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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阅读内容已下载成功

阅读，都是共同的“密码”
无论载体怎么变

“古代的竹简、丝帛，再到纸
本书、现今的电子书、听书阅读
器……这些载体随着时代的变
迁不断变化，为的是符合人们
的需求，尽管呈现的方式多种
多样，但内容才是读者最终关
注的。”在常州市新华书店总经
理何志峰的眼里，阅读早已走
出方式之争，无论是技术模式、
名家模式、少儿模式，还是惠民
模式，都是阅读新方式的探索。
何志峰介绍说，走进“阅时

代”，无论是电子书，还是纸本
书，都在不断进行变化。科技的
发展，令数字化阅读更加个性
和多样化。纸本书也同样并非
一成不变，今后的趋势是，一部
分纸本书将更为注重图画的运
用，一大批图文并茂的纸质书
将涌现。这种形式主要用于儿
童绘本以及菜谱、手术图谱等
生活类用书，这些书中，图画的
篇幅将大大增加，虽不一定追
求声光电，但文字将成为帮助

理解的注释。
记者在街头、图书馆、书店

随机采访了10位市民，所有人
都认为应该怀有一份爱读书的
情怀，读书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
式。大多数人都表示，自己更喜
欢“读”“说”“动”多管齐下的阅
读方式。市民蒋先生说，推广全
民阅读，也要根据不同读者的特
点和阅读需求推出读书、讲座、
展览、活动、数字阅读等“立体式
阅读”，让阅读变成一种享受。

常州晚报和常州市社情民意

调查与评价中心联合主办!

常州社情民意

电子图书的市场每年都在扩大
从实体书到涉足网络，常州图书馆的跨界之路

“常州图书馆是为市民们提
供阅读服务的，既然网络阅读正
在不断兴起，而且数字图书资源
越来越丰富，我们也需要把这种
新兴的方式传递给市民们。”市
图书馆副馆长梅耀国说。

常州图书馆旗下的“数字图
书馆”首创于2007年，从最初提
供单一的电子期刊，到2012年
通过资源整合，建起统一的网络
平台，经过多年建设，目前数字
图书馆已形成文献种类、学科门
类齐全的网络文献资源体系。

数字图书馆分为基于互联
网的数字图书馆平台、基于移动
通信网的移动图书馆和基于广
播电视网的电视图书馆，真正实
现了“三网融合”，“让您无论是
在PC上、移动设备上还是电视
上，随时随地能阅读、下载你想
要的内容。”梅耀国说。

目前，常州数字图书馆拥有
知网学术期刊9457种，万方学
位论文229.7万篇，龙源流行期
刊3200种，超星电子图书130
万册，书生电子图书30万册，尔
雅学术讲座 1524集等资源，涵
盖了期刊、电子书、百科视频、综
合学习等多个类别，“涉及到多
数市民阅读的方方面面。”梅耀
国说。

“畅销书由于受欢迎程度
高、售价较高，所以数字图书馆
平台上一般都没有。为此，我们
馆内还特别设立了一台触摸屏
仪器，里面分 12个类目，有
3000种热门书籍，每个月定期
更新200种。打开机器，每本书
的封面都清晰地呈现在屏幕上，
再扫下二维码，所有内容就可以
下载到手机中。”

据统计，去年常州图书馆共
流通纸质书100多万册，电子书
下载60多万册。“近年来，电子图
书的市场每年都在扩大，传统图
书的市场基本保持持平。”梅耀
国说，“从2012年的十多万下载
量，到如今的60多万，网络阅读
因其本身的优势，所以传播速度
很快。”
“与传统书籍相比，电子书

的优势在于出版周期短、成本
低。最直观的一点，就是市民不
用为了借书还书跑来跑去。”梅
耀国说。
“数字资源在成长，传统书

籍市场也在维持。从图书馆的角
度来说，在做好电子书的同时，
传统书也不能放弃。毕竟还是有
很多人办理借书证的目的就是
为了找寻一本好看的纸质书。”
梅耀国说。

常州晚报与常州市民调中心联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的
“互联网时代阅读习惯”调查结果显示

传统阅读仍是主流方式

其实，市民们选用不同的
阅读方式，有时是针对不同的
阅读需求。

随着网络的发展，信息的
时效性已变得立竿见影。互联
网以其在更新速度上无可比拟
的优势，牢牢霸占着不少市民
的心。所以，在问及网络阅读的
优势时，44.0%的受访者选择了
“更新速度快”这一选项。“信息
量大”是互联网的另一大优势，
占比为23.9%。其余还有选择
“成本低”的，为 17.4%，另有
14.7%选择了“阅读方便”“适合
传播”等优势。

在街头随机采访的市民
中，互联网的利弊清晰可见：
“一天中从互联网接受的信息
无数”“传播速度之快，覆盖人
群之广无法想象”，但也存在
“信息太多，被忽略的也多”“看
过就忘”等问题。

