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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书局和一座城的书香梦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李李斌斌、、吉吉宁宁、、张张漫漫子子

老门板、老桌椅、老窗棂、门墩儿、城砖、胡同
门牌……在西四南大街 43 号院这个普普通通的
院子里，堆满了和老北京相关的物件，房内的书
架上密密麻麻摆放着关于老北京的图书，还有挂
在墙壁上的老地图。每一样，都仿佛透着历史的
沧桑、时光的味道，似乎在讲述着北京这座千年
古都的悠悠岁月。

没有人能想到，这个如此宁静的小院儿就坐
落在繁华的西单北大街上，坐落在北京最早有文
字记载的、具有 800 年历史的砖塔胡同口，周围
总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院内却仿佛另一个世
界。院子中央，巍然矗立着那座同样有着 800 年
历史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万松老人塔，
一切都显得如此静谧、自然。

这个又被称为万松老人塔院的地方，早在 4
年前就已经成为公益性的阅读空间，运营者是颇
有名气的正阳书局创办人崔勇。慕名而来的人
们，总是把小院塞得满满当当，充满无限生机。

4 月 23 日第 23个“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
之际，记者走进“砖读空间”这一富有古都韵味的
特色阅读空间，倾听一个人的书局的故事，感受
一座古城营造“书香之城”的梦想。

“能收一点是一点，给这个城市

留点念想”

作为正阳书局的创办人，崔勇对于万松老人
塔院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敬畏之情，每天都要仔
仔细细地巡视好几遍，唯恐出现一丝纰漏。

“800 年的老古董，可不能出问题。”崔勇说。
计算机专业出身的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开一

家书店，还把书店开进了 800 年历史的万松老人
塔院。

2007 年危房改造，已经在前门大栅栏居住
了 20 多年的崔勇，搬离了那片从小长大、再熟悉
不过的地方。

“这件事儿对我触动太大了，故土难离！”一口
京腔的崔勇说，搬家时，从床底下发现了几样珍
贵的老物件：一张在胡同里拍摄的全家福，老照
片上有高祖父的身影；还有一本曾祖父在解放后
撰写的家族回忆录。

他回忆，拿到那些老物件感觉就像被电到一
样，原来家族历史是这个样子。从那时起他就留
心收集有关北京城的历史文献，旧书摊、图书馆、
废品回收站以及搬迁老宅，凡是能收到老书的地
方，他都尽量寻访，范围越扩越大，书越收越多。

“前些年伴随城市改造，大量老建筑被拆掉，
我们记忆里的胡同弥足珍贵，能收一点是一点，
给这个城市留点念想。”崔勇说，文献里的故纸陈
字，能从一个侧面客观真实地记录一个地方、一
座城市的形成以及发展。

崔勇笑称，他收书就是没有底线、没有原则，
书把家都堆得满满的。短短几年工夫，单是图书
他就收了 6 万多册，堆满了 5个仓库，还准备再
租一个仓库。

“现在不只是书了，古籍、古旧期刊、地图、金
石拓片……只要涉及北京的，我都收。”说到这些
收藏品时，他一脸骄傲。

书局收藏了很多孤本图书，清康熙 27 年刊
印的《日下旧闻》，是一部记述北京历史的著作，也
是一本如今很多博物馆和图书馆都找不到的书。

“一般副本只有超过了 3 本，我们才拿出来
卖，孤本图书一概不售，卖出去再想找就难了。”崔
勇说。

“以前觉得政府离我们很远，现

在政府和我们在一起”

“书店刚开始那几年确实是艰难维持。”2009
年，崔勇离职创业准备开设书局，转了一圈，最终
回到了他生长的前门大栅栏，在一间不到 20 平
米的小铺面里开办了正阳书局。

“北京需要什么样的书店？”“北京市民有什么
样的阅读需求？”

正阳，用九门之首——— 正阳门来为书店命
名，表达自己传承北京文化的心愿。

“刚开始的时候客流量可差了，去前门大栅栏
旅游的人没多少会来这儿看书啊，收书、卖书、算
账，都是我一个人。”崔勇笑称，自己当了好几年的

“光杆司令”。
2009 年，恰逢中国互联网经济快速腾飞，实

体书店受到很大冲击，读者对象小众的正阳书局
也没能例外，只能苦苦支撑。崔勇回忆，最困难时，
书店的电费都只能 50 块、50 块往里面充，自己
的社保都是找“发小”东拼西凑才能交上。

