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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四月天，最美读书时。4月23日，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开卷有益，是亘古不变的阅读话题，今年世界读书日
的主题是“让思考成为习惯，让阅读伴随人生”。被视为后阅读时代的当下，什么样的人还能坚持翻阅散发油墨香的书书籍？动辄以千万
计数的图书馆、阅览室，是否还挤满渴望畅游书籍海洋的人？在线听书、在线看书，移动互联网带来的便利怎样改变阅阅读习惯？在世界
读书日到来之际，本报推出“阅见未来 世界读书日特别策划”，关注阅读世界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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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阅读小组里的50多万种“个人阅读方式”

手机和书本之间的极限拉扯
要不是收到了手机账户的扣费短信通知，张良已经忘记了自

己还有一个kindle电子书。每个月扣费12元钱，也提醒着张良该看
书了。

“看书好难”，尤其是在手机电量满格的前提下。豆瓣上有3000
多个以读书为主题的小组，其中人数最多的读书小组光看名字就
觉得“读书难”：“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小组里有598833个成
员，他们自称为“书呆子”，在手机和读书的拉扯中，试图找回生活
的控制权。

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人们徜徉书海，享受阅读的快乐。 新华社发

记者 郭春雨

拿起书，就想睡觉
拿起手机，人就精神

静下来看一会儿书有多难？
按照计划，张良想在3月份

看完两本书：《悲惨世界》《百年
孤独》。如今4月也快要过完，只
勉强打卡完《百年孤独》。“人物
关系太复杂了，那个名字太长
了，我经常看着看着就忘了前面
说的是啥。”张良说，自己强迫每
天睡前看50页书，但是每次一拿
起这本书，看了没有5页，眼睛就
睁不开了。

“拿起书，就想睡觉；拿起手
机，人就精神。”张良说，在这种

“极限拉扯”中，自己用了一个多
月的时间，才勉强看完了《百年
孤独》。

书是看完了，能记住哪些内
容？“大体故事能记住，但是我直
到看完整本书，都没弄清楚书里
的人物关系。”张良觉得这本书
对自己来说可能有点困难，因为
长期的手机阅读习惯，已经无法
让自己集中注意力，从而记住书
中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冗长的故
事线，“没有办法静下心来看会
儿书，总是忍不住就去摸手机”。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和书里
的内容相比，手机里的每一个
App都感觉很好玩——— 大数据
算法之下，手机所传播的每一个
信息似乎都精准地控制着兴趣，
吸引和刺激到神经感官。张良
说，相比手机带来的刺激，读书
给予的平静和思考，是任何电子
产品所不能带来的体验。为了读
书，他跟几位关系不错的朋友成
立了一个“读书微信小组”，每天
在群里打卡进度。开始时大家还
都比较自觉，群里也比较活跃，
但没过多久，大家就“默契”地不
再说话———“当初许下的豪言壮
志都纷纷打脸了，还有啥好意思
说的。”

“阅读难”反映在数据之中。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成年国民
人 均 每 天 手 机 接 触 时 长 为
100 . 75分钟，人均每天电子阅
读器阅读时长为11 . 44分钟，人
均每天接触平板电脑的时长为
9 . 73分钟。

在此之前，第十七次全国国
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成年
人纸质读物的阅读量、阅读时长
均有所下降。2019年，成年人人均
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 . 65本，略低
于2018年的4 . 67本。人均电子书
阅读量为2 . 84本，较2018年的
3.32本减少了0.48本。

调查还显示，成年人人均每
天读书时长为19 . 69分钟，比
2 0 1 8年的1 9 . 8 1分钟减少了
0 . 12分钟，仅一成多（12 . 1%）国
民平均每天阅读1小时以上，与
2018年基本持平。对比鲜明的
是，2019年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
机接触时长为100 . 41分钟，人
均每天读书时长不到其中的五
分之一。

买书的过程很快乐
看书的过程很痛苦

“买了以后看”
“会不会看？”
“不知道”。
在人数超过50万的“买书如

山倒，读书如抽丝”豆瓣小组，简

短的几句介绍，描绘出了目前大
部分人的阅读状态：“买书时总
有一种囤积的热情。阅读时却总
没时间、没心情、没机会、没耐
心……所以，这里只谈买书和藏
书：看与不看，再说吧。”