传统阅读方式，经过漫长
时光的洗刷，必定也有着自己

的优势。不少受访者看中它的
收藏性，选择了“容易保存”这
一选项，占比为31.7%；其次为
“质感好”，占比16.5%；选择“观
点独到，剖析深刻”的占比
12.0%，选择其他优势的占
39.8%，主要为“阅读体验舒适”
“不伤害视力”“适合中老年人”
等。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有意无意间，人们的生活习惯、工作方式都在
受着潜移默化的改变。在信息铺天盖地、高速覆盖的时代，在“世界读书日”即将来
临之际，常州晚报与常州市民调中心联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互联网时代阅读
习惯”调查，共完成有效样本 300个。结果显示，如今的时代，网络阅读高速发展，
但选择传统阅读方式的仍旧超过半数。

调查结果显示，互联网阅
读在近几年不断呈现上涨的趋
势。就现状来讲，四成受访者的
主要阅读方式为互联网阅读。
其中，28.3%的受访者表示，近
几年才接触到网络阅读，也有
27.3%的受访者接触网络阅读

的时长超过了10年。此外，接
触网络阅读3到5年的和5到
10年的比重分别为 22.3%和
22.0%。不可否认的是，“网络大
军”正不断扩大。

值得一提的是，移动终端
的发展，加速了网络阅读前进

的脚步。六成受访者表示，网络
阅读设备首选手机。

网络阅读量增加的同时，
传统阅读仍是大多数常州市民
倾向的阅读方式。调查发现，近
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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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民更倾向于
“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

立体式阅读，可变的花样很多
用耳朵聆听，用心灵感受，同样能起到阅读的效果

儿童文学作家郁雨君又要来常州了！4月下
旬，这位深受学生们喜爱的“辫子姐姐”就要走进
清潭、花园、朝阳桥、魏村等地的小学，跟小读者
们面对面，就阅读、成长、青春等主题倾心交流。
曹文轩、秦文君、汤素兰、沈石溪……这些在

孩子们眼里原本高不可攀的著名作家们已经连
续10年参加“校园人文行”活动，与小读者们谈
写作、聊阅读和人生故事了，畅聊中，孩子们享受
这由阅读勾连起的动人氛围，也让作家实际地感
受到辛勤工作的意义。

阅读，不仅仅是手捧着纸质书或者手机，有时，手中无书，只需要用耳朵去聆听，用心
灵去感受，也是一种阅读。

“周末，陪着宝宝一起来找《青蛙王
子》！英文绘本故事讲座在周六上午十点举
行哦！”4月16日，常武购书中心的微信公
众号中，发出这样一条信息。刚刚推送成
功，幼儿的家长们就争相报名，很快名额就
满了。

常州市新华书店工作人员透露，“听老
师讲绘本故事”从去年3月份开始免费举办，
新华书店专门开辟了一块场地，每周挑选一
本经典的绘本，在老师的带领下，家长和孩子
们共同分享多种形式的阅读过程。现在已经
聚集了一批铁杆小粉丝，每次活动，场地都被
大伙儿挤得满满当当的。
“场地就那么大，名额是有限的，因此每

次报名就像是秒杀。”家有5岁宝宝的周女士

几乎每周都会带孩子来听故事，她透露，自己
从去年下半年在家长群里知道这个活动，来
了一两次，孩子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自己也开
始不自觉模仿老师讲故事给孩子听。
简单的故事配上颜色鲜艳形象生动的图

案，在老师的演绎下，故事变得生动而充满想
象空间。阅读过程中还有提问、做游戏、唱唱
跳跳等互动，在嘻嘻哈哈间，就把安全、卫生
等常识轻松搞定。
“参加绘本阅读的孩子们大多处于幼儿

阶段，要这么小的孩子捧本书安安静静地看
下去，不大现实，而这种形式，有互动和体验，
阅读就成了一件好玩的事。”周女士说，在阅
读中与孩子共同成长、彼此引导，是她最大的
收获。

传统阅读仍是主流阅读方式

网络阅读重“快”、传统阅读重“存”

这位读书达人，从小时候读第一本书起

没看书的日子只有两三天

成千上万阅读量的累积，
不夸张地说，张杰绝对是个博
古通今的高人。但也许是个性
使然，他从不在人面前滔滔不
绝。不过在采访中，每每遇上
要表达自己观点时，张杰总会
不自觉地冒出“孔子说过”“项

莲生写道”，让常州晚报记者
不禁汗颜与读书达人之间的
差距。

看过郭敬明、韩寒、安妮宝
贝，看过黄仁宇、唐德刚，也看
过弗洛伊德、柏拉图、尼采，达
人的领域涉猎之宽让普通人为

之惊叹。不过张杰却说，“读得
多了才能更好地选择自己想要
的。现在的我，更喜欢语言平实
但信息量大、内容精彩的书。”
“爱读书就是，你明知道不

能从中获取很直接的利益，却
还是乐意为之。”张杰说。

电子书下载触摸屏展示了

每本书的封面

虽号称是图书馆，可在“真人图书馆”现场，
有可能你找不出一本图书。
“真人图书馆如同打开一本会说话的图书，

阅读者读的是他人的经历、故事，分享者分享的
同时，也收获了更多思想深层的东西。”90后女
孩邵麒是运河五号创意街区的一名工作人员，也
是真人图书馆的资深读者之一。
这种形式源起丹麦，2009年传入中国，已经

