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ª#

星期五
!"#$%&'(

)(#*+&!"

! !!""

c3

-./01234567

山村暮鸟是日本明治与大正
时期著名诗人!儿童文学作家" #散
散的完满$ 收录了他创作的 !" 篇
童话" 作者满怀对女儿乃至天下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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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深深爱意% 细细打量周遭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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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鸟兽与人%感其所感%想其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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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地展现每个生命的喜怒哀乐"
那些亲切!有趣!饱含生活气息的场
景里蕴藏着他对社会!人生!命运的
思索% 以及对万事万物的理解与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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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自序里说&'好诗人不粉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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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农夫不耽于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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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单纯亦复杂%天真而通透"
山村暮鸟种田%写诗%写童话%

与山村几乎同时期的新美南
吉是 #$ 世纪上半叶日本最重要的
童话作家之一% 在短暂的人生中%
他为孩子们创作了大量优美的童
话故事" 他的作品文字优美%情感
细腻%对之后的日本儿童文学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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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怀乡病$这本书"

了重大的影响"

作者用一节一节的小故事带

水面%波光粼粼啊" 淡然又深厚%是
随口随笔的记录% 没有郑重以待%

#小狐狸买手套$ 的故事是新

我们回顾了上世纪 &$ 年代的美国

美南吉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在日本

新闻史%这是一位中国的媒体从业

许多老派的知识分子都具备

烤到烧焦的程度%剥皮!纵向切开%
里面是柔软的淡绿色果肉% 有一些

的阳光%皮变软%肉也变得坚实%火

闲笔闲事%更见性情"

家喻户晓%还入选小学语文课本"黑

者在回看这个行业的往昔时%所漫

这样的能力%他们可以全息地了解

井健所配的插画很淡很凉% 纯净生

生出来的尊敬!怀念%以及如乡愁

世事人情!通晓常识!分析历史时

小小的籽%让人联想到无花果+带着

动%具有日本童话特有的孤独感"

般的忧伤" 亨利)卢斯和#时代$杂

事"

淡淡的蔬菜味%肉甜得仿佛要融化"

许知远 #$$$ 年从北大微电

志%奥克斯和#纽约时报$%凯瑟琳)

作者如散仙% 于水城往来自

子专业毕业以后%开始与朋友准备

格雷厄姆和#华盛顿邮报$**他

如" 笔意散淡%真气流露%点点滴滴%

创办#经济观察报$" 他们的目标%

们和它们是那个时代的焦点%成功

集腋成裘"最宜明日和风%于树下闲

是办一份亚洲最有影响力的经济

地树立了独立的新闻传统"

读%会意处仰天朗笑%看青天白云"

报纸" 从 #$$% 年开始担任#经观$

#威尼斯日记$是典型的笔记%

#咬一口昭和回忆$ 里的每一

的主笔以来%许知远一直是读者们

看似为旅行的副产品%其实寄托了

道菜!每一样食物%都与作者森下

喜欢的评论作者%也就是在这段时

个人的怀想" 许多大的想法打碎

典子的成长!人生有关"

间里%他断断续续地写成了#新闻

了%揉细了%成为阳光清风底下的

这股甜味和姜汁酱油% 再加上炭火
烟熏气%香气能从鼻子中窜出来"
在作者看来%人们把食物放入
口中的瞬间%会连那一天!那个时
刻的心情和印象%一起吃下去"
本周的榜评比较'轻(%希望在
好读的同时%读者诸君也能收获一

她写秋天的茄子%沐浴了充足

些有趣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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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了厦门的书店对厦门城市

厦门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

历史文化传承以及对城市人文

王彦龙评价&这是一本阅读体验轻

%%月 ! 日下午 ! 点%#打在地

素养积淀的影响" 新书既可作为

松愉悦!灵性跳动的书" 作者主观

上的光&厦门书店散记$新书发布

打卡厦门书店的 旅游 指南 %也 可

所思所想%每时每刻都在与每一个

会在外图厦门书城一楼活动区举

以为实体书店业者提供借鉴参

书店对话交流" 这样%每座书店在

行" 新书作者马舜和厦门市委党校

考"

哲学教研室主任!教授王刚出席了

那一瞬间也就活过来了%让人倍感
作者马舜%毕业于厦门大学人

亲切"

文学院%现供职于厦门大学" 曾以

王彦龙说& 这是一本面向

新书共分为三个篇章&'历史

笔名荒野多次在#河南青年报$#厦

未 来 的书" 很多实体书店在今天

的记忆('坚守的灯光('延展的盛

门大学报$#厦门文学$等刊物上发

的生存与发展并不 是 很理 想%未

宴(% 马舜走访了厦门大大小小的

表诗歌!散文"

来也很不确定" 但能确定的是%这

发布会"

各家书店% 包括国营大型书店!主

王刚表示&'我和马舜都是上

本书关心今天实 体书 店的 命 运%

题书店!特色旅游书店!旧书店!企

世纪 '$ 年代生人% 我们这一代%

也关注未来实体书店的发展境

业合作书店等%并一一为每家书店

对实体书店!纸质阅读%有着天然

遇" 很多问题的答案也许还不明

各写了一篇文章"

的崇敬感和圣洁感% 因为我们知

确% 但是很多解决之道本身会出

作者回顾了厦门书店行业

道% 阅读对于我们人生的改变和

现在探索之中% 这也正是这本书

一路的发展历程%细 数了 各 家书

命运的变迁% 有着无法估量的意

的可贵之处" 也许在阅读中%一些

店的特色和经营模 式%探 讨了 实

义" 而把这种意义投射到今天的

问题的答案维度就会呈现出来"

体书店在当下应 当何 去 何从 %展

书店和阅读%也就有了这本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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