50多万个“豆友”，有50多万
种阅读习惯。在这里，他们讨论
着哪个平台买书更为优惠，哪本
书值得阅读和收藏，当然，还有
就是绕不开的“读书困难”话题。

“我买书的过程非常快乐，
看书的过程就很漫长痛苦。”李
林告诉记者，自己买书的欲望远
远大于读书的欲望。从精心整理
书单、下单、到购买、放到书架
上，感觉自己完成了这个过程
后，就已经完成了这本书的阅
读。

“我家里很多书，有的连包
装的塑封都没拆。”李林说，自己
几乎每个月都拿出100多元钱买
书，喜欢的书千千万，但真正翻
开看的没有几本，“有一次我又
往家拿快递，我妈看到问我，你
又不看书，买这么多书干吗？”李
林的回答是“买了以后看”，但

“以后”是什么时候，他也拿不
准。

这样的对话经常出现在李
林的日常生活中。实际上，对于
阅读，已经从“阅读这件事本身”
逐渐演化成为“改变自己的第一
步”。豆瓣小组的很多人对阅读
给予了不同的功能性希望，有人
觉得自己“没有主见，希望通过
看书提高自己，能够有独立的思

想”；还有人希望缓解焦虑，能够
通过阅读“让日子静下来”；还有
人觉得看手机的时间太长，感觉
不仅是精神绷不住，眼睛也熬不
下去了，“希望有人一起打卡看
书，远离手机”。

豆瓣的小组人员来来回回，
很多帖子在更新了一篇“开始阅
读打卡”之后就沉寂下去，不再
有下文。

守住阵地
如同长辈戒烟

在书和手机的极限拉扯中，
“豆友”绵羊算是守住了“阵
地”。作为豆瓣读书小组的一
员，绵羊觉得自己重建阅读习
惯的契机，源自要从碎片化的
信息中抽身出来，慢慢摆脱对
手机的依赖。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花在手机和网络上的时间越来
越多。每天工作疲惫不堪，回家
除了瘫着外只想刷手机，这是
一种漫无目的的‘刷’，我并不
知道自己想刷出些什么，网络
大数据不停地把更新更好看的
信息捧到我面前，我的大脑来
不及反应，就开始不停地接受，
我的手更像被粘在了手机上，
根本舍不得放下。”绵羊说，
2021年，她开始改变，试着杂七
杂八随便看点书，并没有精心设
计书单，也没有十分看重书的价
值，只是开始让阅读成为生活的
一部分。

“通过阅读，确实在某种程
度上缓解了焦虑，也抵消了一部
分玩手机的时间。年底回顾时，
我惊讶地发现仅仅是从玩手机
的时间里分出一些，积少成多
也足够看不少书了，可见以前
所谓的‘没时间’不过都是借
口。”随后，绵羊开始逐步有意
识地进行阅读时间的调整，在
培养起初步的阅读习惯后，她
加入了一个“打卡读书群”，每
天阅读20分钟，一天不打卡就
会被踢出群。

为了“不丢掉2元钱的进群
费”，绵羊在和群友的互相监督
鼓励中终于坚持下来，完成了
令人欣喜的第一次“全勤”。不过
她很快就发现，这样的“打卡阅
读”虽然让她的阅读速度急速提
升，但没有留出足够的时间整理
思绪，遗忘的速度更快。

在完成一个月的打卡任务
后，绵羊没有继续参加20分钟挑
战群，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记录
阅读进程，并开始尝试做月度读
书笔记整理，并从阅读中开始整
理自己的书单。在今年2月份，绵
阳完成了8本书的阅读，她把书
单和心得发布到豆瓣上，和“豆
友”们一起进行书籍的共享和阅
读。3月份，绵羊读书打卡天数为
25天，完成书籍阅读9本，并且还
吸引了一批和她有同样兴趣的

