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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介

《偷书贼》是澳大利亚小说作家马克斯·苏萨克的
作品之一，这是一个文字喂养人类灵魂的故事。本书
用死神作为第一人称，讲述了“偷书贼”莉赛尔的故
事。

1939年的德国，9岁小女孩莉赛尔和弟弟在战乱
中被迫送到寄养家庭。莉赛尔是个孤苦的孩子，父亲
被打上了共产主义者的烙印，被纳粹带走了，母亲随后
也失踪了，弟弟不幸死在旅途中。莉赛尔在弟弟冷清
的丧礼后，得到了她生命中的第一本书：《掘墓人手
册》。

莉赛尔所寄养的家庭不怎么宽裕，但有一个很和
善的妈妈，有一个教她读书认字教她关怀与爱的爸
爸。在寄养家庭里，养父为了让她安眠，于是为她朗诵
手册内容，并开始教她识字。从此，文字的世界向这个
小女孩敞开了大门。

在弹奏手风琴的养父的帮助下，尽管生活艰苦，莉
赛尔却发现了一个比食物更难以抗拒的东西——书。
她忍不住开始偷书。莉赛尔，被死神称为“偷书贼”的
可怜女孩。

在那个连生存都成为难题的战乱年代，阅读让莉
赛尔熬过了现实的苦难，也不可思议地救赎了周围同
样承受苦难的人们。她用文字安抚了恐慌，给了人们
生活的力量和勇气。

莉赛尔的阅读旅程中，文字的力量和想要用文字
表述的渴望在她小小的身体里从此生根，长成了一棵
参天大树。

文字是这个世
界对我们最好的馈
赠，它不仅能治愈
人心，更能拯救灵
魂。而书的存在就
是为了记录一些
事，影响一些人，我
们面对的，就是那
些被影响的人和被
倾诉的故事。

阅读让我在冷
硬的世界里，看到
温暖的心灵散发出
的魅力；阅读是继
承和发散我们人性
中美好那一面，并因此让人们相信爱和善的力量；阅
读，让人们得以愿意进入一个值得品味值得期待的未
来。

《偷书贼》不仅带给我们在物欲横流世界中坚持阅
读的信心和力量，更能引发许多思考和感受。它所承
载的精神世界是美丽而丰盛的，值得我们一读再读。

阅读的力量
——《偷书贼》读后感

记者 朱亚平

用原韵英文重现唐诗之美
内容简介：唐诗简洁

而华丽。《一日看尽长安
花：英译唐诗之美》独辟蹊
径，试图通过英文重塑唐
诗的美态。译著者何中坚
选取了203首英译唐诗，按
原诗韵律押韵，保留其精
髓，用英文重现唐诗之美。

《一日看尽长安花：英
译唐诗之美》精选203首英
译唐诗，其中很多是家喻
户晓的名作。译者采用创
新的翻译手法，以英语重
塑唐诗的美态。既保留唐
诗动人的特质，又忠实地译出原意。其独特之处在
于，英译诗篇与原诗以同样的方式押韵，以达到英译
本如同原诗一样优美、音韵和谐、悦耳。

将古典诗词翻译成英语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
工作。何中坚表示，他做此项创新的翻译尝试，除
去个人对中国文学的热爱，更渴望向全世界，特别是
向我国年轻的一代，展示唐诗的美妙传神之处，从而
激发他们对传统中华文化的兴趣。

《一日看尽长安
花：英译唐诗之美》

一个人越是成功，所遭受的委屈也越多。所以
不能太在乎委屈，你要学会一笑置之，学会超然待
之，学会转化势能，学会在宽容中壮大。

——莫言

中国有一种比其他国家更加优越的资源——人
力资源。经济学史家德·弗理斯总结说：近代资本主
义人力资源有三大特征，即工作勤奋、重视教育、具
有商业精神。他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在18、19世纪欧
洲诸国的竞争中胜出，就是因为英国的人力资源有
这三大特点，而这三大特点是资本主义成功的关
键。而中国的人力资源就具备了这三大点。

