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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中
构建精神家园

■ 洪放

每周开放时间不少于 70 小时，每
年举办各类活动不低于 100 场次，持
公共图书馆联盟读者证可在任一分馆

借阅、归还图书……近日，合肥市市场
监管局面向全市公开征求 《合肥市城
市阅读空间服务规范》 的意见。 这表
明，城市阅读空间的建设正向规范化、
标准化迈进。

城市是市民的安家之所， 也是心
灵休憩的港湾。一座书香满溢的城市，
怎不令人向往？

推动全民阅读，要打造阅读空间。
随着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提升， 我们
欣喜地看到，从“15 分钟阅读圈”到“城
市书柜”再到“地铁图书馆”……多场
景阅读空间的打造，已成为一种趋势。

推动全民阅读，要改善阅读环境。
阅读是一种学习的手段， 更是一种积
极的生活方式。 打造有品位、有格调、
有个性的阅读空间， 不仅会造就城市
的“文化地标”，同时也是满足市民文
化需求的暖心之举。

推动全民阅读，要提升阅读服务。
书籍的更新、 环境的维护及数字化服
务的改进等，都需要持续的运营投入。
疏于管理、怠于服务，最终可能会使阅
读空间沦为一种“摆设”。

当书香触手可及 ， 阅读成为风
尚 ，城市将变得柔软而厚重 ，不再只
是钢筋水泥的森林，而能成为市民美
好的精神家园。

山水江城溢书香
■ 本报记者 沈宫石

1月 10 日，位于芜湖市弋江区十里江湾人民公园
的江湾书院建成开放， 这是该区建成的第四家书房。
约 700 平方米、藏书 2 万余册，设有成人阅读区、少儿
阅读区、沙龙活动区和互动体验区等，静谧舒适的
阅读环境，让人沉浸在惬意的书香世界。

去年以来， 芜湖市围绕打造省域副中
心城市、长三角文化旅游新热点城市，将
“芜湖书房 ” 建设作为全市文旅公共
服务重点项目 ， 打造高品质城市公
共阅读空间。在规划上，确定“1+3”
服务功能定位 ，即 ：提供免费阅读
“1”个核心服务功能 ，具备文化活
动 、文化展示 、文化休闲 “3”个基
本服务功能 ，选择文创空间 、市民
小剧场 、 便民服务等特色服务功
能。 芜湖市图书馆为每座书房捐赠
图书 1 万册。

“芜湖书房”在选址上颇有讲究 ，
或散布在公园内，或设置在社区附近。在
建设运营上颇具考量， 该市弋江区现已
建成的 4 座城市书房，采用设计、装修、
采购和运营一体化模式， 由区政府投资
管理，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承建。
负责书房现场运营的芜湖新华书店采用
专业化管理标准，在图书选品上做到“一
书房一清单”，精选全国畅销书，涵盖各
类读者群体。 位于芜湖神山公园内的赤
铸书院掩映在青山绿水中， 在有限的空
间里，融合自然美、建筑美和人文美，堪称城市书房的
精品之作。

“芜湖书房”功能齐全，配有各类便民设施，如自助
办证机、自助借还机、AI 光影阅读机、电子查阅系统、
朗读亭等，甚至还有视障读者专用的电脑。每座书院都
辟有活动区域，可供举办名家讲座、阅读分享和各类文
化推广活动。

“芜湖书房”还成了所在县区特色产业、文化的展
示 “窗口 ”，繁昌区峨山书舍引进当地 3D 打印 、繁昌
窑，南陵县黉塘书院突出青铜文化，鸠江区悦享书吧则
展示哈特机器人、火乐激光投影等本土企业产品，形成
了一房一品，一房一特色。

目前，芜湖市已建成 21 座城市书房，分布于各县
市区，市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阅读和休闲服务，让素有
“半城山半城水”之称的江城又赢得了“半城山水满城
书香”的美誉。

“阅读名城”气自华
■ 本报记者 贾克帅

点一杯咖啡，捧一本好书，靠在沙发上，一整
天沉浸在书籍的世界里……在马鞍山市的市中
心，就有这样一个供市民自助阅读的好去处。 近
日，记者来到位于新华书店金鹰店的“智慧书房·
城市悦书房”，只见 50 多平方米的空间，装修时
尚典雅，架上图书琳琅满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前
来阅览。

