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 失 启 事
▲宁波金昌电子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章壹枚，声明作废。
▲余姚市丈亭镇梅溪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遗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
记 证 正 本 壹 本 ，号 码 为 ：
N2330281728110261C，声明作废。

▲余姚市精武体育会遗失社会
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壹本，号码
为：浙余社证字第028013号，声明
作废。

▲余姚市光辉岁月娱乐会所
（普通合伙）遗失卫生许可证壹本，
号码为：（浙）卫公证字（2019）第
330281020319，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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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止 公 告
本公司原定于2021年4月27日上午9:00-10:00

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举行的新市花园住
宅、附属用房，汝湖路商铺拍卖会，现因故中止拍卖，
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联系电话：13905844069

宁波江南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4日

■新华社记者 孙丽萍 蔡馨逸
张超群

4月 23日是世界读书日。世
界读书日的传统据称来自西班牙。
勇士屠龙救出公主，公主则回赠一
本书，以此象征“胆识和力量”。

如今，现代人的生活日益被手
机绑架，书卷里的“胆识和力量”
成为奢侈。网络时代，我们能否每
天放下手机半小时，回归宁静愉悦
的“慢阅读”？

世界读书日：一场
放下手机的“阅读实验”

为迎接世界读书日，一场颇具
话题性的“阅读实验”在西安举
行。陕西省图书馆邀请30名读者
完全放下手机，埋首阅读纸书。

没有手机接收信息的恼人滴答
声，没有屏幕时不时闪烁蓝光……
偌大的空间里，一切回归阅读最初
的模样。在一个半小时时间里，只
有翻书写字的细微声音间或打破宁
静沉谧的气氛。

连日来，陕西省图书馆以接连
四场读书“慢直播”活动，呼唤人
们回归深度阅读。在互联网的另一
端，上万名观众通过网络视频平台
观看了这次网络时代的阅读实验。
有人评论：“天堂，应该就是图书
馆的样子。”

“我们倡导的是专注、深入且
带有思考的阅读方式。”陕西省图

书馆抖音平台管理员张琛说。
23岁的西安姑娘甄婉君在两

场直播活动中读完了2本历史类图
书。平时习惯利用碎片时间在手机
上看书的她表示，强制自己放下手
机静心读书其实“很有必要”。“就
像吃饭需要细嚼慢咽一样，慢阅读
的‘吸收率’真的不一样。我发现
自己在专注阅读时，很自然地就会
拿起一支笔边读边记，所读过的内
容可以很顺畅地进入记忆。”

快“读屏”慢“读
书”，慢阅读有助于抵
抗焦虑

饱读诗书、腹有诗书气自华
……人们常以这些词句形容那些通
过阅读而内心充实、精神丰盈的人。

不过，与之形成强烈反差，
“读屏时代”的你我他，多数时候
都处于“吃不饱、看不够”的内心
焦虑、精神损耗状态。阅读专家指
出，长期手机阅读，人们的注意力
变得难以集中，沉浸式的、长时间
的慢阅读更加成为奢侈品。

刚刚发布的《第十八次全国国
民阅读调查》显示，手机阅读和网
络在线阅读是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
的主要方式。数字化阅读的主力人
群是18至49周岁的中青年群体，
同时越来越多的50周岁及以上的
中老年群体加入数字化阅读大军。

上海近日发布的市民阅读状况

调查也显示，人们“读屏”时间日
益超过“读书”。调查同时显示，
疫情期间65%以上上海市民发现
阅读有助于缓解焦虑情绪。

亚朵集团和北京单向空间合
作，在上海率先将书店开进了酒店
成为“网红”。亚朵集团新知社区
负责人舒卷发现，习惯于读屏的

“Z世代”年轻读者近年来对回归
纸质阅读也表现出强烈兴趣。与孤
独地抱着手机阅读相比，他们更期
待在书店遇见“有趣的灵魂”，寻
找属于自己的社群，以阅读抵抗孤
独不安、焦虑内卷等情绪。

有学者指出，在快节奏的网络
时代，所谓慢阅读并非单纯强调阅
读速度之“慢”，而是“追求阅读
的纯粹和它带给人的愉悦感”。

“好的阅读会让读者浑然忘
我，完全进入书本描述的世界中，
而脱离日常生活的包围。”作家赵
丽宏说。作家周立民认为，慢阅读
和深度阅读不是刻意为之，一个人
内心真正安静下来，就能自然进入
这种阅读状态，“像一个饥渴的人
遇见水和面包。”

