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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玉洁、多蕾

　　如果有一本杂志，能把人一秒带
回旧时光，那一定是《读者》。
　　 40 年前，在甘肃兰州一间不到 6
平方米的小屋里，编辑部仅有的两位

“理科男”恐怕不会料到，他们创办的
杂志日后会成为万千中国人在悠悠时
光里点亮心灵的一盏暖灯。

“书荒”年代的二人编辑部

　　 1981 年 4 月，一本名叫《读者文
摘》（后更名为《读者》）的杂志悄然问
世。红色的封面上，不施粉黛的女孩侧
身仰望，眼神里满是向往。
　　向往，正是那个年代的背景音。
　　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改革开放
的起点。人们被压抑许久的精神得以
舒展，他们渴求知识、追求自由，他们
更期盼着，改革的春风吹醒一个勃发
的春天。
　　 1980 年秋，敏锐嗅到出版业改
革开放的机遇后，甘肃人民出版社总
编辑曹克己找到编辑胡亚权，希望他
来办本杂志。
　　“办啥，你自己去想；人，你自己去
找。”报人出身、被年轻人称作“老曹”
的曹克己说。
　　胡亚权找到了与自己经历相近的
郑元绪。两人都学理科，前者毕业于兰
州大学地理学专业，后者毕业于清华
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两人都被分配到
甘肃西部戈壁滩中的农场锻炼。后来，
他们又辗转来到甘肃人民出版社。
　　书店、书摊、图书馆……为了确定
办刊思路，两人把有书的地方跑了个
遍。他们发现，当时的人们如饥似渴地
寻找知识，但是“书荒”严重。无法满足
求知欲的人们，被乌烟瘴气的“地摊文
学”所吸引。
　　“考虑到甘肃本地作者缺乏等因
素，我们决定创办一份品位较高的综
合性文摘杂志，并请读者推荐稿件。依
靠读者，回馈读者。”胡亚权回忆道。
　　两个人的编辑部“开张”了。“博采
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阔眼界”
的 16 字办刊宗旨被确定下来。两人
到处搜罗文章，胡亚权还兼任美编。

　　刊名题字来自赵朴初先生。他在小
学生作业本上扯下小小纸条，写了横
版、竖版的《读者文摘》，如今的《读者》
依然沿用这一题字。封面上的女孩是演
员娜仁花，但并没有标明她的名字。“当
时选择这个照片是觉得没有脂粉气、不
造作，既庄重，又有活力。”胡亚权说。
　　第一期杂志，新风扑面而来。有严
肃的《研究笔迹的巴尔扎克》，有温情
的《爱的语言》《原谅我吧，妈妈！》，有
趣味十足的《植物也有感情》《旅鼠集
体自杀》，还有《呼叫飞碟的人》《生男
生女早知道》等探秘的“时代印痕”。
　　 1981 年 4 月，《读者文摘》创刊
号问世，共印了 3 万份。
　　起初销路不畅，新华书店订购一
部分后，还剩下一万多份。“我们就把
杂志分给出版社的同事们。晚上，编辑
们就骑上自行车、驮着书，在兰州南关
十字等地出售。”胡亚权说。
　　很快，这本新颖、内容丰富、知识性
强的杂志就获得了市场认可。1981 年
底，《读者文摘》的月发行量就达到了 9
万份；1984 年，印数突破 100 万份。
　　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胡亚权
说，除了质量高外，成功的另一个原因
是走“群众路线”。“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和读者互动。我们欢迎读者投稿，
和读者是平等的朋友关系。”
　　开门办刊，读者来信纷至沓来。编
辑部一天最多能收到 9 麻袋信件，有
推荐文章的、有写读后感的、有探讨办
刊方向的……
　　一份当年的读者来信这样写道：

“读你，是一种享受、一种撷取，细细咀
嚼，用心品味。不知不觉中，你的墨香
已经驱散了我的疲惫和烦恼。可以这
样说，如果桌上放着好几种书刊，我要
挑一种看首选必将是《读者》。”
　　“改革开放造就了《读者》。《读者》
代表了巨变社会中的这一代人、这一
段历史，是带有某种编年史特征的。”
胡亚权说。

