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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读书日”之前，大多数人都度过了一个加长版假期。这样

的日子，其实能让我们重新审视读书这件事。

按理说，疫情期间，在家隔离，是绝佳的阅读时光。但仔细一想，至少

我本人，依然没趁着这个机会啃下几本正经书。

之所以用“正经”做限定词，是因为疫情期间我也狂刷了十几本网络

小说。但我也非常清楚，读这类小说，算不上今天我们讨论的“读书”。它

是种消遣，和打游戏一样，刺激的是情绪，触发不了什么深刻的理性思考。

疫情，也扯下了我不读书最后的一块遮羞布——没时间。

当我有大把时间，我依然是个俗人。手机里的阅读 APP 尽职尽责提

醒我：您已经有 XX 天没看书了。我将通知划掉，只想干点更不费劲的

事。

有太多事可以打发时间：看剧、刷微博、聊八卦、看女团选秀、看抖音段

子……每一款互联网产品，盯紧的都是用户有限的时间。为了你的时间，

多少人精心设计产品逻辑，多少人日夜优化代码方案，多少团队搬出一套

套漂亮的营销方案……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我在这种用钱堆出的攻势下简

直毫无抵抗力，心甘情愿为互联网公司贡献数据，奉上时间。

而书，几乎是沉默的。想读书—选一本书—读下去—读完，一环放

弃，满盘皆输。读完一本书，谈何容易。

是的，得承认，我不读书就是因为畏难、懒惰。在众多消耗时间的业

余活动中，读书，是更需要动脑子的一种。它的反馈没那么及时，它的刺

激没那么浅显。它需要你坚持，坚持得靠意志，但意志总是崩溃。

有时候，得逼着自己去读书、读好书。

你我皆凡人，有普通人的弱点和惰性。读不下去书，不是罪过；但若

真有感兴趣的话题，又挑到了一本喜欢的书，倒可以试着读下去。我发

现，正是因为读书对我来说如此困难，每次读完一本书，我都能感到一种

更庞大的快乐。它比刷微博和短视频的快乐来得更持久，仿佛我真的变

得更好了一些。

谁不希望自己能变得好一些呢？

那么，就让我们马上变得更好一些吧！这个暮春，你可以读读这 3本

书，它们都不厚，也不晦涩。

承认吧
你不读书真不是因为没时间
张盖伦

最近，电视剧《清平乐》热播，宋仁宗和曹皇后的别扭爱情让追剧群众

看得窝火。这本书，是萨苏的文化随笔集。他以活泼的方式记述了自己

眼中历史的模样。比如，他就说宋仁宗确实是位仁君，也只是一个普普通

通的中国男人，有点儿窝囊。

历史就好像毛衣上的一个线头，拽一下，不知道会拽出什么来，有可

能一下就扯断了，但也没准就拽出个五彩斑斓来。

作者：萨苏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2月

因为疫情，很多人都陪父母度过了更长的时间。

这本书，是日本作家井上靖写给母亲的。母亲得了阿尔茨海默综合

征，记忆的碎片开始层层剥落。作者陪伴着母亲，观察着母亲，也试图在

母亲记忆彻底消失前，重新认识母亲。

有人评价，这本书初看平淡如水，久读怅惘万分。

陪伴，失去，这是人生总要经历的课题。

作者：【日】井上靖
吴继文 译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月

科技，已经浸入我们的生活。这是一个技术大爆炸的时代。

这本书，其实跟微软关系很大。两位作者均是微软高管，比尔·盖茨

也为它写了序。

其实，科技公司正在社会治理上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就拿面部

识别来说，尽管这个话题尚未引发巨大的公众争论，但它未来一定会引发

众议。比尔·盖茨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帮助我们审视科技

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并为科技公司和社会指出一条可能的前进道路。

作者：【美】布拉德·史密斯
卡罗尔·安·布朗
杨静娴 赵磊 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2月