——《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

欧洲人观察了上千年，见到的天鹅全部都是白
天鹅，于是总结得出结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后
来欧洲人发现了澳洲，一上岸竟发现有黑天鹅。只
是看见一只黑天鹅，这个事件就足以推翻几百年来
数百万次观察总结出来、一直信奉、一直灵验的历史
结论。这类极少发生而一旦发生就会有颠覆性影响
的事件就是黑天鹅事件。几乎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
是由极少发生但是影响重大的震动和飞跃产生的，
而同时几乎一切关于社会生活的研究都聚焦于“正
常”，尤其是采用“高斯曲线”的推论方法，你会什么
真相也看不到。为什么？因为钟形的高斯曲线忽略
大的离差，无法解释它们，但还要让我们相信不确定
性是可以控制的，我在本书中戏称它为“智力大骗
局”。 ——《黑天鹅》

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而维护着的社
会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
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还是整个民族的“过去”
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
用的、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础。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
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
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
享受的生活。 ——费孝通《乡土中国》

对读书，民间多有热议。
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读
书，甚至出现了争议：有人说，
互联网时代，降低了读书的门
槛，扩大了信息获取量，能够
随时随地便捷读书；有人认为
互联网时代，大家都是读屏阅
读，属于浅度阅读，不如抱着
纸质书进行的深度阅读。

一时间，关于怎么读书引
发了众多读者的讨论。其实，
读屏也好，读纸质书也罢，其
本质都是在获取信息，无非是
获得信息的深浅区别，没必要
争执于读书好与坏，毕竟读书
是件私人的事，更是件挺享受
的事。

读书是件私人的事。不
论大家是功利化读书，还是碎
片化读书，抑或是浅度化读
书，都是自己为了获得书中的
知识和信息。而获取信息无
非有两大用途，一则是用信息
来指导实践工作、生活，一则
是用信息满足精神需求。我
们放眼周边，这样的读者确有
不少，他们读书读皮，看文看
题，等发现感兴趣的文章、有
作用的书本，才跳跃性的浏览

一番。
虽说，读书是件私人的

事，但更是件享受的事。当读
书不为有用，只为兴趣使然，
或沏一杯茶，或点一杯咖啡，
在家中或在书店，抱着书本细
细品读，全身心徜徉在书本情
节之中，惊喜感受于长见识之
中，满足于精神焕然一新之
中，顿时感觉工作的事儿抛一
边，烦心的事儿全闪开。

从阅读的享受而言，精阅
读确实好过浅阅读，在不知不
觉中，即涨了知识，又陶冶了
情操。其实，这方面也有科学
家研究过，认为精读是一种整
体性、系统化的阅读，有助于
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和全面掌
控能力，而浅阅读属于一种碎
片化阅读，不利于人们对知识
的系统化。

无论深度还是浅度，终归
是在读，至少要好过不读书
吧！

读书是件享受事
记者 甘青

看着那些坏在大街上的共享单
车，人们难免担心，“借书人”是否会
遇到共享单车面临的问题，直面国民
素质与现代共享服务之间的落差？

陈东赞介绍，“书的共享比单车
要好得多，因为爱读书的人群素质
大都不会差。”

根据借阅规则，图书破损要自
愿支付一定数额的破损费，截至目
前，已有400多笔支付记录。

一年来，明显不爱护图书的例
子只有两个。“到目前为止，我们还
没有发现一例在书上写写划划的情
况，还过来的书大多是正常的翻阅
痕迹。”陈东赞说，有一次，一位用户
支付了三十元的磨损费，他说并没
有弄坏书，支付磨损费只是表示对

“借书人”的支持。

陈东赞说，“借书人”提供的是
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正常的社会服
务。近几年来，电子商务在中国发
展迅速，已经培养了大量用户接受互
联网服务的习惯。其实“借书人”逐
渐走向正常运营的推动力，就是用户
的信任，“我们不走淘宝那种第三方
担保的模式，用户支付的借书押金直
接进入公司的账户。这种被用户信
任的感觉非常好，我们有一种本能的
责任给用户提供最好的服务。”