“之所以叫智慧书房，因为它是自助式的，市
民可以使用社保卡、图书馆借书证刷卡进入，看到
喜欢的书籍，也可以通过自助借阅机器借走，很方
便。 ”智慧书房的负责人吴井云自豪地告诉记者，
虽然这家城市悦书房去年 11 月份才使用，但它却
是全市首个 24 小时无人化管理的城市悦书房。 家
住附近、 常来这里看书的李女士赞不绝口：“这里
24 小时开放，随时都可以来，不仅空调、电灯可以
一直使用，而且读书氛围好，环境很舒适。 ”

暖色调的沙发、松软的靠背、亮眼的绿植，还
有水吧、简餐、蛋糕、甜点……看到这些，如果不
是满屋书香，一般人都会以为这样的地方会是咖
啡厅或者蛋糕房，其实如今在马鞍山，这些元素
几乎是每处城市悦书房的“标配”。

据了解，自 2017 以来，马鞍山市将城市悦书
房项目建设作为文化强市和全民阅读名城建设
的重要内涵，采用由市图书馆提供硬件支撑和技
术支持，吸纳新华书店以及相关社会力量参与共
建模式，在景区、文化园、书店、咖啡馆、人员密集
街区等地，共建设城市悦书房 31 家。

马鞍山市图书馆副馆长夏睿介绍，城市悦书
房的建设是对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有益补充，它将
阅读服务延伸到城市每个角落，并融入“阅读+”
的概念，形成“阅读+创客”、“阅读+咖啡馆”等服
务业态，较好地满足市民多样化阅读需求。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马鞍山市各城市
悦书房共开展读书分享会、亲子阅读讲座等
各类线上线下阅读推广活动 670 余场次，
服务市民 30 余万人次，图书借还量 3 万
余册次。 下一步，该市将对全市城市悦
书房的开放情况、接待人数、活动情况
等进行统一考核，加强标准化建设，推
动全民阅读名城建设。

涛声作伴好读书
■ 本报记者 刘洋

逛完商场出来，在广场边上便有“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刷
一刷铜陵市图书馆借阅证或自己的社保卡即可进入。 “不用专
门跑图书馆，在逛商场的间隙就能完成，现在借书、看书的体

验是真好。 ”1月 13日上午，铜陵市铜官区万锦新城
小区居民刘女士带着刚考完试的孩子在自助
图书馆内享受了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在铜陵 ，伴随着 “城市十分钟 ”阅
读圈的构建，市民转角即遇书香，阅读
变“悦读”。

“我们这里藏书 3000 多册，涵
盖思想哲学、历史人文、健康养生、
园林园艺、铜文化等方方面面，假
期的时候每天都会有许多人来这
读书， 书看累了还可以欣赏屋外
的翠竹和其他绿植。 ”植物园阅读
点管理人员杜其美告诉记者。
如果说，在植物园阅读是与绿色

相约， 那么在铜陵滨江阅读点就是与
长江相融。 “滨江阅读点前身是江边的废

弃码头，设计师化腐朽为神奇，设计成伸到
江面的‘悬浮盒子’形状，加上‘藏经阁’式样的

书架，让它立刻成为长江边一道亮丽风景。 ”铜陵市
文投公司阅读点管理服务部负责人袁琨介绍， 在这里，市

民可以底层休闲、中层阅览、顶层观江。被评为“中国 25个最美书
屋” 之一的铜陵滨江阅读点不仅成为了网红打卡点， 还被评为
“2021铜陵消费者喜爱的书店书吧”。

用“简约而不简单”来形容铜陵街角边的微型阅读设施
“铜都书巢 ”再合适不过 。 打开手机 ，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
打开 “书巢 ”智能门锁 ，放下一本自己的书 ，拿走一本心仪
的书 。 一个 “书巢 ”就是一个小型的 “藏书盒 ”，实现了读者
之间的交互 ，开启了 “图书漂流 ”模式 ，让分享理念得以充
分彰显。