就这么苦苦支撑了 5 年，情况终于在 2014
年出现了转机。当年北京市西城区文委开始探索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利用新模式，将万松老人塔
院作为试点项目。几经筛选，西城区文委选择专营
老北京历史文化典籍的正阳书局作为委托运营
方，打造公益性质的“北京砖读空间”，政府提供免
费的空间和基础运营设施，并主导成立了由区公
共图书馆、属地街道社区居民代表等共同组成的
运营管理委员会。

对此用心颇多的西城区文委主任孙劲松说，
2013 年，中央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文件中提出文博
图场所要试行法人治理结构，组建理事会，引进社
会力量。而传统的文博图场所从财政保障、人员管
理和具体运营机制上相对固化，于是，万松老人塔
院被拿出来作为文物活化利用和文博图场所社会
化运营的综合性改革试验田。

2014 年，也是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砖读
空间”作为北京首个非营利性阅读空间正式开放：
它既是一个文物活化使用的展览展示馆，又是兼
具图书馆和实体书店功能的阅读空间。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
看似普通的砖塔胡同可是非同寻常：万松老

人塔是金末元初高僧万松行秀的葬骨塔，砖塔胡
同因此塔而得名，是元大都唯一有文字记载并流
传至今的一条胡同，被称为“北京胡同之根”。

将 800 年历史的文物和传承文明的图书阅
览相结合，充分挖掘利用既有空间，短短 4 年时
间，“砖读空间”和正阳书局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很
多人慕名而来，年接待群众量达到 35 万人次，被
坊间称为“装满老北京的奢侈品店”。

家住朝阳区的高女士专门抽出周末，带着孩
子来正阳书局看书。

“我想让孩子在这里感受到老北京的传统文
化，这些砖砖瓦瓦、门门框框，都是历史。”高女士
说，孩子非常喜欢，拿着纸笔不停地画。

正阳书局搬到砖塔胡同以后，开展读书会、摄
影展、美术作品展等活动，他们花费更多功夫来服
务读者，搜集老北京的文化印记。

“以前觉得政府离我们很远，现在政府和我们
在一起，房租也免了，看书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崔
勇说，正阳书局还要继续立足老北京的特色，广泛
收集老物件，“‘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
邦。’北京是我们生长的地方，这里的胡同，这里的
老书，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根和魂，我要把正
阳书局做成‘百年老店’。”

历史文化如此丰富，应该有“北

京学”知识体系

文化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根基与灵魂，是更内
在、更持久、更具渗透性的基因，决定着一座城市
的深度、厚度、广度。

2014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
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
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2017 年 9 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 2035 年)》出炉，首次提出“老城”的概念，加
强老城和“三山五园”整体保护。“老城不能再拆”，
不再成为一句口号。

“总书记的讲话让我很振奋，我们存的这些书

啊、老物件啊，都是地方史料性质的，就是起个
存史、资政的作用，现在老城也不拆了，文物也
保住了，我们心气儿特别足。”崔勇说，北京新总
规提出了“老城”概念，正阳书局也将自己收的
书叫“老书”。

借着政策的春风，正阳书局的砖读空间已
从传统的图书文献搜集、借阅、售卖，向北京历
史文化挖掘整理和再版、出版、策划等功能提升
和转变。

一个更加宏伟的计划正在逐步实现，由正
阳书局牵头编纂的“正阳文库”系列丛书已经付
梓出版，这些主要关于老北京的系列丛书，既有
学术专著，也有坊间珍闻，还不乏瑞典汉学家喜
仁龙先生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等重磅图书的
再版。

“出版这事儿以前我是无能为力，想都不敢
想，现在我敢想了。我们将把搜集的关于北京的
古籍、口述历史、美术作品、影像资料和史地民
俗等编纂后，成系列出版。”崔勇说，今年第一批
只有 5 本书，后续会持之以恒地做下去。

新鲜的血液，也在不断汇集正阳书局，小院
吸引了一批喜爱北京文化的伙伴。从 40 后的
古稀老人到 90 后的青年，各个年龄段都有。

在书局工作还不到一年的朱琳，自上高中
开始就泡在正阳书局，至今已经六七年的时间。
准备出国深造的她说，正阳书局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平台，能够近距离感受和学习北京历史文
化，希望能把北京的历史文化推广出去，推向全
世界。

在首都机场工作的郑璐，喜欢收集北京城
的城砖和琉璃瓦，曾把自己收藏的文物捐赠给
北京市的相关博物馆，两年前与崔勇一见如故，
时不时把自己收集的老物件送给正阳书局。