疫情期间，在武汉一家方舱医院里，一

位戴着口罩的年轻人在病床上捧书细读的

照片走红网络，他被网友称为“读书哥”。

火了的不只是“读书哥”，他读的那本看

上去厚厚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

代到法国大革命》也一起刷了一把存在感。

一本好书，某种程度上也是天然的“情

绪疫苗”。4 月 23 日，是第 25 个“世界读书

日”。今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疫情期间大

家都读了哪些书，获取了哪些新知？

家住福州的李大美（化名）女士，是一名

文字工作者。关注、配合疫情防控的同时，

她意外接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医学科普。

看到我国首批志愿者已接种新冠肺炎

疫苗的消息后，李大美迫切地想了解更多

关于病毒和疫苗的知识。比如，疫苗最早

是如何产生的、原理是什么，人类在发明和

使用疫苗的过程中经历了什么、付出了哪

些代价……

一番搜索之后，她选择了阅读让-佛朗

索瓦·萨吕佐的《疫苗的史诗——从天花之

猖到疫苗之殇》。

“读完后最大的感受是，病毒往往在悄

无声息间入侵并引发轩然大波，人类与之搏

斗的艰难历程，一再提醒我们，要敬畏自然、

尊重科学。”李大美对科技日报记者说道。

事实上，不少人和李大美一样。据当

当网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疫病灾难类的文

学作品，在疫情期间受到了读者的格外关

注。其中，加缪的《鼠疫》、加西亚·马尔克

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理查德·普雷斯顿

的《血疫——埃博拉的故事》占据了当当热

销电子书 top20 的 3 个席位。

北京开卷日前发布的《2020 年第一季

度图书零售市场分析》显示，今年 1—3 月，

瘟疫、病毒或者流行病学相关的图书销量

出现明显增长。包括许多较为专业、之前

关注度很低的科普类图书。比如《病毒星

球》今年 2 月的销量达到其上市以来最高，

2018 年出版的《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

诗》今年 2 月的销量比 2019 年 12 月上涨了

23 倍有余。

减少对未知的恐惧 疫病图书受关注

不期而至的疫情，一度给人们的正常生

活按下了“暂停键”。在留白的这段时间里，

不少人选择了向书籍寻求慰藉。北京某高

校博士后王云（化名）也是其中之一。

在她看来，对于没有处在疫情风暴中心

的人们来说，宅家期间从日常相对忙碌的状

态中抽离，可以有更多时间和空间思考。但

这期间各种各样的信息，也让处在这个状态

中的人感到焦虑和封闭。

“阅读是很好地缓解焦虑、进行价值追

问的方式。疫情期间，在文学类的书籍里，

我重读了茨威格的书，因为爱情主题的书籍

生活按下“暂停键”助推沉浸式阅读

不仅自己爱看书，对孩子教育很上心的

李大美，在疫情期间也给 8 岁的女儿买了不

少书，包括《汉声中国童话全册》《中国传统

节日故事》等，希望女儿能够更多地了解中

国传统文化。

考虑到女儿比较喜欢画画，李大美特意

向孩子推荐了自己以前很爱看的高木直子

的全套漫画，比如《一个人上东京》《一个人

的美食之旅》《我和狗狗的 16年》等等。

“白天她在上网课，我也有工作。晚上

临睡之前，我会和她一起看这些漫画书。我

们可以一边看一边交流，和自己读书相比，

她更喜欢和我一起看书。”李大美说。

在她看来，虽然受疫情影响，孩子们不能

上学，大人的工作生活节奏也被打乱，但从另

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享受家庭时光的好机

会，而亲子阅读则是其中最好的一种方式。

事实上，儿童阅读、亲子阅读、亲子教

育，也是疫情期间宅家读书的一大热门主