鎏金岁月的阅读记忆

　　多年以后，当数百人的阶梯教室
关掉灯光沉浸在黑暗中，黄谦轻轻扭
亮一盏暖黄色的“小桔灯”为学生们朗

诵《读者》时，他常会想起 40 年来与
《读者》相伴的那些阅读时光。
　　黄谦是一名来自江西的高校退休
教师。40 年前，20 岁出头、刚刚大学毕
业的他初识《读者文摘》，此后几乎期期
不落地购买。他甚至觉得订阅“不太有
感觉”，至今仍坚持去报亭购买。“现在
每半个月去一次报亭，像是和朋友的定
期约会，和报亭老板都成了老熟人。”
　　黄谦做过文学院院长、干过学报
主编，却对《读者》如此长情。在很多人
看来，这样的爱好未免太“小儿科”了。
可他却说：“我是被《读者》塑造的人。”
　　在他看来，社会不仅需要学术话语，
更要传播“健康的常识”。“《读者》的珍贵
之处就在于坚持，坚持向全国人民推荐
健康、积极、温暖的文章，充满人文关怀。
文章选择不同，但情怀没有变化。”
　　“如果把《读者》看作一个人，她一
定是充满慈爱、微笑看着你的人。这样
的人，你难道不喜欢吗？难道会喜欢一
个满是戾气的人吗？冷漠是社会的
癌。”黄谦说。
　　 2011 年，在《读者》创刊 30 周年
之际，他在学校开了一门公选课《美文
赏析》，《读者》是唯一的教材。“小桔
灯”点亮黑暗，外面的喧嚣似乎一下子
停住了，黄谦与同学们诵读、欣赏，“回
归了读书人应有的状态”。

　　这门“被秒选”的公选课常常爆
满，甚至有市民驱车十多公里来旁听。

“有同学给我写很长的信，说这堂课是
大学期间最美好的回忆。”黄谦说。
　　 2016 年退休后，黄谦带着这门
课走向学校、工厂、军营、农村，在南
昌、深圳等 13 个城市举办了 75 场

《读者》分享会。“文化浸润下，才能有
大气开放包容的大国气度，才能真正
有文化自信。”
　　青春、陪伴、温暖，这也是宗晓龙
的《读者》记忆。30 多年来，看《读者》
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读者》让
少年时代的我有了看世界的广阔角
度。很多东西就像种子一样深深埋下
了，它慢慢发芽、抽枝散叶，至今仍滋
养着我。”
　　宗晓龙说，上世纪 80 年代，信息渠
道单一，对外国的了解很片面。《读者文
摘》刊登了很多外国文章，令人耳目一
新。“《一碗清汤荞麦面》讲述了一个发
生在日本的故事，看完感到非常温暖。
虽然国界有差别，但是人性是相通的。”
　　起初，父亲为宗晓龙订阅《读者》
是想让她多读书，她却从中看到了亲
子关系相处的另一种方式。“我们这一
代人和父母之间是缺少亲密话语的。
当时看《读者》，发现外国人常说‘我爱
你’，这让人有点向往。后来自己有了

孩子，就尝试着用这种方式与孩子沟
通。”
　　时至今日，对宗晓龙来说，《读者》
仍具有“神奇能力”：随便抽出一本，就
能沉浸在阅读中，让人阴霾一扫，安静
下来。每逢外地朋友来到兰州，她都会
带着朋友们去黄河畔的读者大道走
走，告诉他们，“《读者》就在这里”。
　　对更年轻的一代人来说，《读者》
是考试范文的模样。
　　赵泽薇生于 1999 年。初中时，她
的语文老师是一名“狂热的《读者》爱
好者”。“每到阅读课、作文课，老师就
提着一个沉重的大塑料袋来班上，里
面装的全是《读者》。课堂的主动权还
给了学生，大家一起阅读、探讨。”
　　摘抄美文、学习写作、爱上阅读，

《读者》的影响映在赵泽薇身上。后来
她考入西北师范大学，读的是中文系。
　　今年，她到《读者》实习，尝试用新
媒体手段让这本已有 40 岁的杂志获
得更多年轻人的喜爱。
　　“同学知道我在《读者》实习后，都
会说，哇，你在《读者》！”赵泽薇说。

变化中的《读者》

　　有一段时间，《读者》被窄化为“心
灵鸡汤”。传媒方式的变革，也让纸质
杂志的路变得艰难。这个月发行量曾
突破 1000 万份的“中国人的心灵读
本”，还好吗？
　　 2006 年，在甘肃人民出版社的
基础上，读者出版集团成立。2015
年，“读者传媒”上市，被称为“国内期
刊第一股”。转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读者》的月发行量从 2006 年的顶点
一路下滑，到 2018 年跌落至 487
万份。
　　读者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刘永升说，《读者》诞生在改革开放背
景下，那时书刊是“奢侈品”，只有少部
分人能看到，提供优质内容就能成功。
今天，各类信息丰富，只要人们愿意读
书就能读书。
　　“这是进步，也是难点。解开难题
的钥匙，就在于不固守过去，随时代而
发展。在做好品牌维护的同时，搞好品
牌开发。”刘永升说。