“现在这些老物件、老城砖越来越少了，能
收一块就是一块，算是留存记忆吧，放在他这
里，我更踏实。”刚刚把一块明代城砖送给崔勇
的郑璐说。

作为规划专家，年逾八旬的朱祖希先生也
将在“正阳文库”系列丛书中出版自己的著作

《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
“我和正阳书局算是一见如故，在这里出书

也是我对于自己几十年的一个总结吧。”朱祖希
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他就在北京市规划部门
工作，研究了一辈子的北京城。

“在北大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著名历史地理
学家侯仁之先生讲北京城，印象太深了，爱得太
深了，从那时起我就卯足劲要搞清楚北京城。”
朱祖希告诉记者，他在北京生活了 60 多年，攒
了很多资料文献，正阳书局给他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机会，通过出书的形式，讲述自己对于北京
城的历史渊源和保护利用的理解。

“外文翻译成了中文，下一步，我们计划还
要把中文的书翻成外文，向世界传播北京的文
化。敦煌以它灿烂丰富的文化产生了‘敦煌学’，
北京历史文化如此丰富，应该有‘北京学’知识体
系。”崔勇说，著书以卫城，自己想做的就是唤醒
共同的北京记忆。

加快构建书香之城：北京年人

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从 9 . 49 本升至

10 . 97 本

崔勇并不孤独，在政府的支持下，越来越多
的同路者开始同行——— 从万松老人塔下主打老
北京文化的砖读空间，到地安门雁翅楼 24 小

时营业的中国书店；从白云观北里依水而立、设
有图书交换空间的白云驿站，到以艺术和戏剧
为主题的繁星戏剧村书吧；从坐落于金中都公
园的宣阳驿站第二书房，到什刹海边上以老北
京文化和非遗专题文献为主题的皮影文化酒
店；从坐落在故宫西华门护城河边的西华书房，
到位于万寿公园之中的海棠书斋；从杨梅竹斜
街的模范书局到北京坊 Pageone24 小时书
店，北京西城已经形成了由 2个区级公共图书
馆、1个青少年儿童图书馆、23 家街道图书馆
为骨架支撑，25个挂牌特色阅读空间为特色，
流动阅读、数字阅读设施设备为补充的“书香网
络”，率先成体系地推进特色阅读空间的转型发
展，形成了特色阅读空间社会化运营的“西城模
式”。

“这种模式主要是指政府搭平台、把方向、
配资源、定标准、买服务、严考核，用政府的资金
资源撬动和吸引社会资源的投入，从而实现社
会效益最大化。”孙劲松说，未来两年，西城区要
将特色阅读空间的模式和经验，复制到公共文
化服务全领域，在文博图场所全面推广，完善政
策体系，以首都公共文化示范区标准为基准，创
新建设与首都核心区区位、资源及需求相匹配
的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

从西城一系列特色阅读空间，到角楼图书
馆等一系列东城区的特色阅读空间，在北京城，
越来越多的老建筑正在被重新利用。

与此同时，书店建设和阅读活动日渐加强：
——— 2015 年北京市明确提出要将实体书

店建设工作纳入全市“十三五”时期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从 2016 年起，北京市财政每年对
实体书店进行资金扶持，两年共扶持 100 余家
实体书店；

——— 2017 年北京市综合阅读率持续提
升，达 92 .7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2 .69个百
分点，全市举办各类阅读活动近 30000 场次，
覆盖人群超过 1000 万；近年来，北京年人均纸
质图书阅读量从 9 .49 本升至 10 .97 本；

——— 根据有关计划，2018 年北京市将完成
30 至 50 家特色书店的建设工作，到 2020 年北
京市居民综合阅读率达到 95% 以上，人均纸质
图书阅读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数字阅读
率实现 90% 以上……

面向未来，北京将更有“文化”：3 月，北京
市规划国土委发布《建设项目规划使用性质正
面和负面清单》，在首都功能核心区中，鼓励历
史建筑调整为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鼓励中
轴线两侧的建筑调整为传统文化、传统商业、传
统餐饮等历史文化项目，以及图书馆、博物馆等
公共文化设施……

一座书香之城、文化之城，正日益清晰地浮
现在人们面前。

发稿前，孙劲松告诉记者一个喜讯：正阳书
局砖读空间对面，建于上世纪 40 年代、曾在
1980 年建成北京第一家宽银幕立体电影院、闲
置多年的红楼电影院经过 3 年的策划，将在 4
月 23 日读书日之际揭开新面纱，变身为全国
首创的以众藏共阅为主打特色的新概念阅读空
间——— 红楼公共藏书楼。

“这里的书采用托管或捐赠方式入藏，收藏
已故专家、学者、作家的全部或大部分藏书，以
及当代作家、人文社科学者自己写的书和部分
藏书，还有一些出版机构提供的新书，新书旧书
均可免费借阅……”孙劲松说，“1600 多平方米
的红楼电影院已经闲置多年，我们要让它重新
披挂，延续文化脉络，植入时代烙印，焕发文化
活力。”

