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黄琪奥

1月7日，北京开卷公司发布《2020年中国
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图
书零售市场首次出现负增长，实体书店受疫情影
响明显，码洋销售规模同比下降33.8%。

这份报告同样指出，虽然实体书店的销售下
降幅度较大，但主要集中在一、二季度。在2020
年第三、四季度，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实体
书店回暖明显，特别是第四季度，还较去年同期
实现了小额上涨。

重庆的实体书店的发展同样也呈现出类似
的趋势。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访了重庆购书中心、
精典书店、大众书局、西西弗书店等多家实体书
店后发现，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这些书店通过
直播、社群等方式拓展顾客群，还积极开拓新店，
给市民带来更好的阅读享受。

那么，重庆的实体书店是如何实现逆袭的？
未来重庆的实体书店又该如何发展？

探索线上销售
重庆实体书店艰难挺过“寒冬”

1月11日下午，记者在位于江北新光天地
里的新山书屋内看到，不少读者正坐在落地窗前
的座位上阅读，阳光透过玻璃照射进来，整个书
店显得十分温馨。

如果把时间倒回到去年3月，却是另外一番
景象。“彼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实体书店处
于关闭状态，高昂的人工成本、不确定的开业时
间，都让我们感到举步维艰。”新山书屋相关负责
人说。

面对这样的情况，重庆的实体书店纷纷展开
“自救”。“经过多方考察，积极拓展线上业务成为
不少书店的第一选择。”重庆图书馆馆长任竞表
示，去年上半年，不少重庆书店通过推出直播、与
外卖平台合作等方式，打通线上线下，用更多元
的方式探索“云阅读”新路径。

“其实在2020年2月，重庆大众书局就与美
团外卖展开合作，在美团外卖上推出书店外卖服
务。”任竞说，精典书店与新山书屋则把目光瞄准
直播领域，通过让书店店员化身主播，带领手机
前的读者“云逛”书店；或者走进淘宝知名主播的
直播间，通过推出书店盲盒（一种礼盒，读者需购
买以后，打开盒子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图书）等
方式，促进图书销售。

“现在来看，其实那段时间的销售数据很一
般，但通过这样的线上‘试水’，不仅让我们拓展
了业务范围，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与读者的‘粘
性’，为之后逆势而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重庆
购书中心总经理李晖表示。

开拓线下新店
提供多元化阅读空间

主题橱窗上布满了列车、麦田、隧道、城市建
筑等元素；整个书店被分为“育审美站”“历成长
站”“享生活站”等多个站点，地面上还贴有站点
的名字；市民穿梭于书架之间，选购自己心仪的
图书……当记者来到西西弗书店金沙天街定制
店时，感觉不是在逛书店，而是来到了“哈利·波
特”系列图书构建的九又四分之三车站，读者漫
步其间，仿佛走进了魔法世界。

“与其他书店不同，2020年底开业的西西弗
金沙天街店，是我们针对龙湖金沙天街打造的定

制商店。”西西弗相关负责人介绍，车站与书店都
担负着“摆渡人”的角色，它们都有连接过去与现
在的意义。在设计上深度诠释书店与车站相似
的“连接”属性，让金沙天街定制店多维度呈现出
站台文化的时代变迁，为市民打造一方可供回
忆、休憩与畅游的精神家园。

事实上，西西弗金沙天街定制店的成功开业
只是西西弗书店2020年逆势而上的一个缩影。
据悉，在过去的一年里，西西弗书店先后在重庆、
宁波、武汉等地新开了30多家书店。在重庆，除
了这家金沙天街定制店外，位于融创文旅城内的
西西弗书店融创茂店也于去年9月开业。

除了西西弗外，重庆还有好几家实体书店都
开了新店，打造出多元化的阅读环境。例如，知
名书店南之山的又一家分店——南之山·古腾堡
星汉书店就于去年11月在重庆天地开业。该书
店通过打造飞船书吧、弯曲花园等区域，让市民
在安静独特的阅读环境中选购心仪的图书。

重庆购书中心倾力打造的南坪上海城店也
于2020年1月正式对外营业。“我们去年还对茂
业天地店进行了重新装修，通过扩展儿童、人文
社科读书区的面积，引进更多文创品牌，进而给
予读者更好的阅读体验。”李晖说。

为何这些实体书店会选择逆流而上呢？“首
先是日益回升的客流给了我们信心。”李晖说，
2020年下半年，书店的客流回暖明显，“以购书
中心为例，下半年的客流量甚至高于去年同期。
这无疑为实体书店的逆势而上奠定了基础。”