　　“40 年来，《读者》守正创新。不
变的是对社会的观照、对人的关注。
她向善向美，给人以健康阳光的精
神力量。”《读者》杂志社副社长王
祎说。
　　上世纪 80 年代初，在中国人
仍追求“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时，《读
者》就引入了“核心家庭”的理念。上
世纪 90 年代，环境保护、素质教育
被大量讨论。21 世纪后，《读者》践
行公益，筛查救治贫困地区的弱视
儿童，数千人受惠。
　　对《读者》的读者来说，这份杂
志就像老友，是报摊上一眼就能辨
识的封面，是风格独具的版式与插
画，是字里行间流动的浓浓暖意。
　　人们也惊讶地发现，《读者》不
仅仅是一份杂志，众多“隐藏技能”
被开发出来。
　　在上海外滩的读者书店，精美
的过刊装饰墙、幽微的“敦煌石窟”
书籍走廊、袅袅萦绕的咖啡香，与静
心阅读的人们一起，成为热闹街道
上最别致的风景。独特的气质，也让
它成为热播剧的取景地，引来众多
年轻人争相“打卡”。
　　在兰州，读者小站成为“市民身
边的图书馆”。阅览、讲座、分享等活
动，让小站成为社区居民文化体验
的新场所，尤其吸引退休老人、“4
点半”后的儿童。
　　在敦煌，读者研学团队带着青
少年领略大漠风光与人类奇观，在

“行走的课堂”中展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独特魅力。
　　乡村、教室、加油站、银行大
厅 …… 书 香 在 越 来 越 多 的 地 方
弥漫。
　　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下，新的
业务板块被不断创造，《读者》品牌
的活力被不断激发。2019 年起，读
者传媒的营业收入、利润逆势上扬，
杂志的发行量也回升至 520 万册。
　　“我们希望打造期刊界的‘百年
老店’。在持续提供高质量内容、让
人们在阅读中获得正能量的同时，
也创新形态，让《读者》成为一种场
景，嵌入人们的生活，助力‘书香社
会’建设。”刘永升说。

《读者》，“中国人的心灵读本”发行量反弹了……

兰州一家书店内摆放的《读者》杂志。 本报记者多蕾摄

本报记者桂涛、张漫子、陈钟昊

　　要找姜寻不难，只需在他的书店
里“守株待兔”。每天上午 9 点起，长
发的中年书商就会照例在模范书局北
京的六家书店间穿梭巡视。
　　姜寻会快步走过一排排书架以及
散置四处的版画、拓片、老建筑石构
件。各店由店长打理，姜寻只需定期跟
他们在线上开会，偶尔还有针对性地
给每人推荐些书。比如，“内心不够强
大的”，姜寻会推荐《老人与海》，他说
那书曾感动过他自己。
　　飘着咖啡浓香的书店里，姜寻总
能遇到相识的访书客，于是停下来和
他们聊上几句。聊书，也聊生意。
　　他会告诉他们只印 100 册、董桥
签名钤印的《一纸平安》珍藏本到货
了，那些烫金小牛皮封面的宝贝被爱
书人竞相收藏。他会记下他们谁想要
那难寻的、好品相的富兰克林图书馆
1975 年版“100 部伟大著作系列”，然
后想办法联系愿意出手的藏家，从十
几万的书价中赚上 10% 的佣金。
　　有时兴起，姜寻还会告诉书友，某
企业又和他一起给山区的孩子捐了批
书，每本书上都盖着模范书局的小印
章，满脸得意。
　　连接买家与卖家，让好书在书架
间流通、重生——— 古往今来，这始终是
书商的使命与营生。只是在浮躁、网购
和电子阅读的冲击下，今天的书商想
要坚守，就不得不应变。
　　苏格兰最大的二手书店入口处，挂
着一个被店主用枪打碎屏幕的电子阅
读器，以示愤怒与对抗。“纸书不死！”等
口号在西方的书店、书镇里也常见。
　　姜寻的书店里找不到愤怒。有人
说，书商要生存就要妥协。姜寻说，他
选择与这个时代合作。对电子书，他不
支持、不反对。他知道，只靠情怀的书
商活不下来，只卖书的书商也活不下
来。姜寻写过一句诗：“没有开之不败
的鲜花，只有不停绽放的美丽。”
　　只在圈子里销售的限量版、精装
帧高端书，书店里摆放的“心灵鸡汤”