目前“借书人”的平台上已经有
“书友”的简单功能，你可以查询每
一本书的借阅者，与他取得联系，相
互转借图书，节省借还书的费用。
同城或同社区的书友越多，平均到
每个人的借书费用就越低。

“所以，我们的发展策略只能是

滚动发展，稳定增长。”陈东赞说，
“借书人”是否能够顺利地持续经营
下去，关键在于能否找到一种方法，
对社会闲置图书做一个动态分配，
让每一本书都不会在一个人的书架
上长久地睡大觉，“所幸的是，这个
方法，我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

“借书人”最想要的客户是有着
长久阅读习惯的人。提倡全民阅
读，提高中国人的阅读素养，这是中
国的大环境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
一家商业运营的小公司，所能做的
是用商业的方式服务好爱读书的
人。我们不是在做公益，我们必须
要赚钱，必须探索出一条与读者共
赢的商业模式，这样才可以持久地
运营下去。”陈东赞这样总结。

（本报综合）

用商业的方式服务读书人CC

“借书人”平台创始人陈东赞是
个书痴。2007年，陈东赞在哈尔滨
开了一家书店，谁知风云突变，网上
书店横空出世，让他的书店梦破
碎。但他和书的缘分永远在，即便
在国外做生意，他在国内的朋友也
会寄来成箱的书让他过瘾。

时隔近10年，陈东赞对书的痴
迷再次找到了突破口。他琢磨，在
图书馆借书、还书，路途奔波不说，
还得受借书数量、借阅时间限制，如
果这些限制都不存在，让人痛痛快
快借书看该有多好。

朋友间凑了 50万元，一个叫
“借书人”的微信公众号诞生。在历
经3个多月的技术开发后，借书平
台于去年3月破土而出。

朋友们并不看好，他们嘀咕，
“如今这年头，谁还会看纸质书！”

陈东赞偏不信，他拿着印有“借
书人”二维码的书签来到图书馆门
口发放，谁知当天晚上就有人下了
单，一位叫“远方”的读者借了一本
书《你是哪里人》，这比陈东赞预估
的时间提前了好几天。

在这个“云端图书馆”借书，不
仅要缴纳和图书定价等值的押金，
还要支付快递费、包装费，等书借阅
归还后，押金全额退还。有读者计
算，一本书的阅读成本约有三四元
左右，比图书馆的借书成本要高。
但“借书人”另出一招，如果觉得不
划算，借来的书可以转借他人，让他
人代还，就省去自己寄回去的费用。

陈东赞回忆，最初一个月，他接
到订单后亲自担当快递小哥，从早
到晚坐着公交车飞奔在城市各个角
落，一天下来能跑十几个单。现在
借书最多的已借到了64本，支付押
金3000多元，“我们现在有七八千
本书，在外跑着的书有五千多本
呢。”

在“借书人”首页的借阅量排名
中，第一名是小说《解忧杂货店》，排
行前10名中有6本都是经典小说，
其他是历史、励志、传记类，基本上
和各大图书电商的销量榜差不多。
在电商挤压实体书店生存空间的当
下，“借书人”在寻找自身生存之路
的同时，也试着给公众提供第三条
路。

初心是“让人痛痛快快借书看”AA

上线一年，“借书人”现在的用
户群体大多是上班族和大学生，还
有宝宝妈妈们，年龄大多是80、90
后。性别上，女性占到64%。地域
上，无论是关注人数还是“借书人”
数，排名和城市的经济发达程度几
乎完全一致，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杭州、南京、武汉等经济发达地
区借阅率最高，北京的用户占十分
之一还多。

“借书人”的口号是“让每个家
庭都有一个装满三百本书的书架”。

以家庭为单位营建阅读惯性，
会自然地影响到下一代。陈东赞在
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家
庭用户，纸书由于不方便随身携带，
最适合的阅读场景就是家庭，摆在
书架上，随时抽出阅读。”