“实体书店的逆势上扬，也离不开政府和相
关机构的助力。”重庆精典书店创始人杨一表示，
例如龙湖金沙天街等商场以书店为吸引消费者
的入口，以优惠条件吸引品牌书店入驻，无疑很
好地拓展了实体书店的生存空间。政策层面，
2020年7月，市委宣传部印发《关于做好2020
年度重庆市支持实体书店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工
作的通知》，对市内12家代表性实体书店给予了
总共246万元的资金补贴。

线上线下并重
为市民提供更好阅读体验

开卷公司发布的《2020年中国图书零售市
场报告》显示，虽然2020年的第三、四季度，中国
实体书店回暖明显，但整个实体书店的生存现状
依然不容乐观。

今年，重庆实体书店又应如何抉择，实现进
一步发展呢？

“线上、线下业务的有机结合，是未来实体书
店发展的必由之路。”任竞表示，书店经营者一定
要脱离“书店就是把从出版社拿来的书放在书架
上，赚个批零差”这样的老观念，要让自己从单一
的商品售卖平台向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交流场
所转变，做好线下服务，也通过互联网为读者提
供多样的文化服务，这无疑能增强读者粘性，进
而扩大书店的影响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书店内容输出的意义更
加宽泛。这就要求实体书店在图书的挑选、阅读
活动策划方面花费更多精力。”任竞说，未来实体
书店除了在图书选择上，需注重特色化、专业化、
细分化外，还应通过举办更多的讲座和分享会，
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提升其文化体验。

“实体书店的发展也离不开政府的助力。”业
内人士建议，重庆已经出台了对实体书店的扶持
政策，未来，可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还可重点扶
持一批品牌知名度高、创新发展能力强、主营业
务突出，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实体书店，提升公
共文化服务水平，推动全民阅读发展。

2020
重庆实体书店是如何走过寒冬的？

□兰世秋

提起“疫情”“传染病”，对于一个文科
生而言，哥伦比亚小说家马尔克斯的《霍
乱时期的爱情》，是我说读过的离传染病
最近距离的书，但它更多的是一部伟大的
爱情小说。

去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时，宅在
家中，我读到了一本《白雪乌鸦》。这部小
说是迟子建根据1910年冬至1911年春
在东北哈尔滨暴发鼠疫的史实创作的，小
说描写哈尔滨傅家甸地区的民众在鼠疫
来临之时遭受的灭顶之灾，作家用笔拨开
那累累的白骨，探寻深处磷火般的微光，
将那缕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细细地勾
勒出来。

再后来重读《白鹿原》，第25章也描
写了一场罕见的大瘟疫。这场瘟疫来势
凶猛，持续数月，白鹿村里隔三岔五抬埋
死人，主人公白嘉轩的媳妇仙草就是在这
场瘟疫中死去的。这场瘟疫，实际上写的
就是发生在1932年的关中大霍乱。

而让一个文科生真正认识和了解疫
情、传染病，对其有一定科学的认识，中信
出版社的《张文宏说传染》或许是不错的
选择。

张文宏，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
科主任，一个有着特殊感染力的医生，他

的语言幽默而又铿锵有力，分析客观而又
理性，是2020年最受人喜爱的网红医生。

《张文宏说传染》这本书一问世，我就
立刻入手，想跟着张文宏补上这堂健康常
识课。

这本书没有煽情，没有说教，除了常
识，它还能给读者留下的就是思考。

如果不是读了这本书，我不会知道
呼吸系统感染竟然是门急诊就诊的常见
原因，也是全世界传染病致死的主要原
因。肺炎和结核病分别是第一和第二大
死亡原因，每年导致600万至700万人死
亡。

这本硬核科普书写得其实很柔软，每
一种传染病的历史、特性和防护手段都被
娓娓道来，让我们既在历史中看清未来的
走向，也在现实生活中知道基本的防控知
识，更好地保护自己。

张文宏用六个章节介绍了25种传染
病，然后又用一个章节专门介绍了新发传
染病与大流行。每一个章节结尾处的“张
爸敲黑板”，10多个问答，让人不由自主地
浮现出“张爸”接受采访时那睿智、风趣的
问答场景。

这本书读后，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是呈
现了三次层次，专业性毋庸置疑，这是首
要的。