（大众书），印着“一生二人三餐四季”
和切·格瓦拉头像的十元冰箱贴等文
创，几十元一杯的咖啡——— 它们一同
构成了书店三分之二的账面流水。姜
寻说，他之前也不卖“东野圭吾”，后
来问的人多了，也就上架了这些“因
为发烧，所以畅销”的流行书。
　　姜寻还“贩卖”书店空间。他把书
店租给电影导演和音乐家使用。六家
书店中，最受欢迎的是二环里由一座
百年老教堂改造而成的书店。15 米挑
高的空间里，阳光从印花玻璃窗照进

来，落在一架架书上。时尚的女孩拿着
手机在这个书店里四处拍，然后把这
糅杂了信仰、书页和情调的“最美书
店”发到朋友圈。
　　姜寻说：“是时代造就了‘教堂书
店’。”他并不介意书店成为“网红”，他
不排斥流量，就像他不排斥“东野圭
吾”一样。谁说书店就只能卖书？谁说
今天的书店里不能喝咖啡、谈恋爱、上
自习？一篇写模范书局的文章题目是

《不在书店喝咖啡的青年不是好“咸
鱼”》。姜寻说那是“标题党”，不过他喜

欢，因为里面“有一种关于书店品格与
角色的引领”。
　　姜寻本行做设计，也做过出版，他
的书店都亲自设计，大到老建筑的空间
改造，小到书架颜色样式。他收藏了几
万块印书用的老木印板，喜欢四处搜罗
各式各样的西洋裁纸刀，还致力于设计
出“最美的书”。书店实在周转不开时，
他才会把自己早年所藏的宋元善本“割
肉”一本，换来几十万的救命钱。
　　他自小爱书、藏书，自己的部分藏
书也放在书店的架子上，包上书皮，标

明不售，有线装本、毛边书、签赠本，很
多是关于买书、淘书的“书之书”。
　　因为偶尔觅得的一本上世纪前半
叶书店的书目底本，姜寻七年前在那
家书店旧址旁开了一家怀旧式书局。
那是他的第一家书店。之后的几家书
店开在金融区、旅游区，每家店的销售
策略都针对顾客人群做调整。
　　姜寻东北口音重，语速快，肚子微
微凸起。谈话间他常提到“B2C ”“项
目”，谈资本的“合纵”，还把在市场流
通的珍本书称为“类似金融产品”。

　　姜寻说，新冠疫情改变了他的人
生轨迹。他曾觉得自己力量很大，靠
做设计就能反哺书店，不需要别人入
股书店。但当书店存活真的成为问题
时，是否和资本合作就不是问题了。
　　与姜寻谈话，有时我会恍惚，努
力想要在“读书人”和“生意人”两端
间将他更精准地定位。他是个读书的
生意人，还是个做生意的读书人？他
借资本之力拯救“书之爱”的理想，他
的理想又是否会被资本反噬与异化？
　　也许这些都不重要。理想主义者
说：“纸张会被燃烧，书店不会逃跑。”
现实主义者说：“但饿肚子的书商会
逃跑。”重要的是，姜寻没有逃跑。
　　在藏书家韦力眼里，姜寻是个

“执于一端者”。也有人说，姜寻精
明，懂得借书之名行事。有人说，书
只是模范书局的“背景墙”，但姜寻
深知没了这“背景墙”，就什么都没
了。“无论怎么炫，书店的脸就是书，
做书店的不懂书、不读书不行。”
　　这时代让爱书人困惑。老书店一
家家倒下，新书店一茬茬开业。走进去，
又分不清是“卖咖啡的书店”还是“卖
书的咖啡店”。资本希望借助书业增添
温情，书业也需要资本为自己续命。
　　当世界被毁坏时，修复它的方
法都在书店里。但是当书店要溃败
时，该去哪里寻找修复的方法呢？许
多人觉得姜寻找到了。用他朋友的
话说，“他把一块铁捂热了”。
　　不管怎么说，这些曾经废弃的
老房子，如今被救活了，人们走进
它，和书共处一室。姜寻探索的“老
宅子书店”模式已是许多人心目中
赋予老建筑和书业新生命的标杆。
　　不断有人邀请姜寻去看看他们
的老宅子，去策划与设计书店，姜寻
也努力挖掘这些宅子的文化渊源，
把书店的故事讲好。
　　姜寻说，他不仅是书商，也是书
店人。不仅自己做书店，也为别人打
造书店。他给东北某大学设计规划
了一个 1000 平方米的文学书店，
据说很受年轻人欢迎。