“豆友”，一起互相鼓励着打卡阅
读。

阅读书单的更新，能坚持多
久？绵羊不知道。在戒掉手机、摆
脱碎片化知识，重新开始阅读的
这个过程中，绵羊说，感受到了

“长辈戒烟”一样的难处。

从电子市场的包围中
找回生活主动权

同样是守住了“阵地”，王凯
的 阅 读 习 惯 从 书 单 开 始 培
养——— 一开始，他会选择相对简
单的短篇小说进行阅读，随后慢
慢换到中长篇，在觉得自己能够

“坐住”以后，再开始切换成长篇
小说，并且加入一些历史、文化
类的书籍阅读。

“我有一个不玩手机的秘
诀，就是卸载抖音。”王凯说，为
了不让短视频“争夺”自己的时
间，自己手机上没有安装任何视
频软件。“我以前经常刷手机不
停，好几个小时一晃就过去了。
那段时间，我觉得眼睛疼，头也
疼，而且严重影响了我的睡眠。”
王凯说，自己重建阅读习惯，大
概用了两个月时间，“就跟减肥
一样，觉得很难，实际上当你看
到自己每次都在进步，那种成就
感是刷手机代替不了的。”

既然放下手机、拿起书本
这么难，那阅读有什么用？“我
觉得增长一些系统的知识仅
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阅
读这件事本身就在重塑我的
生活秩序。”王凯说，从阅读中
找到乐趣、获得成长，看到自
己的进步，这是一种“从电子
市场的包围中，逐渐找回生活
主动权”的过程。

对于阅读的意义，绵羊描
述得更为文艺：“阅读是另一剂
良药，给了我独自一人也不会感
到孤独的勇气，我从书里汲取我
需要的养分，在这个春天和植物
一起生长。”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
“张良”“绵羊”为化名。 编辑：于海霞 美编：继红 组版：刘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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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康宁

4月22日上午，省政府新
闻办举办新闻发布会，邀请

有关部门解读《关于
统筹推进全民阅读
工作的意见》，介绍
全省全民阅读工作
有关情况。据了解，
我省将实施“五位一
体”统筹改革，实现
公共阅读资源的有
效整合。到2025年，
全省建成不少于800
家城市书房。

据介绍，《关于
统筹推进全民阅读
工作的意见》提出了
进一步做好全民阅
读工作的总体要求、
基本原则、主要目标
和重点任务。其中提
到，我省将实施“五
位一体”统筹改革。
以图书馆为主体，图
书馆总分馆、农家书
屋、社区书屋、城市
书房、新华书店等阅
读设施为载体，建立
统一管理系统，采取
出版物统一编目、通
借通还和人员统一
培训，实现公共阅读
资源的有效整合。推
广“读者选书、图书馆
买单、新华书店服务
运营”模式，将图书采
购权交给读者。将农
家书屋、社区书屋、城
市书房等建在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内，整合资源、共

享使用。推广“志愿+阅读”服务
模式，组建阅读志愿者队伍。这
些改革举措，将进一步打通不
同阅读设施之间的壁垒，最大
限度方便群众阅读。同时，在车
站、机场、码头、游客中心等公
共场所，布局建设图书角、阅读
书吧、漂流书屋、智能化终端图
书借还设备等便民阅读设施。
到2025年，全省建成不少于800
家城市书房。

关于优质阅读资源全民
共享，我省将开展几项重点活
动，其中包括举办“齐鲁书香
节暨山东书展”、召开首届山东
省全民阅读大会、实施“书香山
东·数字阅读”共享工程等。“齐
鲁书香节暨山东书展”将展出
20万种图书、电子音像制品、特
色文创产品，向广大读者发放
100万元惠民书券。“书香山东·
数字阅读”共享工程采取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农村、社
区、家庭、学校、机关、企业、军
营、景区投放数字阅读二维码，
在有条件的场所建设有声书
房，向全省居民免费提供3 . 8万
册图书、3100种期刊、10000集视
频讲座、5000集听书、400门文化
慕课，读者可通过手机扫码免
费共享、免费听读。此项工程已
纳入省政府《2022年“稳中求进”
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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