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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书店：80年的阅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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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先有语言，后有文字。

语言表达人的想法，文字则表

达语言。人类在没有语言的时

候只能靠身势来表达想法，身

势中最重要的是手势。由于文

字语言能让人与人相互沟通，

人类才能联结为一体，团结为

群体才能共同生存，共同发展，

共同进化。因此文字语言是文

化发展中极重要的因素。

我国的汉字是中华文化

的起源点，它的发展分为三阶

段，第一阶段是结绳，就是在

绳子上打个结来记事。美洲的

秘鲁、亚洲的琉球都有结绳记

事的风俗，我国的苗疆在解放

前仍结绳。结绳是以结表示有

一件该记的事，可到底是什么

事，还是无从表示。于是有了第

二阶段，那就是用图画来当符

号，或画在地上，或画于石头上，

有了形象就便于记忆了。所画之

图力求与所表达之物相当，就产

生出象形之字。八卦介于文字与

图画之间，可以说卦象即古文

字。八卦之数止于三画，三画乃

天地人，宇宙万有悉可归纳其

中，一画之断续分别阴阳，而颠

倒上下即寓阴阳消息之意，故

八卦可以开中国之哲学。

我国地广人众，语言难以

同一，一个地区一个部族的语言

符号，到了另一个较远地区的部

族就容易淆讹，不如形象容易

辨识，仍可按形而知义，因此，汉

字的构造主要以象形为主，此

外还有指事、会意、形声、转注、

假借等五种，所以过去谈到汉

字的构造有六书之说。

汉字可以算是世界文明

史上的老寿星，至少有五千年

的历史。早在我国商代之前，

我国就有了较为成熟的文字

系统，通过商代的甲骨文，我

们可以了解到商代以及之前

的一些生活情况。世界上最早

期的文字只有三种，那是苏美

尔和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埃

及人的图画文字以及汉字，都

是象形文字，如今前两种文字

早就被拼音文字代替，只有汉

字还在使用，可见汉字有着强

盛的生命力，汉文化当然同样

有着强盛的生命力。

汉字是中华文化之根，是

因为汉字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日

常生活密不可分，或者说我们

就生活在汉字当中。例如我们

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与人相交

要讲信用，言而有信嘛！”这话

的根据就来自汉字“信”，左为

“人”，右为“言”，人说了话就要

办到，就是信用。汉字能够反映

我们的思维方式，例如“仁”字是

左为“人”，右为“二”，两个人指

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友好

的关系就是“仁”，仁者爱人是

儒家思想的核心。汉字还包含

着中国人对世界对生命的丰

富经验，包含着深沉浓厚的情

感。例如“旦”字，就是朝阳从地

平线上升起。古书《尚书大传》中

说：“日月光华，旦复旦夕。”上海

的名校复旦大学的校名就取自

于此，让人们联想到朝阳天天

升起，充满生命的力量和远大

前程，鼓舞着老师们勤奋教学，

激励着学子们刻苦学习。

汉字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思

想、情感及生活方式，是中华文

化之根。瑞典的汉学家高本汉曾

说：“中国人消灭汉字之时，也就

是他们的文化消失之时。”此话

并非危言耸听，而是讲清了汉

字与中华文化的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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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中华文化之根

最近，随着一个个朗
读节目的热播，大家慢慢
回忆起了阅读的快乐。但
你还记得那个从小陪你一
起读书的老伙计吗？它会
借给你最流行的漫画书，
也会塞给你一本本做不完
的练习题，还会为你指明
人生的方向……它，就是
新华书店。

陪伴几代中国人成长
的新华书店4月24日迎来了
它的八十华诞，回顾这80年
风雨历程的纪录片《新华书
店》也于当晚开始在央视科
教频道（CCTV-10）《探索
发现》栏目播出。

80年光辉历程

新华书店的80年光辉
征程始于1937年4月24日、
革命圣地延安清凉山脚
下，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
放》周刊在那一天正式创
刊，署名“陕西延安新华书
局”发行，当年10月即改名
为“陕西延安新华书店”，
新华书店的名称自此沿用
至今。1940年1月，延安新
华书店改名新华书店总
店，在那炮火连天的岁月
里，新华书店总店的主要
任务是发行《解放》和其他
马列丛书、抗战丛书。在当
时的状况下，根本不可能
有什么正经的门店，只是
由工作人员在延安万佛洞
底层的两门洞窟外放上一
张桌子，既当办公桌也当
卖书柜台。

随着淮海战役、辽沈
战役和平津战役胜利结
束，1949年初中央宣传部

在西柏坡致电东北局，要
求在哈尔滨的东北书店选
派精英带书跟随中国人民
解放军入关，准备接管平津
两地原国民党的书店、印刷
厂，即刻开展组建新华书店
工作。1月15日天津解放，1
月16日夜里，东北书店的卢
鸣谷、史修德就率领30多名
骨干人员，汇集了马列主
义、毛泽东著作、党政文献
和各类进步图书700多种
约30多万册，装上缴获来
的美国十轮大卡车，日夜
兼程到达了天津。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
放，2月3日解放军举行入
城仪式。2月7日，卢鸣谷几
人以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
代表身份，受命率东北书
店、华北新华书店总店派
出的专员，接管了国民党
的正中书局北平分局、独
立出版社、中国文化服务
社北平分社及其所属印刷
厂。随后卢鸣谷又带领东北
书店小分队工作人员来到
王府井8号原正中书局，在
不改变楼舍结构的情况下，
打扫书架、摆放新书、装饰
橱窗、立宣传招牌……经过
三昼夜奋战，终于在2月10
日成立了北平新华书店第
一门市部，这就是被称为

