日”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活动把读者带入
了“书的海洋”。
　　“十三五”以来，各地各部门精心组织策划主题鲜
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积极举办读书
月、读书周、阅读日，打造了一批各具特色、富有新意的
阅读活动品牌。“北京阅读季”“书香中国·上海周”“书香
荆楚·文化湖北”“南国书香节”“书香八闽”“三秦书月”

“深圳读书月”等书香品牌不断培育和巩固，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读者积极参与。
　　统计显示，目前全国所有省区市都有省级阅读活动
品牌，80% 以上的县（区）有品牌活动。特别是每年“世界
读书日”期间，各地各部门积极开展系列重点活动，大力
引导全社会关注、参与、推动阅读，扩大了全民阅读群众
的参与度、辐射面和影响力。
　　而依托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全民阅读工作
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进网络、进军营、进农
村，由城市向农村，由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城市、偏远
山区扩展延伸，惠及基层群众范围日益扩大。亲子阅
读、家庭阅读、校园阅读、社区阅读、农村阅读、公共交
通阅读、公共媒体阅读及特殊群体阅读等活动广泛开
展，书香氛围日益浓厚，全民阅读已蔚然成风。 
            新华社北京 4 月 2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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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文学所见，展
现一个民族最深沉的
呼吸，承载和传达一个
时代最本质的情绪、最
生动的气象；因文学未
见，而求索、突破、寻找
新的表达……”
　　由中国作家协会和
法国驻华使馆共同主
办，第五届中法文学论
坛日前在京以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举行，一
场关于“文学的所见和
未见”的对话在中法作
家之间展开。
　　“‘文学的所见和未
见’是一个富于哲学意
味的开放性的话题，指
向多种可能性。”中国作
家苏童以法国作家马库
斯·马尔特的小说《男
孩》举例说，这是一部

“冒犯传统”的作品，小
说用最简洁的句子营造
了最庞杂的结构，不停
地将故事爆破，感觉作
者在一片废墟上探索小
说的边界，这需要勇气
和热情。
　　苏童认为，作家要
向传统致敬，但致敬并
不一定是虔诚的文学
姿态，某种意义上，文
学需要与传统决裂，需
要拓展和发现。作家对
于外部世界的描述永
远不确定，呈现一种开
放的状态。
　　“我的想法是正好
相反。”在回应苏童关
于小说《男孩》的见解

时，作家马库斯·马尔特说，自己在创作时希
望寻找一座桥，能连接传统，事实上小说中
有很多对于福楼拜等经典法国作家的隐喻。
　　“文学已经‘看见’或发现了很多东西，书
写了很多故事。只不过每个作家对于事物都
有自己的看法，以自己的创作方式尝试为文
学这个‘神坛’添砖加瓦。”马库斯·马尔特说。
　　“这就是文学的魅力，不同的读者有不
同的解释，文学没有固定的答案和声音。”中
国作家梁鸿说。我们总在试图寻找某种规律
或一种解释，但文学总是告诉我们还有另一
种解释或很多种解释，这是文学试图通达未
见之光辉，也是每个作家为之努力的方向。
　　在中国作家徐则臣看来，对文学来说，
恰恰是由于众多的误读，才导致一个作品
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大。
　　“所有误读的根源就在于未见的那部
分——— 不同作家所处的不同语境或文化源
头。故事等外在的东西固然重要，但能把不
同作家最终区别开来的，最为根本的是文化
背景的差异性，差异性使交流有了必要和可
能。”徐则臣说，我们知道所见之外一定有未
见；同时，我们在呈现未见时，内心中又都在
保护它，我们要确保差异性，确保我是我，而
你是你，这样，我们才能共存。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表示，所有的文学创
造都来自对人类和世界的窥测和探索，参与
着人类文明的丰富和发展。这个世界所发生
的一切都是创作的营养，而所有的一切都无
法限制心灵的自由和想象力的高度。“以文
学所见，展现一个民族最深沉的呼吸，承载
和传达一个时代最本质的情绪、最生动的气
象；因文学未见，而求索、突破、寻找新的表
达——— 或许是每一位真诚的写作者周而复
始的期待和使命。”她说。
　　中法文学论坛自 2009 年创办起已成功
在北京、巴黎举办过四届。论坛成为两国文
学交往的重要平台和渠道，为双方作家创造
了面对面研讨对话的机会，加深了对彼此文
学世界的理解，也为两国民众打开了通过作
家作品窥见对方历史文化、民族性格、世态
人情的一扇窗。   （记者王思北）
       新华社北京 4 月 2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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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2 日，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图书馆的阅读区，视力障碍学生们在用手阅读。
  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在校园内启动“盲童读书月”活动，通
过增加听书课、开辟楼层读书角、增加学校自制盲人新书等多项读书活动，鼓励和支持
在校视力障碍学生加强课外书籍阅读。         新华社记者刘潺摄

读书点亮梦想之光

  4 月 21 日，市民在河北省邢台市襄都区一家夜间开
放的城市书房阅读书籍。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人们以多种方式阅读图
书、品味书香。      新华社发（张驰摄）