其次就是接地气，先来看看这些章节
的题目：《流感：流感和感冒不是“一家
人”》《麻疹：无情的“儿童杀手”》《接吻病：
披着浪漫外衣的恼人病毒》，是不是光看
标题就已经勾起了你阅读的兴趣？再来
读读张文宏在写甲肝时的感叹：“1988年
在上海市民的心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
忆。”看他的履历，那一年他恰好在上海医
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临床医
学专业上一年级，第一次亲身体验了传染
病暴发，他的学习和观察就不仅在疾病本
身，而是整个社会，“经此一疫，很多人养
成了‘饭前便后勤洗手’的习惯。在饭店
吃饭使用公筷的做法，也是在那时得到推
广的。”

读这段话时我能想象得出另一个场
景，张文宏如果看到有人在公共场所将口
罩戴在下巴上或扯开口罩咳嗽，一定会毫
不留情地训斥：“呼吸道传染病是最具杀
伤力的传染病。呼吸无声无色，在传染病

防控中难度最大，日常生活中需倍加注
意！”

张文宏得到“张爸”的网络雅称实在
是太贴切了，他真的就像是一个老父亲一
般地叨叨，叨叨得还很有道理，叨叨得孩
子爱听。

在这本书中，张文宏真像一个老父亲
一般，讲述了一些孩子们能听懂的故事，
例如，在讲结核病的前世今生时，他会讲
到中国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女尸左肺就存
在结核钙化灶，还有鲁迅、林徽因、肖邦、
雪莱等历史名人，也一度让结核病广为人
知。这些故事挺适合家长转手讲给自家
孩子听。当然，“张爸”也有痛心疾首的时
候，他这样表述美国麻疹卷土重来的原因
——竟然是有太多家长拒绝让自己的孩
子接种疫苗。

第三个层次就是思考。张文宏的语
言除了硬核的科普之外，也时不时地露出
一点哲思和雅趣。

“人人都知道下一次流感迟早会来，
却没人知道具体时间，也不知道它会以什
么方式来。这就像我们虽然能听到钟表
的嘀嗒声，却不知道现在几点一样。”这是
一个说脱口秀的张文宏。

“2003年以来的数次传染病大流行，
人类都涉险过关，我们一直在猜测，一次
真正的大流行，毒性更高、传播力更强的
大流行什么时候到来。想不到我们等到
的不是新型流感，而是新冠肺炎。”这是一
个被医生职业带来的焦虑、压力折磨过的
张文宏。

“这就是历史，你永远不能预测，它总
是出乎你的意料，但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寻
找智慧。”这是一个在图书馆书架前掩卷
之后转身面向镜头的张文宏。

就大家都关心的新冠肺炎疫情，张文
宏在本书中一如既往地真实和客观：“人
类从自然界中来，最终人类日益强大，不
断侵犯自然，自然界中孕育的动植物与微
生物不断调整其与人类的关系，制约人类
不断扩张的野心。历史上每次传染病的
暴发都对人类的繁衍与扩张造成极大的
影响。我们只有回顾历史，在历史中寻找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才能看清未来的道
路，依靠科学战胜疫病，与自然和好。”

这，也是张文宏撰写此书的初衷。

张文宏的硬核与柔软

□蒋登科

“闪电在上，根须在下。一个是尖锐
的照耀，一个是沉默的生长。”

这是谭明诗集《闪电与根须》后记里
的一句话。谭明诗歌的精神探索和诗意
呈现基本上可以用“闪电”和“根须”这两
个词来概括。

诗人说：“闪电与根须是天地的贯
通。闪电是根须在空中的呈现，根须是闪
电在地里的延伸。”数十年来，谭明的诗扎
根泥土，仰望天空，已经形成独特的风格，
具有较高的辨识度。

这本《闪电与根须》是他近年诗歌的
合集，也是他精神追求和诗艺探寻的又一
次汇聚。

《闪电与根须》既延续了谭明一直坚
持的朴实、厚重的写作风格，又尝试了一
些新的攀登与发现，是他诗歌创作的新收
获。诗集题材多样，内蕴丰富，仰头有日
月星辰，举目有远山飞鸟，俯身有流水花
香，低头沉思，还能触摸内心的真实，看见
灵魂的模样，囊括了谭明对故土家园的挚
爱，对世间万物的观照，对亲情爱情的珍
重，对寻常生活的感悟，还有来自灵魂深
处的自我解剖和诗意呈现。

“蝴蝶的心跳”主要抒写诗人在自然
万物和生活细节中对生活秘密和生命内
核的寻觅。他写蝴蝶、乌鸦、鹧鸪、天鹅、
夜鹤、灯蛾、豹子、鱼、萤，也写冬日偶见、
雨后初晴、薄暮时分、海棠烟雨。他笔下
的鸟鱼虫兽、花草树木、时令节气等，无不
融入了诗人独特的观察和睿智的思考。

