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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上海青年读者购书的热

情，已足以让上海书展各大参展出版

商欢欣雀跃。他们认为，这就是出版

的未来。青年报在书展期间进行了以

1 4岁到35岁读者为对象的青年阅读

调查，得出了上述结论。读者还建议，

明年书展可以对进场读者进行细分，

开设快速通道，减少排队时间。

热情：
4成青年人书展购书超100元

“ 上海书展应该是中国内地人气

最高的书展，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

的热情的读者，这让人看到了出版未

来的希望。”北京出版集团品牌建设

部副主任彭春英对青年报记者说。

读者的热情主要体现在购买力

上。在接受青年报问卷调查的50位青

年读者中，有42%（ 21 位）的读者单次

书展购书超过1 00元，50元到1 00元之

间的也有30%（ 1 5位）。青年报记者

201 2年也曾在书展现场做过一次以

青年读者为对象的阅读调查。那次调

查显示，当月阅读消费超过1 00元的

有23%的青年人，48%的读者消费在50

元到1 00元。

由此可见，尽管存在图书涨价等

因素，但两年中，上海书展青年读者

对图书的消费热情大幅度提高了。有

两个细节可以说明这一点。今年上海

书展主宾市北京，原本供7天在上海

销售的图书，展程第3天就告售罄，北

京出版集团赶紧空运了一批图书来

沪，补充货源。

取向：
“ 不想让自己读得那么累”