本报记者
张修智、王若辰

差 10 分 9 点，小李打
开灰色不锈钢防盗门，进
屋，开灯。

节能灯洒下的白光照
亮了 60 平米的店面，30
副铁架子上沉睡一夜的
书，仿佛一下苏醒过来。

这天是周一，是有北
京最小书店之称的豆瓣书
店寻常的一天。

书海摆渡人

脱下外套，小李打开
电脑、刷卡机、小票机、打
印机、手机。手机要打开两
部。从去年开始，豆瓣书店
开始使用微信在朋友圈中
发布新书信息，一部手机
上加了 4000 多个顾客，已
不能再加。

“微信对销量帮助很
大”，她一边说，一边登陆
豆瓣、淘宝、孔网、QQ、虾
米、微博，这些都是豆瓣书
店的卖书渠道。

小李是内蒙古人，已
经在店里干了 3 年，是这
家小书店中目前干得年头
最长的店员。

东边一壁墙的书架
下，码放着十几捆书，都是
顾客通过微信预留的，多数会上门自取，外
地的用快递寄出。

书捆有大有小，最大的一捆是 10 卷本
的《王小波全集》，最小的有两本书，分别是
恩斯特·贡布里希著的《世界小史》与白谦慎
的《傅山的交往和应酬》。

从 12 年前来到世界的那一天起，主打
人文社科类图书就是豆瓣书店的定位，没有
变过。

回复完网上和手机上的留言，小李开始
核对昨天的账目，然后打包网上新来的订
单。今天不多，只有两单。

干完这些，她开始查看前一天销售的图
书，补书上架。昨天的销售额是 1800 多元，
这个数目不会令店里的人欢呼。计入各种成
本，平均每天营业额达到 2000 元，才能维持
小书店的运营。

豆瓣专卖旧书。旧书与二手书不是一回
事，是指零售商没有卖掉退回给出版社的
书，包括出版社积压的书。豆瓣从这些书中
挑选中意的，以平均 6 折的价格卖给读者。
品位与价格，毗邻北大、清华的地理位置，是
它在小书店越来越少的北京今日还能生存
下来的法宝。

接下来，小李开始检查工作用品，看是
否需要补充，零钱、快递单、快递袋、打包纸、
打包绳、胶带、笔、纸、本子等等，都在检查范
围之内。

每当有新店员加入，小李做的上述工
作，都是豆瓣书店要培训的内容。

只有一样不需要培训，那就是对书的热
爱。

来豆瓣做店员的，是那些在这样的招聘
广告前没有退缩的人：

工作时间：早九点至晚六点，或：中午十
二点至晚九点半。每周只能休一天(只能在周
一至周四中选择)。

需要如蚂蚁一般的辛苦和坚韧；
需要对工资只有较低的要求；
需要对书本身有变态的热爱；
需要起码一年的时间。

不过，要在骨感的现实面前坚持下来并
不容易。最短的员工，干了一个月就走了。

“有的住在燕郊，上下班要 4个多小时，
实在太累了。”“残忍”的招聘广告出自老板娘
小邓之手，她理解走掉的员工，但仍用“断指
般的痛”，来形容店员离开带给自己的打击。

小李承认，豆瓣给的工资不高，但老板
夫妇人厚道，有事啥的请个假很方便，所以
一直干到现在。

“我不是个好的老板。没有办法给很高的
工资，没有办法给很好的福利，没有办法给
很好的工作环境，没有办法给很体面的职
称。当人家的母亲说，我的孩子在哪里哪里
当什么什么的时候，我们店员的母亲或许只
能说，我的孩子在一个小书店当一个小店
员。”在豆瓣网上的一篇日志中，小邓带着内
疚写道。

9 点 35 分，来了这一天的第一拨顾客，
是 3 位中年女士，其中一位挑了本散文集买
下。

晚上 9 点，书店按时打烊。这一天的销
售额与前一天近似，不到 2000 块钱。这意味
着，以这家小书店为舟，又有 100 多本书，被
摆渡到了读者的手中。

书海无涯，4000 多个日子，已从书店的
红墙砖外如水般流走。

（下转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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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正阳书局砖读空间的内部一景。

图二：正阳书局的负责人崔勇帮读者查阅史料。
摄影：本报记者罗晓光

二二

一一4 月 23 日第 23 个“世
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记
者走进“砖读空间”这一富有
古都韵味的特色阅读空间，
倾 听 一 个 人 的 书 局 的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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