全民阅读书香浓

　　新华社巴黎 4 月 21 日电（记者高静）
法国北部城市里尔一条安静的小街上，坐
落着一家名为“书舟”的小书店。店面不大，
具有工业风的简约外观。青灰色墙面上用
孩童般稚嫩的笔触画着一条大船，烟囱冒
着长篇累牍的文字。船上乘客人手一本书，
唯一一位没有拿书的，叉腰站在船舱门前，
迎来送往。这位亲切又滑稽的“船长”就是
书店的主人——— 冈萨格·斯蒂吉斯特。
　　记者日前再次走进这叶“书舟”。2020
年 10 月，全法二度“封城”的时候，我们采
访过斯蒂吉斯特。当时，书店因为“封城”关
门，他脸上的“难色”让人至今记忆犹新。
　　“书店兼具文化和商业的双重身份，书
店关门就好像割裂了我们与文化的桥
梁……有读者打电话来问能不能下单后上
门自提，这些忠实的顾客是我们存在下去
的力量，如果‘封城’不超过两个月，我的店
还能勉强开下去，否则……”他当时的落寞

神情让人揪心。
　　如今再见，他像换了一个人，忙前忙后
清点书目、招呼新老顾客、打不完的招呼、
开不完的玩笑……没时间擦一擦额头渗出
的汗珠。虽然法国目前处于新一轮“封城”
状态，但管控措施较之前有很大改变，书
店、音像店获准开放。
　　“2020 年营业额很不错，甚至是我接
手这个书店 15 年来最好的一年。”说这话
的时候，斯蒂吉斯特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尽管书店关了 3 个月，但一切多亏了门
店自提服务以及文化部提供的优惠政策。
现在书店重新开门了，很多顾客习惯了网
上下单，继续保持这种购物方式，他们上门
取货的时候会来和我聊聊天、叙叙旧，像看
望朋友一样。”
　　当被问及去年卖得最好的书时，他说：

“过去这一年，各个门类的图书卖得都不
错，疫情类图书也受到关注，小说类尤其

好，但‘爆款’是连环画类，我想，是因为去
年一年太过沉重，大家都想轻松一下吧。”
　　“现在很忙，我想像我一样的独立书商
状况应该都差不多。顾客每次来都会买不少
书，一次性消费 100 欧元、150 欧元是常事，
这在过去是比较罕见的，除非圣诞节前。”
　　“去年最艰难的时刻，我得到了很多帮
助——— 顾客的暖心电话、网上源源不断的
订单……书店重开的第一天，老顾客们就
来看我了。这让我意识到我有多么重要，也
唤醒了我儿时关于书店的印象和记忆，这
也正是我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如今我又
一次认识到这份工作的意义。”
　　“疫情让我们慢下来，退一步去思考很
多事情。它让我重新认识到这份工作的与
众不同之处，书店是一个特别之处，一个自
由王国。逛书店就像去海边或森林散步，虽
然不是非去不可，但深吸一口氧气，何乐而
不为？” （参与记者：塞巴斯蒂安·库尔吉）

法国里尔的一叶“书舟”

本报评论员王井怀、宋瑞

　　童书，是少年儿童认识世界的一道光。
可怕的是，有些光里夹杂着“射线”，更可怕
的是，有些“射线”持续不断。
　　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记者在走访书店
时发现，一些此前被媒体曝光、专家批评的
涉嫌暴力色情的儿童读物，仍然摆在书店的
显眼位置。一些不知情的家长带着孩子前来
购买，花了“银子”，买了糟心。
　　比如，2020 年 6 月，多家媒体反映的一
本儿童读物涉嫌“借写狼群行为来暗示色情
内容”。记者走访发现，这本书仍然摆在书店
的显眼位置，相关内容也没有删改。不止这一
本书，记者按照网络梳理的“童书排雷书单”

发现，不少书仍
在售卖，其中不
同程度涉及“美

化自杀”“血腥暴力”“涉嫌畸形恋情”等内容。
　　有一种观点认为，童书不能“纯净得像
真空”。的确，孩子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脆
弱。我们在讲“王子公主”的同时也应该讲

“妖怪”，让他们知道世界并非全是阳光，提
前给他们打好应对人生苦难的“疫苗”。但
是，童书可以展示但不要诱导。请读一下这
样的句子：“它甚至迷恋上了黑桑那种带着
爱欲的虐待”“在异性之间的交往中，只按
快乐原则行事”。这是展示爱情还是诱导
欲望？
　　有一种观点认为，童书里说的是“动物”
而不是人，不要以成人的污秽投射到孩子身
上。问题是，童书不是“动物世界”，不是讲述
生物知识，而是传达故事情节、价值观。童书
拟人化表达的本质是说人的故事，而不是
动物的。少年儿童读到的也是人的感觉，只
不过恰巧借用了“狼”这个名称而已。

　　作为家长，我们可以读到许多童书中的
文笔之美、故事之精，以及带来的童趣。但是，
考虑到读物对少年儿童世界观的塑造，一些
读物可否从“儿童读物区”挪到“文学著作
区”，或者删改个别细节后再上市。
　　应该看到，近年来，一些作家和出版
社在媒体和家长提出质疑后，迅速对童书
进行修改，再版后上市，买方卖方形成良
性互动。但仍有一些失格童书“岿然不
动”。业内人士直言，相关方考虑到成本问
题而选择“冷处理”也是一种常态。
　　这几年童书市场火爆，各类出版社纷
纷投身其中。这在促进市场繁荣的同时，也
容易带来一些问题。对待问题“冷处理”，只
能冷了家长的心，冷了市场的热情。
  期待作者、出版社、监管部门、家长、孩
子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让健康的童书市场
为孩子的世界洒满阳光。

那些“少儿不宜”的童书，为什么还在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