“共和国第一书店”的王府
井新华书店的由来。

买“毛选”店门外排起

百米长队

“当时王府井书店店
堂面积有限，只能容下二
十几个书架，里外店堂只
有两个书台、一个借阅处，

每天要接待五六千读者，
整天人头攒动，把个店堂
挤得是水泄不通。有限的
人手整日忙得连饭都没时
间吃，甚至到了中午和晚
上根本关不上门，工作量
之大可以想见。”已经年近
90岁的赵金城是新华书店
的第一批员工，他回忆说，
当时卖得较多的是《王贵
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
《新民主主义革命》《目前
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描
述解放区日常生活和共产
党政策一类的图书。

1953年出版的《新华
字典》则是新华书店历史
上热销的几个爆款之一，
因为当时正在进行全国性
的扫盲运动，为了让每家
普通百姓都买得起，《新华
字典》在周恩来总理的过
问下一直奉行低定价策
略，每本售价近似于一斤
猪肉的价格。让赵金城记
忆深刻的还有《毛泽东选
集》发行时那“排得像长龙
一般的读者队伍”，他说当
年每发行一卷《毛泽东选
集》，店门外都会排起至少
100米的长队。

在年逾百岁的离休员
工何蕴之印象中，《红旗
谱》《暴风骤雨》《青春之
歌》等红色经典小说也都
曾是轰动一时的畅销书，
尤其是《红岩》。“我清楚地
记得，那是上世纪60年代
初，正逢三年自然灾害的
饥荒年，春寒料峭的清晨，
新华书店的门前已排起了
购书的队伍，那时各门市
每日定额售书，每天的售
书量只消一个多小时便告

罄，不少人为求购此书要
连续四五天起大早去排
队。知道我在新华书店搞
发行的亲朋好友，无论本
地外地的，纷纷来信来电
请我帮助购书。”

互联网时代带来新冲

击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
和社会的转型，当年的辉
煌逐渐一去不返。1982年，
国家放开出版社的图书印
刷权和总发行权，新华书
店由此失去图书批发的垄
断地位，不过这还并没有
影响到它的大小门店遍布
于各城镇的繁华路口。孰料
新的冲击随着新世纪一起
到来，互联网开始成为图书
发行业务新的主战场，如雨
后春笋般出现的民营书店
也给老牌的新华书店造成
越来越大的压力。

西四新华书店经理牛
守义已经在此工作了22
年，这家书店在上世纪90
年代中后期的辉煌，如今
也依然让他感到自豪。因
为1994年王府井新华书店
的拆迁改造，西四新华书
店和花市新华书店成了当
时北京最大、最有影响力
的两家书店。

1998年，西四新华书
店全年销售达1850万码
洋，单位面积（每平方米）
产值突破6万元，考虑当年
图书价格较低的因素，这
样的业绩已是十分惊人。
这一时期的西四新华书店
俨然是北京的一个文化中
心，能够引领一时的文化

风尚。比如1997年著名主
持人杨澜在这里举办了新
书《凭海临风》的首发式，
牛守义说那天整个书店被
挤得水泄不通，甚至后院
的小平台上都站满了人。
铁凝等著名作家发布新作
时，也都愿意选择此处举
办签售交流活动。

可是，西四新华书店
的旧楼虽然在2010年经过
翻修而焕然一新，但它的
人气却再也回不到巅峰时
刻。据牛守义介绍，近年来
西四新华书店的年销售额
仅在三四百万元左右，工
作人员也从最多时的54人
一度减少到个位数。在夹
缝中求生存，便只能独辟
蹊径，牛守义给书店找到
了新的发展方向———发掘
特色品种，他选择的是连
环画。现在，这里已成为京
城连环画品类最集中的书
店，吸引大量连环画爱好
者和收藏家前来淘宝。

积极适应互联网时代
的新模式

王府井新华书店在
1994年11月时为配合王府
井大街的整体改造工程而
拆除，据老员工们回忆，老
书店的最后一个营业日是
那年入冬以来最冷的一
天，上万名读者冒着纷纷
扬扬的雨夹雪跑来为书店
送行，在关门时刻，店领导
带着全体店员站成夹道欢
送队伍，送走了最后一位
读者，人群中一位老师傅
忍不住抽泣起来。

6年后的2000年，就在
离原址不远的王府井大街
南侧，一幢高8层、总面积超

过1万平方米的现代化高楼
拔地而起，王府井新华书店
以崭新的面貌重装上阵，但
是店名中去掉了“新华”二
字。而在此之前的1998年5
月，已经有一座大型书
城———北京图书大厦矗立
于繁华的西单路口，这座当
时亚洲最大的书城同样隶
属于新华书店旗下，但也没
有突出“新华”字号。

新华书店，就这样悄悄
地变了模样，曾经遍布街头
巷尾的4个大红字招牌虽已
渐渐隐没，当下在全国共计
有8000余处发行网点的新
华书店其实却依然不显山
不露水地占据着中国实体
书店的龙头老大地位。

现在在新华书店的阵
营中，既有王府井书店等
这样主打文化Mall概念的
大书城，也有崇尚小而美
风格的轩客会等小型书
屋；既有为特定人群打造
的书店如厦门江头少儿主
题书店，也有结合地域文
化策划的特色书店，如充
满俄罗斯风情的哈尔滨果
戈理书店等。此外，新华书
店也在积极适应互联网时
代的新模式。如今每个省
的新华书店集团都有自己
的电商平台和门户网站，
其中，四川的文轩网和浙
江的博库网等在全国图书
电商平台都已经具有了相
当的影响力。

其实，不管新华书店
怎么变化，在漫长的时光
里，它是许多人开启知识
大门的地方，也是几代中
国人共同拥有的阅读回
忆。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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