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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托班”：
孩子逛书店被变相收费？

青年报记者昨天赶到博库书城

看到，给“ 寒托班”上课的地方已经

辟出，首批准备开两个班，每个班20

个 小 学 生 。 博 库 企 划 经 理 朱 兵 对

“ 寒托班”的前景颇有信心。据他介

绍，进入这个班的孩子，届时除了可

以得到6位老师（ 4位是专业老师，2

位是上师大的学生志愿者）的做作

业辅导，和兴趣培养课之外，还有两

点是其他闲逛书店的孩子所无法享

受的。

其一，就是入班的孩子可以阅读

书店内的所有精彩图书，这些书如若

一天读不完，可以寄放到“ 寒托班”

的专设书架上，第二天接着读。“ 你

知道，有不少书，尤其是童书非常热

门，孩子如果不买，第二天来看可能

就没有了。但是入班就不会有这个

苦恼。”朱兵对青年报说。其二，“ 寒

托班”对孩子进行引导阅读，“ 现在

有些孩子在书店里闲逛，专门挑那

些不适合未成年人阅读的乱七八糟

的书。”

当然，家长要想自己的孩子享

受到这一系列服务，必须掏腰包。除

去春节，“ 寒托班” 一共开班3个星

期，收费达600元到800元。不过对

此，一些家长也有自己的看法。家长

龚先生对青年报尖锐地指出，孩子

到书店看书本应免费，而且书店工

作人员有责任管好孩子。如果孩子

读一些有害的成人图书，理应制止。

“ 现在书店办班，将原来一些义务

标价出售，等于对孩子逛书店变相收

费。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不入班的孩

子阅读安全就堪忧？”

书店：
收费是为了确保孩子的安全

最近，书店对“ 蹭书族”是否应

该收费的话题很热。一种观点认为，

书店是一个公共文化空间，理应对所

有人免费开放；而另一种观点则指

出，书店也是自负盈亏的企业，需要

靠卖书生存，“ 蹭书族”挤占了资源，

有时还会影响阅读环境，对书店经营

造成损害。博库此举，于是被认为通

过“ 曲线救国”将此变成了现实。

但是博库也有自己的苦衷。朱兵

对青年报记者表示，书店固然有保证

每一位读者（ 尤其是孩子）人身安全

的责任，但现在的问题是，面对寒假

蜂拥而入的孩子，没有哪一家书店敢

拍胸脯确保做到这一点。“ 孩子最爱

玩的地方就是自动扶梯，有哪家书店

有经济实力专门雇人在每个扶梯的

入口看管？”今年7月，就有两个孩子

在博库书城内奔跑玩耍时摔伤，书店

还叫了救护车。

朱兵告诉记者，“ 寒托班” 之所

以可以确保安全，是因为每个孩子都

有老师看管，连孩子上厕所都有老师

陪伴，而一些老师和志愿者是需要支

付一定费用的。“ 书店办班的宗旨就

不求赚钱，但求不亏。这也是我们作

为一家书店对社区双职工家庭做的

一点实事。”据了解，博库计划在设立

“ 寒托班”的基础上，再开设收费的

“ 晚托班”，把越来越多原先在书店

闲逛的孩子吸纳入班。

博库方面强调，开“ 寒托班”，并

非要排斥到书店免费看书的孩子，

“ 实事上，我们很希望孩子来看书。但

家长应该多多顾忌孩子的安全，不能

扔给书店了事。”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昨天，上海文化广场针

对1 2月1 7日晚《 剧院魅影》演出取消

一事，再度作出正式说明并向当晚受

影响的观众致歉：外部电网波动，加

上外方设备要求较高，导致出现断路

保护的情况，但随后两天的演出都没

有受到影响，照常进行，而1 7日晚场

的退换票工作仍在进行中。

演出当晚，由于“ 技术故障”，这

部百老汇著名音乐剧，延迟开始，字

幕、音响也先后“ 罢工”，最终，还没

演到一半，工作人员无奈宣布当晚演

出取消。由于部分观众担心该剧太

热，退票的话可能难以再购买到合适

的门票，加上现场排队登记信息的观

众人满为患，他们当时略有情绪。

不过，文化广场方面工作人员当

晚就开始加班，和外方一起地毯式排

查整个剧院的电路，均没有发现问

题。而在第二天电网工作人员加入

后，得到结论，是当天外部电网波动，

导致了剧方的高科技设备“ 过激反

应”，直接启动断路保护。

由于担心1 8日的演出再度出现

问题，电力部门也特别进行了保驾护

航。而1 8日当晚的演出开场前，上海

文化广场总经理张洁也特别通过现

场广播致歉、致谢，为了避免类似的

情况发生，对当晚电网波动的情况，

他们仍在继续调查。

此外，1 7日当晚出炉的票务处理

方案，也从1 8日上午7点开始执行，文

化广场开始持续外拨观众电话，安排

退换票，9点票务中心开始办理现场

退票。主办方表示，前来换票的观众

非常配合，对于主办方提供“ 退一赔

一”的处理方式都较为满意。截止到

1 2月1 8日1 9时，共处理演出退换票

600余张，接近总量的三分之一，退票

处理将持续到1 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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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英式的《 剧院魅影》仍