题。当当网工作人员介绍，中小学阅读、绘

本/图画书、中国儿童文学、科普/百科是儿

童阅读、亲子阅读的主要品类。家长们通过

阅读亲子养育类图书来提升对孩子的养育

质量。

疫情期间，一直待在湖北宜昌老家的汪

女士最大的开支就是买书。除了工作用书

外，她给两个孩子也买了一些教辅资料和儿

童绘本。“老大读小学三年级，在家上网课，

老师布置作业很少，看似很轻松，但是家长

还是有压力的，我买了一些语文、数学练习

册，帮助孩子巩固学习效果。”汪女士说。

京东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数据也佐证

了疫情期间教辅、童书的受欢迎程度。据介

绍，从总体上看，今年 1—3月，京东图书成交

额和去年同期相比保持增长。从品类上看，

增长最快的主要有教辅、童书及科普类，以

及金融投资、历史、家居、传记等，科工类实

用书籍增长不明显。

图书消费结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

阅读需求的变化。来自京东大数据的分析

认为，在学校、幼儿园没有开学的情况下，孩

子们需要居家学习，使得教辅和童书类书籍

一度成为“刚需”。而实用书销售占比下降，

可能与疫情期间尚未完全复工有关。

随着疫情的逐步向好，人们的生活逐渐

恢复常态，与之相应的阅读结构也日趋正常

化。据介绍，3月以来，京东图书的教辅和童

书类的销量涨幅有所回落，图书消费结构逐

渐向前两年的水平恢复，个别品类的占比还

出现激增现象。

儿童阅读成热点 教辅“刚需”明显

““世界读书日世界读书日””聚焦特殊时期的读书状况聚焦特殊时期的读书状况——

疫情期间疫情期间，，人们喜欢以读攻人们喜欢以读攻““毒毒””
本报记者 唐 婷 张盖伦 永远是春天里能慰藉人心，并给人带来希望

的读物。”王云说。

疫情期间，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平

劲松将主要的阅读精力放在了与专业相关

联的专著、学位论文和白皮书报告上。此

外，他还抽空阅读了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

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等。

阅读兴趣广泛的平劲松，收藏了不少人

文社科类的书籍，包括西方现代哲学类书籍

和英文畅销小说等。在他看来，相对长的假

期，是进行深度阅读的好时机。

京 东 大 数 据 研 究 院 日 前 发 布 的 读 书

报告也指出，生活慢下来，人们有更多的

时间选择真正感兴趣的书籍，进行沉浸式

阅读，同时，也会更多地关注个人的精神

素养。

“您好，您购买的图书已送达！”

仅用 30分钟，家住北京海淀区的郭先生

就收到了自己刚购买的新书。不过与以往不

同，这次将图书送到他手中的是外卖骑手。

据钟书阁北京融科店负责人回忆，3 月

12 日上午 10 点，有用户在美团外卖下单购

买了一本瑞·达利欧的畅销书《原则》，这是

自 2 月 1 日关闭线下门店以来，钟书阁北京

融科店售出的第一本图书。

疫情期间，线下消费凋敝，对于在互联

网冲击下本来就处境艰难的实体书店来说，

这无异于雪上加霜。为自救，也为转型，实

体书店开始了“外卖”业务，用户可以在外卖

平台像点餐一样买书。

不只卖书

整体业务入驻

码字人书店是开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一

处特色艺术书店。开业 500 天，举办了 274

场活动，为书店带来很好的引流效果。接受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创始人李苏皖即表

示，疫情期间开门营业成问题，也暂时不可

能举办现场活动。“书店面临的最大压力自

然是维持运营的固定消耗：房租、人工、社

保、贷款等。独立书店一般现金流都很紧

张，原有的主体业务停摆，没有现金流，书店

马上就面临难以为继的险境。”