“纸张会被燃烧，书店不会逃跑”
一位书店人七年“逆势”扩张路

　　草地：模范书局靠什么实业来维
持运营？
　　姜寻：我们把书店做成一个“空间
复合体”，这个空间基于书店，阅读永
远是第一位的，但它又不只是书店。我
们还挖掘开发它的附加价值，让读者
在这个空间里能真正触摸文化、观看
演出。比如，去年在模范书局“诗空间”
书店里举行了 35 场音乐会，让青年
艺术家们在这个独特的空间里演出，
免费开放，只收听众一杯咖啡钱（79
元）。场场爆满，这是我们一个孵化成
功的“空间复合体”案例。之后，我们还
计划推出青年舞蹈表演，期待能赢得
观众和收益。
　　草地：除了出租空间，书店还有什
么收入？
　　姜寻：我们还有一个角色是为藏家
找到心仪的产品，为卖家找个“好婆家”。
历朝历代的书店其实都有这个功能，以
高端书籍产品为主。
　　当然还会有一些大众流行的书
籍，这两部分业务独立又并行。大众读
物和图书衍生品（文创商品）我们也重
视，比如模范书局前门店，到访的顾客
里游客比较多，虽然一个冰箱贴可能
只卖 10 块钱，但旺季也可以月销

1000 多个。
　　草地：模范书局的各个门店似乎
偏重都不同，是针对书店所在的不同
位置进行单独设计吗？
　　姜寻：是的。我的书店不做“标准
化”，而是因地制宜地设计，我觉得这
算是我们的一个特质。
　　杨梅竹斜街的门店偏向于喜爱胡
同文化的群体；天桥大剧院的门店就
围绕导演、戏剧界人士来设计……我
们的新店面开在大学附近，那里有 7
万多名学子，所在建筑原本是一个上
世纪 50 年代的外国专家楼，很古雅，
但经设计后，很潮、很当代。
　　草地：有人称您的书店是“网红书
店”，喜欢这样的称呼吗？
　　姜寻：我觉得这个“网红”称谓不太
准确，不过别人说我们是“网红”书店，我
也没有不高兴。2014 年我刚开店时，经
常有一些高流量“网红”来探店，关注度
一下子就上去了，书卖得特别好。后来我
就挺愿意接待“网红”，还有一些明星、影
星。但我们从来不主动找他们做宣传。
　　其实，我们也不完全是“网红”，还
是实实在在在做一些事的。比如店内
的雕版印刷和书籍装订体验，就是一
个传承文化遗产、让读者真正触摸文

化的窗口。我们也给贫困地区的孩
子捐书，最近就给一个地区的孩子
捐了一批诗集，有些孩子可能因此
第一次读到诗。
　　草地：如今一些“网红书店”的困
境是，它们已经与阅读没什么关系
了。与其说它们是“卖咖啡的书店”，
不如它们是“卖书的咖啡店”，或者只
是一个“拍照打卡地”，您怎么看？
　　姜寻：作为书店人，我真诚希望
每个人哪怕放下手机一分钟来阅读
任意一本书，那样心灵会得到安慰。
这是我们书店人的一个期盼。但我
觉得书店卖咖啡也很好，这也是我
们价值的某种体现。
　　草地：有人说，未来书店就会是
这种老宅子书店特色形态，它提供
的是一种“学习场”“阅读域”，而不
仅仅是卖书的地方。
　　姜寻：时代造就了这样的书店。
今天年轻人来书店喝咖啡、上自习、
交朋友，有什么不可以呢？这也是引
领大家，建立一种品格，也是需要书
店扮演的一个角色。
　　书是我们不能放弃的业务，必须
保持住。但是严格来讲，书店行业这
两年就是一个夕阳产业，只是爱书

人、爱书的资本依然存在。我相信人
有回归的时候，人们总有一天会发现
阅读是最廉价的获取知识的途径。
  草地：您怎么看电子化阅读？
　　姜寻：我理解那些敌视电子化阅
读的书商对传统的恪守。我不排斥数
字化阅读，或者说我不反对，但也不
支持。为什么不能电子阅读呢？电子
阅读也是汲取知识、分享知识。有的
读者告诉我，她买回家的纸质书，一
翻开，还是习惯于用手在书页上“划
屏”，这是技术更迭带来的阅读行为
的变化。
　　现代人有时太着急忙慌了，少
了对美的追求。我认为纸质阅读不
会消失，有人非常热爱它。
　　草地：如果有人要复制您做书
店的模式，应该怎么做？
　　姜寻：想成功经营一家书店，要
找对空间、找对人、找对客户，三者
缺一不可。我就是那个对的人，这是
我的独特之处。我是一个对视觉设
计非常偏执的人，有艺术家的任性，
有执念。我认识许多很聪明的人，他
们能够永远踩对风口，赚到快钱。但
我还是觉得，能坚持做一件事的人
最厉害。

“未来的书店”与“书店的未来”
■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