在热演，另一部百老汇经典音乐剧、

纯正美式的《 芝加哥》，也将将于

201 4年2月4日起登陆文化广场，连续

演出1 2场。日前，主办方对外公布了

此次《 芝加哥》音乐剧的演员阵容，

而该剧导演沃尔特·鲍比则对记者表

示：“ 我非常期待能在上海感受一下

中国春节的氛围。”

这次在上海的《 芝加哥》，是

1 997年的复排版本，而早在2004年，

它就曾在北京演出过。这个版本曾夺

得托尼奖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

最佳编舞、最佳灯光等六项大奖，由

沃尔特·鲍比担任导演，他也凭复排

《 芝加哥》获得当年托尼奖最佳导演

奖。沃尔特·鲍比是目前百老汇最活

跃的导演之一，被媒体誉为百老汇

“ 金牌导演”。

“ 据我了解，很多中国观众知道

音乐剧《 芝加哥》，是因为2003年全球

上映的电影版。”他透露，“ 确实，当年

改编电影时，选角消息一传出，曾让好

莱坞的老中青三代女星都趋之若鹜。

但是，角色要求演员‘ 能歌能舞’，很

多人都因此被挡在门外，最终，从小学

习芭蕾舞的影星泽塔·琼斯夺得了罗

克西一角。”而这部电影上映后，名利

双收，获得了奥斯卡1 3项提名和5项

大奖，打破了35年来歌舞片无缘获得

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尴尬局面。

他还介绍，这次挑战泽塔·琼斯

角色的舞台版女主演莎拉·索勒瑞

“ 毫不逊色”：“ 她是今年来百老汇新

晋的‘ 音乐剧女王’，几乎演遍了百老

汇和伦敦西区各种风格的音乐剧。”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今年朵云轩的秋拍预展

今明两天将在四季酒店举行。作为

上海金石篆刻风向标的“ 金石缘”系

列专场再成看点。朵云轩金石专家

袁慧敏对青年报介绍，本次系列专场

共分为“ 近现代名家篆刻、印谱专

场”、“ 当代全国名家篆刻专场”、

“ 中国四大名石专场”和“ 金石书画

专场”，汇集了难得一见的大量名家

精品。

本次预展汇集了大量隐身画坛

的篆刻大家之作。比如海派泰斗吴昌

硕虽以书画著称，但其实他也金石篆

刻的圣手。亮相预展的有三方出自吴

昌硕之手的印章。耐人寻味的是，吴

昌硕书画虽已进入千万元时代，但其

篆刻作品价值被严重低估。

而在“ 近现代名家篆刻、印谱专

场”的“ 古工集萃”中，“ 周尚均款博

古钮章”、“ 林清卿雕梅竹薄意章”、

“ 林文宝雕博古平钮大方章”和“ 林

元珠雕兽钮章三方”，均出自明清篆

刻名家之手，其中有不少是多次见诸

各种印谱的经典之作，有的还是某些

名家的孤品。“ 中国四大名师专场”

的拍品则走低价路线，绝大多数名石

起拍不过两千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画家做篆

刻，使印章多有一些书画的飘逸，而

金石学家如果进行书画，则书画多有

一些古拙之美。“ 金石缘书画专场”

就汇集了一批金石书画家的作品。袁

慧敏告诉记者，金石书画在笔墨间铸

造金石气息，堪称艺术的上乘，但目

前金石家书画的价格依然处于一个

价值洼地，很值得关注。

孩子进书店看书要收费了？博库书城在实体书店首创的“ 寒托班”
日前开始招生，据称进入这个班的孩子除了可以随便阅读店内图书，还
能享受到做作业辅导、书法练习等专业服务。不过加入“ 寒托班”需要交
费600-800元。也因此有一些家长认为，此前一直流传的书店将向“ 蹭书
族”收费的传闻，终于被博库书城以“ 寒托班”的形式变成了现实。但博
库书城相关负责人解释说，他们之所以收费，是为了确保孩子逛书店的
安全。 青年报记者 郦亮

书城聘请的老师正在辅导学生做作业。 青年报记者 丁嘉 摄

“ 魅影”演出取消系外部电网捣乱
文化广场：今后会更完善应急机制

《 芝加哥》女主角不逊泽塔·琼斯

“ 金石书画”惊艳朵云轩秋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