回归慢阅读：你的
“内心”更强大了吗？

回归慢阅读，归根到底源于国
人对阅读品质提升的追求、对更美
好生活的向往。

让“读书”和“读屏”一样随
时随地——不少省份近年来都在完

善阅读环境上下足力气。优质阅读
内容和各具特色的阅读空间随着公
共文化服务水平提升变得触手可
及。兼具“颜值”和“内涵”的实
体书店在全国各地大量涌现，吸引
人们打卡拍照之余，为爱书人营造
了美好的阅读环境。

在上海，实体书店为推动读者
深度阅读、慢阅读进行了许多尝
试：从邀请作家名人为读者开“有
营养的书单”，到举办马拉松式的
书籍朗诵活动，为读者设计充满惊
喜的“阅读盲盒”，甚至邀请读者
睡在书店里……

“我感到中国读者对阅读有着
巨大的热情。”日本茑屋投资（上
海）有限公司店铺制作人松尾祥平
告诉新华社记者，受到疫情影响书
店每天采取提前预约模式、限流
2000人进入，但预约名额总是被
快速抢完。

今年世界读书日，茑屋书店上
海分店设计了特别展览引导读者重
新“走进书的世界”。展览致辞写道：

“源自生活的种种思考和感悟凝聚
千书，成为支持更美好生活的力量，
吸引我们沉浸其中、汲取滋养……”

松尾祥平认为，阅读的“快和
慢”，是读者内心状态的映射,也是
读者内心做出的选择。“其实，比
起手机阅读的‘搜索－获得’，缓
慢地翻开一本从设计印刷到图片文
字都充满魅力的纸质书，像是一次
通往未知世界的、令人兴奋又期待
的‘探险’。”

新华社上海4月23日电

世界读书日，你“慢阅读”了吗？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
有雪，一年四季窗前过，皆是读书
好时节。

今天，第 26 个世界读书日。
“读书有什么用？”“我们为什么要
读书？”每年这时，人们总会谈及
这两个问题。其实，答案并不会因
为去年、今年、明年而有所不同。

读书，肯定不是人生唯一的出
路，但却是你驱散迷茫、对抗平
庸、找寻人生价值最简单也最公平
的方式。

“把书念下去，然后走出去”，
这几天一位博士的论文致谢触动到
许多人，靠读书他走出小山坳，冲
出命运的漩涡；外卖小哥雷海为，
在送餐或闲暇时读书不辍，战胜名
校学生获得 《中国诗词大会》 冠
军；二十多年前自学考上北大的张
俊成，靠读书逆袭为“北大保安第
一人”……读书可以增广见闻，知

识可以改变命运。但这绝不是读书
的全部意义！

既然读书未必能解决眼下的难
题，也不必然获得外在的成功，那
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因为，它可以
让你拥有内在的丰沛。从跌宕起伏
的人物传记里，你学会做人处事的
人生哲学；在荡气回肠的诗词文学
中，你汲取了拼搏奋进的精神力
量。书中有辽阔的世界、有趣的灵
魂、奇幻的旅程，一路走来，你会
发现自己变得阅历丰富、眼界开
阔、思想深邃、谦逊平和。终于，
在书籍这位最好的朋友带领下，你
有了即使深陷泥泞却依然仰望星空
的心境。这时，你便真正遇见了更
好的自己。

所以，认真捧读吧！别忘了在
精彩处写下心得，回头看那就是你
人生的四季歌。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一等好事是读书

新华社广州4月23日电（记
者 邓瑞璇 黄浩苑）在广州工作
的徐家颖下班后，在地铁里戴上耳
机，点开喜欢的有声书，一路听到家。

徐家颖说，两个月来，她已经
听了3本人文通识类的书，相比以
前无聊刷手机，充实了许多。

和徐家颖一样，如今听书成为
许多人的阅读新方式。随着手机、车
载系统、智能穿戴等终端设备的普
及，人们在通勤途中、开车出行、健
身、做饭、睡前等各种场景下，通过
听书来获取知识或是消遣。