我们可以感受到谭明在诗歌写作中
的细腻和真实。这份细腻和真实来自于
他对世界的用心，对体验的珍视，和他在
捕捉语言的微妙表现力上的功夫。诗人
将微小放大，化平淡为璀璨，体现出一种
举重若轻的力道。

在“骨骼的乡愁”“灵魂的屋顶”“乌江
的脚印”几个部分中，谭明将目光聚焦在
故土家园。这是生他养他的地方，是他灵
魂的安居之所。他对这片土地有着浓得
化不开的爱，诗人那颗眷恋故乡的心带着
忧伤和疼痛，悸动在诗行里。

对于诗人，故土家园的话题俯拾皆
是，他写桃花、桐花、玫瑰、荷花、小金盏
花，他写清晨花园中的沉醉，紫藤架下
的品茗，他欣赏烟雨中的海棠，到野外
去问候红色的野百合，他站在“灵魂的
屋顶”，尽情打量周遭的一切，于是有了
《寒冬中的老树》《在漆黑的花香中行
走》《桐子花中的夜》……这片土地让他
获得了灵魂的慰藉和生命的依托，于是
他情不自禁地用整行的热泪来咏叹心
中的情感。

“落日的回声”视野宏阔，境界辽远，
呈现出一种大景象、大情怀。“落日”是这
一卷的核心意象。《我将落日扛在肩上》
《落日里的雪》《与落日对坐》《落日还在为
我疼痛》《落日在我的眺望中缓缓西坠》等
作品，直接将“落日”二字镶嵌在题目中。
太阳总是东升西落，亘古不变，代表着人
生起落更迭、岁月轮回。诗人在这种轮回
之中找到了变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诗
意。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出日暮人
归的牵挂，辉煌壮丽的苍凉，恬淡悠然的
宁静，世事变迁的沧桑，也可以读出感伤、
落寞、凄惶。“落日”如同重锤，敲打着人的
心灵，发出沉闷的巨响，留下久久的回声，
似乎有一种来自灵魂的光芒。

“爱人的水晶”是献给爱人的恋歌。“我
欣赏你指尖的云朵／十指间的雀鸣……你

美妙的十指是十个节日／我沉浸在喜气
中”(《我爱你从你的手开始》），这些诗句锦
绣纷飞，令人心旌摇曳。谭明笔下的爱情
平淡似水，又浓烈如火，饱含着真挚的情
意，揭示了爱情的真谛。“繁星的暗示”所
抒写的主要是生活中的点滴感悟，是寻常
生活擦亮的小小火花。随意的点染和即
兴的发挥，正是自我的寻回和彻悟。畅
想、感伤、疼痛、困惑等都来自诗人的切身
体验。诗人用一种超然的心态来看待往
事，往事因此而有了韵味。

在人生与诗歌的道路上，谭明始终是
一个执着的探索者，他不断通过文字，从
外部世界向内在灵魂探索和掘进。如果
说抒写故土、乌江、亲情、恋情等题材和主
题的作品是在不断延展生命的“根须”，
那么“繁星的暗示”“落日的回声”中所收
录的作品则是在这些“根须”上生长出来
的思想的“闪电”。

在他的作品中，其实也是在他的生命
中，“根须”和“闪电”缺一不可，一个让他
站稳脚跟，一个给他带来梦想和希望。正
因为他的“根须”在不断向下、向内生长，
才使他的精神天空不断有“闪电”出现。
反过来也可以说，因为心中有“闪电”，
所以他的“根须”可以扎得更深，汲取到更
丰富的营养。

谭明的诗歌写作和他的生命状态一
样，平和大度，从容沉潜，这使他拥有了一
种对世界的洞察力和对世事的领悟力。
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身边事物，诗人都
能够从中采撷到诗意的花朵，并通过文字
的打磨使之呈现出一种通透敞亮、澄澈舒
缓的诗意。

他的表达技巧娴熟而自然，语言具有
质感而又不失空灵，鲜活而又具有陌生
感，带着生命的呼吸与脉动。他总能触景
生情，表达对自然的眷恋与敬畏，甚至缭
绕着一种神秘的气息。

在他的心目中，大地上的万物都具有
生命，那也是人的生命的一种折射。诗人
用眼睛去观察，用心灵去体味，慢慢感知、
咀嚼、提炼，细节与哲思奇妙地契合。于
是，一朵花的盛开和凋零，一只蝴蝶的停
顿与飞离，都能够和诗人感知的生命节奏
相互依托，相互支撑，最终成就了他独特
的发现和表达方式。

尖锐的照耀与沉默的生长
——序谭明诗集《闪电与根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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