近年来，铜陵市以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为抓手， 共建成 54 个全民阅读
点、5 个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 ”、30 个 “铜
都书巢”、7 个旅游景区公共文化阅读空
间，加上数字化、信息化手段的运用 ，
已形成全天候、全方位、全人群覆盖的
立体式阅读服务体系。

“城市阅读空间的建设，推动实现
了‘人人可读、处处能读、时时在读’，成
功引导越来越多的市民参与到阅读中
来。 ”铜陵市文旅局副局长余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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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扫描··
阜南县把“书香阜南”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通过政企合作，

拓展文化阵地，丰富文化供给，打造城区“15分钟阅读圈”———

全民“悦读”，涵养城市精气神

芜湖 铜陵 马鞍山

市民在阜南县体育公园阅读空

间里看书。
本报记者 安耀武 本报通讯员

杜平 摄

▲ “芜湖书房”成为
市民读书好去处。
本报记者 沈宫石 摄

1 月 13 日，读者在黄山市屯溪区黎
阳 in 巷占川书局选购图书。 据了解，占
川书局于 2020 年 10 月建成开放，是一
座集展览、书店、民宿、咖啡馆等功能于
一体的新型复合式文化体验空间。 2021
年，营业收入 190余万元。
本报记者 潘成 本报通讯员 谢姗姗 摄

荨 池州市图书馆电子触摸屏阅读。
本报记者 阮孟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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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安耀武

本报通讯员 杜平 常佩远

一个个阅读空间如同一间间书香会客
厅，每天都吸引着不少市民驻足阅读，让阜南
大地弥漫书香。近年来，阜南县突破公共文化
服务设施建设资金“瓶颈”，重塑阅读空间新
模式。 截至目前， 已初步形成以图书总馆为
“中心”，4 个城市公园阅读空间为“纽带”，城
市四周 10 个 24 小时无人值守智慧借阅机以
及医院、超市等公共场所 20 台电子图书借阅
机为“末梢”的阅读空间格局，基本实现城区
“15 分钟阅读圈”。

最好的地段和场所留给阅读空间

冬日的下午，在阜南县体育公园里，前来
休闲健身的市民络绎不绝。“现在健身环境好
了，锻炼之余还可以去阅读空间看看书，喝杯
茶。”家住附近的退休干部刘振彬满脸惬意地
告诉记者。

刘振彬老人说的阅读空间坐落在体育公
园的南端，是一座钢构玻璃单体城市新型阅读
空间，建筑面积 360 平方米，上层为公共阅读
区，下层为借阅区和党政图书展示区、文创产
品区、饮品区。记者看到，在党政图书展示区主
要摆放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理论热点面对
面》等重点图书和党报党刊，借阅区的书籍主
要包括文学、历史、科普、少儿等类别。据悉，这
个城市阅读空间自 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向
社会开放以来，借阅书籍 12000 余册、销售图
书 18000 余册。在“2021 年长三角及全国部分
城市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赛”中成功入选优秀
公共文化空间案例。

在阜南城区游览，无论是公园湖畔、城市
绿地，或是中心地带，你会发现最好的地段和
场所都留给了阅读空间。 在风景秀丽的阜南

县城陶子河公园， 城市阅读空间占据了绝对
的 C 位。 “这么好的湖边建筑，这么美的自然
风光，政府没有租给企业开饭店、搞娱乐，而
是精心打造阅读空间，体现了情怀、眼光和品
位。 ”阜南县图书馆馆长缪旭东说。

“一个没有书香的城市，不可能是一个文
明的城市，而失去文化和知识的支撑，不仅让
城市的发展缺乏底蕴， 也谈不上文明城市建
设。 ”阜南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李雷对记者
说，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读屏时代的
登场，传统纸质阅读方式中的书籍携带不便、
阅读环境不足以及到图书馆距离较远等制约
因素凸显，而“15 分钟阅读圈”拓展了公共阅
读服务，弥补了公共图书馆在覆盖面、便利性
以及亲和性方面的不足， 拉近了人们与纸质
书籍的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 让更多市民喜
欢上在“家门口”的阅读体验。

专业的团队和模式保障建管运营

“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振兴，补齐城市公
共文化服务短板，是县委县政府的职责所在。
我们坚持把建设‘书香阜南’作为推动全县精
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通过打造‘15 分钟
阅读圈’，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
感。 ”阜南县相关领导说。

