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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袁 深圳大学城图书馆

颁发一条新规定院 14 岁以下儿

童谢绝入馆遥 理由是该馆主要服

务于教学科研人员袁 未配置少儿

读物袁 且少儿入馆跑动喧闹袁 相

关投诉意见剧增遥

这条略显 野决绝冶 的规定招

来不小的争议声袁 一个月过去袁

效果还算显著遥

向来恪守清静的图书馆袁 害

怕遇上不受控制的 野熊孩子冶袁

而暑假中的孩子袁 总躲不开公共

阅读环境的召唤和魅力院 北京前

门的 PageOne书店袁 敞亮尧 考究

的空间设计袁 牢牢 野抓冶 住孩子

的畅游之心曰 公共图书馆的少儿

阅读场馆袁 野亲子共读冶 的热度

日益增高遥

当公众愤愤对 野熊孩子冶 划

分 野隔离区冶尧 规定 野孩子不该

去哪儿冶 时袁 我们更要追问的

是要要要那孩子可以去哪儿读书钥

近日袁 本报深入多处儿童暑

期阅读现场发现袁 在城里过暑假

的孩子袁 不满足于只被电子设备

和高档旅行安抚袁 相反他们拥有

旺盛的公共阅读需求遥 儿童阅读

场所绝非公共设施的 野配角冶 点

缀袁 亦非用以释放家长教育焦虑

的出口遥 孩子和书袁 需被足够宽

容而完整的公共环境悉心安放遥

北京东直门来福士商场的一家连锁民营书店袁 单独辟出

野耶七十二阅听课爷 儿童体验馆冶袁 给 0~12岁的孩子设定 7个阅

读主题袁 如 野知识探秘冶 野卡通动漫冶 野艺术萌芽冶 等遥

进门左手边位置的长沙发袁 可同时容纳约 7个孩子遥 家长

自觉不占沙发座袁 蹲在孩子对面引导阅读遥 没座位的孩子坐在

木地板上袁 但工作人员只要看到沙发空余袁 就提醒其他孩子赶
紧入座遥

带着 3岁半小孙女来看书的李玉红说袁 她家住附近袁 平时
和儿媳轮流带孩子出门看书袁 平均每次在书店逗留时间 1~2个

小时遥

同为 野陪读冶袁 李玉红习惯固定光顾一家书店袁 紧紧围绕

唯一的读书主旨曰 儿媳的方式则更 野年轻化冶袁 会带孩子坐消

费区边喝饮料边看书袁 偶尔还要听场亲子教育讲座遥

野孙女每次临走都央求我买几本书遥 我说每次买书不超过 2

本袁 因为来书店实在太勤啦浴冶 李玉红觉得孙女愿意泡书店袁

和现场的 野交流感冶 分不开遥 野她和不认识的陌生小朋友一起

聊看漫画的心得袁 交换手头在看的东西袁 顺便交朋友呗遥冶

服务细致尧 视觉美好的个性书店袁 易受少儿读者及家长的

欢迎遥 家住北京石景山袁 从事语言教育行业的李曼说袁 她 10

岁的儿子对老家徐州市区的西西弗书店念念不忘遥

野在西西弗书店袁 大人小孩都能好好看书遥 孩子拥有专门
阅读的区域袁 座位多袁 装饰好看袁 视觉体验很棒遥 这样的书店

很大气袁 服务人性化袁 能抓住客户需求遥冶
李曼认为在北京居所附近的某家民营书店就逊色不少袁 茶

座消费区只对会员开放袁 儿童阅读区十分狭小袁 且和成年人书

架紧挨着袁 选书不用心遥

单独的儿童阅读区袁 配套的餐饮游乐设施袁 是暑期亲子阅

读的加分项遥 李曼笑称袁 她问儿子喜欢怎样的读书场所袁 儿子

回答是旁边配有餐厅的遥 野儿子说上午读饿了就可以吃饭袁 吃

饱了下午接着读呀浴冶

个性书店收获 野儿童阅读外交冶袁餐饮游乐配套设施更野加分冶

通过街头采访发现袁 不少家长的暑期亲子阅读意向袁 有两

个特点院 一是一般基于 野就近原则冶袁 不会远程 野赴读冶曰 二是

对图书馆存有深浅不一的 野不敢亲近感冶遥

在高校从事行政工作的张强袁 从书店儿童书架上抽出一本
世界地理科普画册袁 给儿子解释何为人口密度遥

张强说袁 较为清闲的寒暑假袁 他常拉着上小学三年级的儿
子外出阅读要要要只逛书店遥 野不带去图书馆袁 是因为小男孩正

值最闹腾的年纪袁 肯定坐不住要东奔西跑的袁 去图书馆肯定影

响他人袁 而书店自在很多袁 我还能给儿子讲解一番遥冶

一个北京海淀 野土著冶 居民坦言袁 少年时的读书永远发生

在海淀图书城袁 而非只离家一站地铁路程的图书馆曰 在 野知

乎冶 一条咨询如何提高孩子阅读兴趣的提问下袁 有网友提及袁
感觉市图书馆多有考研考公务员的 野成人考试党冶袁 若是再没

好看的童书袁 那氛围严肃到能 野呛冶 到孩子遥
自今年 1月 1日起开始实施的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