北 京 市 委 宣 传 部 组 织 的 相 关 调 研 表

明，受新冠疫情影响，八成线下书店没法开

业迎客。

资金补贴扶持的同

时，企业也希望政府能

够 协 调 资 源 并 搭 建 平

台，帮助书店拓展收益

领域，将传统书店搬到

互联网平台成为一个突

破口。3 月第一周，北

京市和美团完成了“实

体 书 店 + 美 团 平 台 计

划”产业协同框架协议，

首批入驻的 72 家实体

书店既包括北京图书大

厦、新华书店、三联韬奋

书店等大型书城，也有

钟书阁、言几又、码字人

等特色书店。

言几又书店相关负

责人表示：“疫情期间全

国的 62 家门店的销售

额比去年春节同期下降

了 95%，这是接受外卖

业务的最直接原因。（外

卖）比普通的线上商城

更快，基本上半小时就

可以把书送到手上。”记

者体验发现，只要在外

卖平台上搜索附近的书

店就可以直接买书，像点外卖一样选书、结

算、收货，还有折扣、满减、运费减免等多种

优惠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首批 72家实体书店均以

整体业务形式入驻美团，图书、文创、文具和

餐饮零售等商品，将享受同一优惠费率。

借机转型

加速书店数字化

而在冲抵疫情冲击、挽回销量之外，线上

化、数字化是实体书店外卖业务更重要的意义。

据美团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美团与

北京市实体书店的合作，本质是将书店的

线下服务数字化，通过互联网平台展示、运

营、配送的体系，全方位加速实体书店线上

化进程，实现网络与现实运营的贯通。特

殊时期，平台为这些书店量身定制了入驻、

运营、培训辅导等系列辅导手册；上线后，

还会提供降低服务费率、流量补贴、共创相

关奖励计划等组合扶持方案，以此帮助它

们尽快完成线上化。有书店表示，从提交

申请资料到注册通过，入驻外卖平台耗时

不超过一天时间。

不过，图书外卖并不是疫情期间的新鲜

事，早在2018年，言几又书店曾尝试与饿了么

外卖平台合作。疫情的蔓延加速了这一尝试，

今年2月12日，言几又再次“登陆”饿了么，还

特别成立“智慧零售小组”，将线上业务作为长

期发展目标。“疫情对我们来说是很大一个危

机，我们希望把它变成一个转机，可以提速我

们线上的数字化转型。未来线上线下一体化

融合是一个大趋势。”言几又董事长但捷说。

多头试水

新尝试需要积累

疫情期间，书店纷纷寻求自救，外卖只

是手段之一。单向街众筹求助，许知远合作

薇娅，淘宝直播发起“保卫独立书店”……疫

情期间，书店动作频频，也侧面反映出其生

存之不易。

2 月 26 日至 3 月 1 日，Page One 书店联

合线上直播平台举办了三期吴冠中美育直

播课程。虽然为门店带来一定曝光和流量，

但实际购买转化效果有限。在 Page One 书

店总经理陈鹏看来，缺乏直播带货经验、线

上粉丝基础薄弱是活动没能达到预期的原

因之一，“网红带货有自己的一套玩法和逻

辑，实体书店还不太熟悉”。

码字人同样进行了不少新平台的试水，

如抖音、快手平台的直播。“之前我们对私域

流量就比较重视，一直注意积累粉丝，并维

护会员黏性。前期通过活动等吸引到精准

度非常高的用户群体，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因此我们的私域流量相对转化最好，但其他

平台就不会那么轻松。”李苏皖表示，“任何

一种业务的开展和运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蓄势和积累的过程，目前看，新平台的

作用还是宣传大于营收。”

线上线下

联手寻求出路

“之后我们可能需要面对一定程度上

防疫常态化的状况，这个没法逃避，必须去

面对。”作为独立书店的创始人，李苏皖感

受深刻，“这对书店以及所有的实体都是挑

战，怎样在减少接触的情况下依然提供优

质的服务和体验？怎么让线下的环境和空

间更令人放心和踏实？这会带来很多商业

的变化。”

但与此同时，她也表示，有些体验依然

是线上无法取代的，加之疫情时期的孤寂感

空前，很多人也更渴望现场和线下。“只是大

家对现场的要求一定会提高，包括空间使用

密度、一些常态的消毒措施、更加细致体贴

的个性化服务等等。可以说这次疫情，加快

了实体书店再次迭代升级的速度。线下不

会消失，它只会更好，不过可能也会更少。”

谈到实体书店的未来，李苏皖表示，一

方面会通过线上的多种形式让优质内容被

更多的人看到，这也会带动线上会员的发

展，实体书店通过线上的扩散可以为更多人

提供精神和文化的服务；另一方面，书店的

线下空间也会优化，会更加扎根社区，服务

也更加个性化。在线上线下的共同加持下，

实体书店会站得更稳、走得更远。

书店开启“外卖”业务既是救急也是转型
本报记者 崔 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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