他说，对于有儿童的家庭来讲，

客厅里占据主要位置的如果是书架
而不是一台电视，对儿童的健康成
长要好得多。有些父母回到家就看
电视，却让孩子去学习看书，这样的
家庭教育能有好的效果吗？比如有
些用户借书时只借儿童书，这就说
明大人不爱看书，却让孩子看；而有
些用户就是大人和小孩看的书一起
借，想象一下，回到家大人就拿起书
看，孩子肯定也会学着拿起绘本一
起看，这样的场景不比一起看电视
好吗？

陈东赞憧憬说，我们假设中国
有一半的家庭，家里都有一个装满
三百本书的书架，放在客厅里取代
电视的位置，把电视放在一个专用
的房间里，叫电视房，从此书房的概
念消失，客厅就是书房。这样，一个
现代的大型住宅小区，一般有1000

到10000户，其总的藏书量就有30
万到300万册。如果都是“借书人”
的书，他们可以自由免费转借互换，
毫无障碍，不出小区，几乎所有喜欢
的书都能很快借到。“在这样的环境
下长大的孩子，想不喜欢书都难。”
他说。

“借书人”所代表的互联网借书
服务这条路，怕不怕有大量同类出
现？

陈东赞说，同类一定会出现，现
在已经有了，他们也是经营借书业
务。“一个创业人肯定有自己的一套
逻辑，这个市场是一个不确定性的
市场，风险很大，有太多问题需要解
决。如果有人想出了一套好的解决
方案，我们也会参考和模仿，互相参
照，共同成长，要比只有我们一家单
打独斗、摸着石头过河要好得多。”

假设一半家庭有个三百本书的书架BB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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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许多人已经
渐渐习惯用共享单车完
成“最后一公里”。图书
也能按照共享经济的思
维运作吗？如何让书在
不同爱书人之间流动起
来？

突破传统借书定
式，“借书人”在微信端
提供了一个借书服务的
公共平台。作为新模
式，“借书人”可以不限
时、不限量地借书，全国
送书上门。虽然前路还
需观察，但是80后的陈
东赞和他三位90后同
事做这件事的初衷和对
未来的设想，却可以被
清晰地勾勒出来。我们
每个人都有可能在这样
一幅未来的图景之中。

内容简介：由鹿晗、古
力娜扎主演的电视剧《择天
记》正在热播，吸睛无数，秒
杀了绝大多数卫视黄金档，
创造了话题与收视双丰
收。由猫腻创作的同名原
著小说的容量同样不可小
觑，架构宏大、情节跌宕，篇
幅长达400万字，从2014年
5月在网上连载至今，在读
者网友间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其作品网络点击率过
亿，评论超14万条，累计共获30万个收藏。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择天记》，是这部连
载三年的作品首次以全卷本（8卷）的形式出版，以
期完整呈现猫腻潇洒恣意、跌宕宏大的创作样貌。
这部小说的创作历时三年。作者将少年的成长纳入
其中，在虚拟的世界里架构起一个少年的江湖，热血
燃情，为了此生的目标逆天改命、破局一战。整部小
说酣畅淋漓，引人入胜，将世道人心、命运的跌转刻
画得惊心动魄，入木三分。 （本报综合）

《择天记》同名图书出版

《择天记》

火星移民作品奠基之作
内容简介：《绿火星》是

美国科幻小说大师金·斯坦
利·罗宾逊最负盛名的作品

《火星三部曲》第二部，该系
列包揽了世界顶级科幻大
奖——雨果奖和星云奖最
佳长篇小说的称号。

作为关于火星移民的
奠基之作，《火星三部曲》
堪称一部史诗般的巨著。
书中的故事跨越百年，讲述
了从2026年到2128年之间，首批地球移民在登陆火
星之后，是如何突破种种困境，将火星改造为适合居
住的家园。它不以刺激情节取胜，只凭硬知识烧脑；
它包罗万象，从自然百科到高新科技，从火星地理到
地球哲学，从政治到宗教，从人性到数学；火星的自然
景观、开拓者的雄心壮志，人与人的纷争，天和地的巨
变，通过作者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一一展现。

《火星三部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