馆法曳 第 34条规定院 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应设置少年儿童
阅览区域袁 根据少年儿童的特点配备相应的专业人员袁 开展面

向少年儿童的阅读指导和社会教育活动袁 并为学校开展有关课

外活动提供支持遥 有条件的地区可单独设立少年儿童图书馆遥

事实上袁 许多图书馆已在少儿阅读版块付诸行动遥 例如已

开放 8年的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图书馆袁 由一层亲子阅读区和
二层青少年阅读区组成袁 面积约 1200平方米袁 内设固定座位

200余个袁 非固定座位约 300个袁 提供 8万余册文献供阅览遥
家距离国图甚远的李曼和儿子袁 是石景山区少年儿童图书

馆的 野铁杆冶 粉丝遥 野规模不算特别大袁 但该有的都有袁 孩子

是可以安静下来阅读的遥冶

细节与整体的进步在悄然发生遥 李曼记得几年前带儿子

办借书证袁 还需要拿照片办理袁 借书纯靠人工袁 而如今该少

儿图书馆直接刷身份证即可办证袁 借书还书均可由机器搞定曰
数量明显增多的儿童座椅尧 游乐设施都为孩子带来良好的体

验遥
在李曼看来袁 图书馆是否适合儿童阅读的考量标准为舒适

度尧 安静度和规模袁 野其实我个人感觉阅读空间对孩子而言不
用太大袁 重要的是体验袁 是帮助孩子筛选图书的服务意识冶遥

公共图书馆不敢亲近钥 少儿阅读区在增多袁 服务在升级

专家建议阅读场所提升野儿童观冶袁空间增添互动性

无论是公立图书馆尧 民营书店袁 还是新兴的 野童书馆冶袁

形式或将持续升级换代袁 但某些核心服务理念一以贯之遥

野悠贝亲子图书馆冶 创始人林丹袁 自 2009年起投身低

幼儿童阅读领域的创业遥 她看到袁 亲子阅读行业在 10年

间发展的轨迹清晰可见遥

当林丹出国旅行光顾当地图书馆时袁 发觉中国公共

阅读场所的硬件设施已不输国外袁 而在 野软件冶 上有待

加强遥

林丹看到法国从国家图书馆到乡村图书馆袁 为低

幼儿童提供的服务很普及袁 细微处的心思无比动人遥

例如儿童书架设计满足 野触手可及冶袁 孩子可以轻而

易举向上把书 野拎冶 出来曰 图书馆专门给孩子提供

地毯尧 懒人沙发遥

野我很关注儿童阅读场所的 耶软件爷袁 目前

国内图书馆尧 书店可能存在的问题是给低幼儿

童选的书很少袁 而且缺乏 耶活动版块爷 和专

门配备的工作人员遥冶

长期研究儿童阅读教育的儿童文学

作家薛涛袁 则觉得国内儿童阅读场所

应获得更大的社会包容度遥

野图书馆不能因为不好管理便 耶一刀切爷遥 当他们说 耶熊

孩子爷 不可控时袁 说明管理能力不足遥 公共设施不该关上大

门把孩子排除在外袁 更何况阅读最能起作用的群体是少年儿

童遥冶

薛涛提出袁 理想的儿童阅读场所袁 一方面要营造独立的

阅读环境袁 另一方面要辟出互动区域袁 请作家来办见面会袁

和儿童读者之间产生对话遥

野儿童阅读场所应多进行推介活动袁 让书 耶说话爷袁 让环

境会 耶招呼爷袁 吸引孩子过来读书遥冶 另外袁 薛涛认为儿童阅

读场所应避免一味 野狭窄化冶 野特殊化冶 野幼稚化冶袁 野大

大方方的袁 不要刻意分割袁 非要说这是你的袁 那是我的袁 这

里是大家共享的空间袁 共享的书籍冶遥

野很多人觉得把孩子每周送到图书馆尧 书店一次就行袁

那都不是常态阅读遥冶 林丹觉得通过打造 野选对书冶 野用对

书冶 的环境袁 是要让孩子爱上读书袁 习得良好规矩袁 回到家

中也能正确阅读遥

阅读环境的建立袁 离不开公共文化体系的完善袁 以及民

间力量的参与遥 无论是建设者和家庭 野陪读者冶袁 成年人都

应秉承和加强 野儿童观冶袁 以平行视线与孩子 野共读冶袁 尊重

孩子遥

渊来源院 中国青年报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