阜南县地处淮河中上游接合部北岸，曾
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20 年实现脱
贫摘帽。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大手笔推进“书
香阜南”建设，阜南县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通过政企合作，使社会资金进入文化建设
领域。 政府采取资金奖补的办法对企业进行
一定的补助，形成“企业有盈利、社会有发展、
群众得实惠”的“三赢”局面。

结合阜南县人口基数大、 文化基础设施
薄弱、财政资金有限的实际情况，阜南县文化
旅游体育局与皖新传媒—阜阳新华书店进行

深度战略合作，引入国有资本，创新店馆运营
管理一体化模式，布局、谋划、实施“15 分钟
阅读圈”的建设及运营。

阜南县图书馆馆长缪旭东告诉记者：“与
皖新传媒—阜阳新华书店合作， 解决了图书
馆在建设阅读空间时装修缺资金、 日常运营
缺人手的问题，同时，也刷新了阅读空间的业
态，聚集了人气。 ”

“‘15 分钟阅读圈’的打造不仅是一项民
生工程，更是在构筑意识形态宣传阵地，能起
到涵养城市精气神的作用。 皖新传媒—阜阳
新华书店肩负国有企业的职责，在参与阜南县
‘15 分钟阅读圈’体系规划及建设中，可以充
分发挥专业优势和运营能力，实现优势互补。”
皖新传媒—阜南新华书店副经理沈志峰说。

在拓展城市阅读空间的进程中， 除了与
国有文化企业合作， 阜南县还引进民营书店
落户城区。 2022 年 1 月 1 日，阜南图书大厦
举行开业仪式， 该大厦由阜南县文化旅游体
育局招商引资而来， 总面积 9000 平方米，由
安徽商古文商业管理公司投资建设。 一楼图
书馆 3000 多平方米，有各类书籍约 30 万册，
含文学、艺术、历史、法律等书籍，阅览座席约
200 个，日接待能力 5000 人次。 区域分布包
含免费阅读区、借阅图书、文创市集、博物展
览、创意沙龙互动区等，为市民提供了又一个
读书休闲的好去处。

优良的服务和推广激发全民阅读

“每逢周末 ，前来看书买书的人每天都
有 3000 人左右，这里不仅有各类图书，还提
供咖啡及时令饮品。 ”阜南图书大厦运营负
责人周海涛告诉记者。

“在阜南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高大上
的图书馆，很大很安静，有柔软的沙发椅，也
有木质书桌，在这儿看书学习不仅可以获取

知识，还能得到放松，我很喜欢这里。 ”家住
图书大厦附近的在校学生王红告诉记者。

城市阅读空间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又
让居民从日常生活中跳出来，给心灵一片放
飞的天空，让生活有了不一样的色彩。

“书香阜南不仅要建设好 ，更要运营
好。 ”缪旭东告诉记者，城市阅读空间在免费
看书的基础上，增加特色服务，售卖咖啡、茶
水、简餐，有的还开设舞蹈 、绘画 、音乐等艺
术培训，满足年轻时尚群体文化需求。 阜南
县图书馆对场馆软硬件进行提升 ， 新增了
100 余平方米的自习室， 安装了专用阅读护
眼灯， 把自习室服务时间延长至晚上 9 点。
该馆还建立了“绘本室”，针对低幼儿童的特
殊性 ，软化了地板面 ，添置了低书柜 、卡通
书 、点读机等 ，一开放就吸引了众多家长带
着孩子前来阅读。

在图书借阅方面，阜南县开发了新一代
图书借阅管理系统。 市民可以凭身份证、社
保卡，办理借阅图书手续，实现一卡在手，通
借通还。

让阅读成“悦读”，让书香成风尚。 城市
阅读空间建设使 “爱读书 、读好书 、善读书 ”
成为市民的自觉行动 。 每年 “世界读书日 ”
来临之际 ， 阜南县都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
阅读推广活动，举办 “红色文化大讲堂 ”“红
色经典图书展”“红色诗词讲座 ”“儿童绘本
故事分享 ”等 ，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全民阅
读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