音频分享平台喜马拉雅的数据
显示，2020年，喜马拉雅有声阅
读内容同比增长超63%，囊括人
文、教育、历史、科学等多种品
类。听书用户也同比增长超过
22%，其中80后到00后年轻用户
成为听书的最大群体，他们不但喜
欢网络小说，也喜欢《平凡的世
界》《小王子》《基督山伯爵》等经
典书籍。

如今，线下图书馆也在为读者
提供更丰富的阅读体验。从2013

年开始提供音频数字资源以来，广
州图书馆逐步拓展音频数字资源
库，用户通过网站、微信等渠道的
访问量和使用量也逐年增长。

“这些年音频资源的使用量快
速增长，尤其是手机端的比重逐步
上升，可以看出读者阅读方式的变
化。”广州图书馆网络服务部馆员
丘东霞说，图书馆选取的多为经典
书籍的有声书平台，希望让更多的
用户能够利用碎片化时间阅读高质
量的书籍作品。目前，图书馆的音
频资源得到了视障人士、学生等多
个群体的认可。“我们也会针对老
年用户展开培训，希望更多的读者
了解使用有声书。”丘东霞说。

在世界读书日前夕，广州图书
馆联合百听听书展开了一场“听读
经典”活动，听读金庸经典作品《射
雕英雄传》，感受豪气冲天的武侠世
界。观众还现场朗读创作自己的有
声作品，分享给更多的听众。“读与
听的互动体验进一步点燃了大家的
阅读热情，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充分
感受阅读的魅力。”丘东霞说。

有声书成为阅读新方式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记
者 王鹏 史竞男）第十八次全国
国民阅读调查结果 23 日在京发
布。调查显示，2020年我国成年
国民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
的 各 种 媒 介 的 综 合 阅 读 率 为
81.3%，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4.70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29
本，较2019年均有提升。

从不同媒介接触时长看，成年
国民每天手机接触时间最长，达
100.75分钟。此外，成年国民人
均每天互联网接触时长为67.82分
钟，比2019年增加了1.77分钟。
手机阅读和网络在线阅读成为成年
国民数字化阅读的主要方式。

从未成年人的图书阅读率看，
2020年我国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
为83.4%，较2019年提高0.5个百

分点；人均图书阅读量为 10.71
本，比2019年增加了0.35本。

通过对我国城乡成年居民图书
阅读量的考察发现，2020年，我
国城镇居民的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5.54本，高于 2019年的 5.48 本；
农村居民的纸质图书阅读量为3.75
本，高于2019年的3.73本。

值得一提的是，从成年国民倾
向的阅读形式来看，2020年，有
43.4%的成年国民倾向于“拿一本
纸质图书阅读”，比 2019 年的
36.7%上升了6.7个百分点。

据悉，自1999年起，由中国
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全国国
民阅读调查已持续开展了18次。
本次调查采用网络在线调查和电话
调查方式，在167个城市进行样本
采集。

第18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

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达81.3%

■声音

4 月 22 日，在哈尔滨众创书
局，于冰在搬运图书。

逛书店，品书香。对于书店
主理人于冰来说，如何让书店的
书香更“浓郁”，是她经常思考的
事情。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哈尔滨
人，“80后”于冰在2011年硕士研

究生毕业后就进入图书行业工作，
至今已有10年时光。

“怎么布置陈设可以让客人进
书店更好地逛起来？如何在众多
图书中做选择，把读者喜欢的书
带到他们面前？”于冰说，“我认为
我工作最大的价值是创造和分享
——创造一个可以分享好书的文化
空间”。

发掘现有库存、变更书店布
局、进行文创选品……今年 3 月
初，于冰来到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
的众创书局工作，这已经是她担任

书店主理人的第四家书店。
在本职工作外，于冰自己也来

到镜头前，成为一名“线上推书
官”，拍摄图书推荐短视频，并在
短视频平台发布。从2020年3月发
布第一条短视频到现在，于冰已经
拍摄了 200 余条图书推荐短视频，
吸引了11万余名粉丝。

“书店是一个城市的精神灯
塔，无论线上线下，书店人的初心
不会变。春风浩浩诗书香，愿我和
我的书店能为思想添香。”于冰说。

新华社记者 谢剑飞摄

““书店调香师书店调香师””：：让书香更让书香更““浓郁浓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