与阅读消费热情相呼应的是阅

读时间的增长。有82%（ 41 位）的受访

青年人每天阅读时间超过1 小时（ 包

括纸质、网络和手机阅读），半小时到

1 小时之间的有1 0%（ 5位）。“ 几乎不

阅读”者为0。

在阅读图书种类中，首选“ 时尚

休闲类” 的青年人占到了38%（ 1 9

位），“ 人文社科类”34%（ 1 5位 ），

“ 金融经管类”1 6%（ 8位）。这个比例

与201 2年青年报调查有所变化。那份

调查中，74%的青年人首选“ 人文社

科类”，“ 时尚休闲类”只有1 8%，“ 金

融经管类”为4%。

时尚休闲图书正受到青年人前

所未有的热爱。今年书展最火爆的几

场签售一场是张嘉佳写爱犬梅茜故

事的《 让我留在你身边》，签了整整

一个下午。而刘同的《 你的孤独，虽败

犹荣》签售会也是人气爆棚，有的读

者早早就来排队。这两本书应该属于

心灵鸡汤一类的读物。“ 不想让自己

读得太累”，正在成为青年读者的一

种阅读心理。浅阅读在青年人中还是

有一定的市场。

方式：
5成青年人爱数字阅读

尽管201 4上海市民阅读调查报

告显示，市民阅读方式中首选纸质阅

读的比首选数字阅读的多25.1 5%，但

青年报的阅读调查显示，青年人对数

字阅读的热衷远高出上海平均水准。

有52%（ 26位） 受访者将数字阅

读（ 包括网络、手机、阅读器）作为自

己首选。前年这个比例还只有21 %。很

多受访者认为，一台平板电脑一部手

机就能搞定一切。“ 参与感强”和“ 使

用方便”是他们首选数字阅读的两大

原因（ 26人中首选前者的有1 2人，选

后者的有1 4人）。

这一点在书展学林出版社人文

社科自主出版平台上线仪式上的热

烈气氛中得到印证。有不少青年人特

意赶来参加这个活动。

至于对本届上海书展印象最深刻

的，有56%（ 28位）的受访者认为是“ 各

类人文学术讲座”，有34%（ 1 7位）的受

访者对“ 排长队入场” 的场景记忆犹

新。虽然书展组委会已建议不带包入

场，但一些年轻姑娘对青年报记者表

示，她们没法改变带包出行的习惯。她

们认为严格安保是必要的，但明年书展

是否可以开设一些快速通道，将读者细

分———背小包者直接开包检查入场，背

大包者则须通过X光扫描仪的检查入

场。这样可以提高读者入场的速度。

名家之声

1.余秋 雨 新 书《 君 子 之 道 》发

布暨主题演讲，14:00，友谊会堂二

楼。

2.王唯铭与匈牙利领事馆领事对

话建筑及签售《 与邬达克同时代》，

17:00，中心活动区。

3.相约星期二“ 中国好文字悦读

之夜”，18:00，中心活动区。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上海著名青年编剧管燕

草在上海书展推出了《 管燕草剧作

选》里，除了此类剧作选都会收入的

影视剧和话剧剧本之外，还有四部传

统戏曲剧本，如淮剧《 大洪流》、《 情

锁红尘》等。当人们都以为有实力的

青年编剧都去写影视剧的时候，管燕

草显然在作一种坚持。

管燕草说，自己是在上海戏剧学

院读戏文系时喜欢上戏曲的。“ 现在

很多青年人不喜欢戏曲，这是因为他

们不了解戏曲。”管燕草对青年报说，

“ 其实较之影视剧和话剧，戏曲具有

更深厚的底蕴，而且不同的剧种都能

反映一方的地域人文。比如沪剧之于

上海、越剧之于浙江、淮剧之于苏北。

这就是戏曲魅力所在。”

近年戏曲界的青年编剧大量流

失。管燕草认为，这与戏曲编剧收入

偏低有关。现在一个刚出道的青年编

剧写一个戏曲剧本，一般只有两三万

的收入，而且还要经过几年的打磨。

而一部一蹴而就的影视剧则可能有

十几倍的收入。在管燕草看来，这种

收入的不均衡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

戏曲界要想留住编剧，还需靠国家对

公民从小的戏曲普及。“ 只有让青年

人热爱戏曲，他们才有可能未来坚持

戏曲创作。毕竟有些事情是不能用金

钱来衡量的。”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上海规模最大的民间艺

术沙龙“ 克勒门”文化沙龙搬到了上

海书展现场，不仅名人相聚，还带来

了新作，引起广泛关注。“ 克勒门”掌

门人、作曲家陈钢，知名艺术评论人

林明杰，著名节目主持人阎华等“ 克

勒门”沙龙的主人一气呵成，推出了

包括《 玫瑰之恋》、《 艺术是漏网之

鱼》、《 克勒丽梦》 等五本文化新书

和两张音乐专辑。

此次艺术沙龙还请到了小提琴

家黄蒙拉、画家陈逸鸣、主播淳子、配

音演员曹雷、百家讲坛主讲人学者翁

思再参加。主宾穿插互答，星光熠熠。

这也成为书展规模最大、文化名人最

多的签售会之一。

青年报2014上海书展青年阅读调查

读者建议明年书展开设快速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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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摄影师“ 海盗王基德”

最近大火，因为他拍的那些星空。“ 海

盗王基德”拍星空已经到了痴迷的地

步。为了排到一幅极尽绚丽的星空图

片，他会开车几千公里去西北的戈壁

沙漠，去完成自己的“ 使命”。在他眼

里，拍摄星空就是不断要去完成的事

业，永无止境。“ 海盗王基德”带着他

由重庆出版集团推出的星空图书《 追

星81 天》在上海书展签售。

“ 有人问我，为什么执迷于拍摄星

空。其实道理很简单，星空就代表着我

们的童年。”“ 海盗王基德”对青年报

记者说，很多人童年时都有仰望星空的

经历。“ 但是由于污染，现在已经很难

看到那样的星空了。于是星空成为了我

们童年的象征，我们很怀念那样的时

光，我们也向往那样时光的重现。”

“ 海盗王基德”正是带着“ 重现

童年”的使命出发的。他已准备远赴

南美洲，拍摄那里被称为世界最美的

星空。他还告诉记者，最近他将开辟

一个新的拍摄题材，去四川一个湖泊

里拍摄那里的湖怪。

管燕草：戏曲编剧，热爱才能坚守

“ 海盗王基德”：星空代表着童年

新书速递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上海交大出版社昨在上海

书展举行“ 海洋强国出版工程”读者见

面会。以“ 这些岛屿是我们的！”为主题

的此次见面会，请来了上海交大致远讲

席教授傅崐成，从历史划界及沿革、国

际海洋法规等方面，以理性的态度、科

学的论述厘清南海岛礁归属问题。

据悉，“ 海洋强国出版工程”是

上海交大出版社重点打造的一套大

型丛书，首期包括1 4种学术专著，囊

括了一批国际经典著作和国内优秀

前沿著作。

“ 克勒门”首推5本新书

“ 海洋强国出版工程”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