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思想认同并参与其中。
在运河五号创意街区，真人图书馆已经举办

3期。户外登山控、迷恋老建筑的摄影家、80后乱
针绣传承人……这些不同人生经历的人被邀请
来，与各行各业的人面对面沟通，以这种形式来
完成“图书”的阅读。

每个人都是一本大书，很多时候，这种无字
的书更令人寻味。这也是分享者———80后乱针
绣传承人吴澄在分享结束后的感受。
今年3月15日真人图书馆活动中，吴澄根

据PPT娓娓道来自己传承传统技艺并树立品牌
过程中的故事。这其中有历程、有感慨，也有挫折
和困惑。一场活动下来，不过两三个小时，分享者
和倾听者都意犹未尽。
在座的听众有学生、艺术院校老师、投资人、

民间传统手艺的爱好者，大家纷纷从自己的角度
对她提问，并给出自己的建议，读者中间也展开
了一场思想的碰撞。吴澄感慨这场活动不仅给了
志同道合的人一个交流的平台，在深度交流中她
也收获了很多反思。

校园人文行 享受阅读勾起的动人氛围

真人图书馆 打开一本会说话的图书

海贝读书会，一个搜罗全常州书友的群体，目前拥有群成员 312名。
张杰，该读书会里阅读量排名前几的“达人”。其余会员推荐他时，颇有些
“高手中的高手”意味所在。大概是因为，阅读于他而言，已经和生活完全融
为一体。

张杰，三十而立的年纪，理
科男一枚，做着与阅读和文字完
全不相干的工作，但在他的印象
里，“从小时候阅读第一本书起，
没看书的日子只有两三天。”

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在 10
岁的时候走亲戚，“去了之后才
发现，家里一本书都没有，而且
亲戚家没有小孩，连课本都看

不着，”张杰说，“说实话，那天
真的是憋了一天，觉得完全没
有事情做。”
军训的时光也让张杰“备受

煎熬”。“军训过的都知道，白天
一直在训练没有空闲的时间，晚
上9点训练完，10点统一就寝。除
去洗漱的时间，睡前就是看书，
也不为什么，多年来已成了习

惯，也更好入眠。”就是那每天一
二十分钟的时间，张杰在军训期
间读完了一本《浮士德》。
这样爱看书，竟是宅惹的

“祸”。张杰说，从小到大，自己
就不爱出去玩，觉得挺麻烦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读书比什么
都省钱。出去玩一趟的钱，都够
买好些书了。”张杰说。

“念书的时候，经济能力有
限。那时候看书多是借的，或者
同学间互相交换。而且资源很
有限，基本是逮到什么看什么，
所以也看了不少写得很烂的
书。”张杰笑说。后来，有了独立
挣钱的能力，经济条件也慢慢
变好，张杰就开始买自己喜欢
看、内容好的书，经常成套成套
地买，一年要买200本左右。
在家的时候，张杰总是会

习惯性地翻开纸质书。哪怕只
是看上一小段，也要拿到手边
来翻一翻。不过，随着网络的发
展，他也不可避免地开始在网
上阅读书籍。“网络阅读能将零
散的时间都利用起来，就我自
己来说，如今在手机上阅读的
时间越来越多。”
对于网络阅读“方便”的特

性，张杰深有体会。“在我六七
岁的时候，看过一本武侠书。那

个年代武侠书很多，有些很劣
质，内容也多半是乌七八糟的。
记得当时那本书看了上册没有
下册，书名也不记得，就记得主
角的名字。有一天心血来潮，想
看看这书的结局，就在网上用
主角的名字搜索，居然真的找
到了电子版，连我自己都吓到
了。不过最终因为内容太糟糕
还是没有看完，但是网络真心
太强大了。”张杰感叹道。

爱看纸质书，但网络带来了更多方便

达人的“读书观”

印象里，没看书的日子只有两三天

亲子阅读活动 家长与孩子在阅读中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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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看纸质书、电子书才算阅读？不，它有着更多的方式，能够给你多样的体验

在互联网环境下谈论阅读：
这是件充满个性的事

本版文字 王晨 顾亚萍 董逸 刘懿

本版图片 董逸 刘懿

阅读，伴随着我们成长和生活，成就了每个人的思考方式和生活习惯，也为城
市的风度和气质点亮了一盏明灯。

听老师讲绘本故事、真人图书馆、文学名家进校园……这些散在各处的阅读
方式如城市的点点灯火，吸引着不同的人群。这些层出不穷的阅读方式和体验，给
了阅读者立体化的选择和个性化的定制，它们既有传统阅读的特点：思索、沉淀、

聆听他人的思考方式、理解另一种思想；也灌注了互联网思维：完全开放，在沟通、
互动、体验中，以一种思想去撼动另一种思想。

4·23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一起来跟着常州晚报记者，看看互联网时代下的
常州人阅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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