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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年終，不論是傳統的報紙，還是網站都推出「十大好

書」或者「年度好書」的評選。關於開書單的逸事甚多，有

名的如當年魯迅在《京報副刊》徵求「青年愛讀書」和「青

年必讀書」各10部時回應：「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

不出」；又在「附註」欄裡填了一段日後極為著名的話：我

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讀書本是非常私人的事，但開書單，也並不壞。至少可知

評委的口味、立場和價值觀，甚至可視為啟蒙講壇、思想陣

地。內地報館年度好書評選有南北兩大重鎮，分別在深圳和

北京。規則、數量略有差異，旨趣基本一致。發軔於《深圳

商報》文化廣場全國報紙讀書版主編圓桌會議的深圳十大好

書評選似乎更窄口味，偏好社科人文；《新京報》年度好書

則是在50種候選書目中選出15本入選者，再從中選出文學、

社科、歷史傳記、商業、藝術生活的圖書各一種，以及年度

圖書一種。

今年深圳「年度十大好書」最後按評委投票票數排名為：

《尋路中國》、《批評官員的尺度》、《深圳十大觀念》、《立

憲時刻》、《故事照亮未來》、《從「東歐」到「新歐洲」》、

《捍衛記憶》、《中國文化史通釋》、《捨我其誰︰胡適(第一

部)》、《失控：全人類的最終命運和結局》。其中《深圳十大

觀念》入圍且列第三，曾在微博世界引發一絲波瀾；而《新

京報》15本決選書單中的三本社科書，《批評官員的尺度》

和《尋路中國》亦在榜中。《新京報》的其它決選書單包括

文學類的《百年孤獨》、《城邦暴力團》；歷史傳記類的

《1911》、《燃燈者：憶周輔成》；商業類的《從來就沒有救

世主》以及藝術生活類的《窗裡窗外》、《于丹趣品人生》、

《姥姥語錄》等，最終5卷本《資中筠自選集》當選為年度好

書；作家格非的《春盡江南》獲選為年度文學圖書；《史蒂

夫·喬布斯傳》獲選為年度商業圖書；引進書《批評官員的

尺度》和著名歷史學家楊天石的《帝制的終結》分別獲選為

年度社科圖書、年度歷史傳記圖書；年度藝術生活闕如；4卷

本《朱鎔基講話實錄》則獲評「特別致敬」書籍。

有趣的是，在深圳擔任十大好書評委的北京萬聖書園創始

人劉蘇里，最近在燕山大講堂作了主題為「2011學術思想類

圖書觀察」的專題演講，列出了他心目中的原創類學術思想

類圖書TOP10（他特別強調不分先後）：《立憲時刻》、

《「氣」與抗爭政治》、《行為經濟學講義：演化論的視角》、

《資政院議場會議速記錄：晚清預備國會論辯實錄》、《中國

現代性與德意志文化（全三冊）》、《現代國家與民族建構：

20世紀前期土耳其民族主義研究》、《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

革命》、《立憲選擇中的自由與權威》、《制度倫理研究：一

種憲政正義的理解》、《甚麼是好的公共生活》以及翻譯類學

術思想類圖書TOP10：《批評官員的尺度》、《馬克思為甚麼

是對的？》、《維特根斯坦傳：天才之為責任》、《西方將主

宰多久：從歷史的發展模式看世界未來》、《危險的邊疆：遊

牧帝國與中國》、《大陸的神話：元地理學批判》、《危險的

國家：美國從起源到20世紀初的世界地位（全二冊）》、《非

洲國》、《法權現象學綱要》、《捍衛記憶》。

萬聖書園無疑是北京知識人最鍾愛的思想型書店，劉的這

張書單是從今年萬聖經營的15,000到16,000種學術思想類

「新書」中先篩選出3,000多種，再從裡面選出670多種乃至

35種，最終就是這TOP20——其中翻譯圖書10種，原創圖書

10種。「它們多少反映了今年全國600家左右出版社，兩三

千家民營出版策劃公司，學術思想類圖書生產的一個側面。

這個縮影既不是我本人的，也不是萬聖的主張和偏好，這主

要是萬聖成千上萬讀者投票的結果。在篩選TOP20過程中，

我充分尊重銷量。」

劉蘇里在演講中梳理了今年的學術思想類圖書熱點：第一

是幾年以來持續不斷的民國熱升溫；第二是傳統文化熱；第

三是宗教讀物熱。「民國熱、傳統文化熱、宗教類圖書熱都

是表面的，就我觀察，這也是人們求變的一個非常隱晦、隱

蔽的表達，乃至於近一兩年越來越公開的求變，大家對眼下

的生活狀態和眼下的存在狀態不滿意，不滿足。」他特別提

到2011年最有意思的一本書是，五月推出來的張木生《改造

我們的文化歷史觀》。「作者想表述的是自己的思想：一是只

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二是只有新民民主主義才能救中國共

產黨。」

N城記：北京/上海

年末書單

文：白金

有沒有試過以下情況？

又書又報紙又雜誌的上機，結果全遺留在機艙中？

執行李如玩俄羅斯方塊，智商大考驗？

在唐人街以五倍價錢買香港報紙？

我通通試過！

十二月是最忙碌的月份。忙甚麼？忙買聖誕禮物、忙約

家人朋友吃飯、忙工作……忙完以上三大項就到忙放假。

對，放假都很忙的，許多次，我在往機場前一刻還在執拾

行李。皮箱太小，慾望太多。一個人去旅行都想多帶一條

長裙一件皮夾克（以防萬一有艷遇），又要多帶幾本書

（通常沒有艷遇晚上獨個兒在酒店房間孵豆芽）。為怕「

執輸」，單是執書就將皮箱撐得脹爆。不過，自從有了電

子書店後，我的問題就解決了！

以往沒有電子書店，每次去旅行，我至少會帶5本途

書：當地旅遊指南（有時不只一本）、文學書（一個人坐

在露天咖啡店看）、愛情小說或漫畫、話題書及自我增值

書（自我安慰，旅行不忘增值，不是只懂吃喝玩樂之

輩）。5本書，有些還要是精裝版，真要了我的老命！不過

自從有了電子書店，不要說5本，就是要帶50本書上路，

也不成問題。

現在我出門，甚麼都可以不帶，但必定會帶一部平板電

腦。電子書店app看書，香港新聞app看新聞，還要一個提

供當地旅遊資訊的app，三大app在手已可瀟灑上路。皮箱

多出來的空間夠我多帶幾套戰衣，或在回程時塞滿我的戰

利品。希望這個聖誕假期不會因此大出血吧！

(Handheld Culture Webstore:  www.handheldculture.com)

首尚文化暢銷電子書榜（截至2011年12月10日）帶書架去旅行

1

相遇在那年盛夏

江澄 N/A

2

不是港孩

葉慧 紅出版

3

真味香港菜

陳紀臨、方曉嵐 萬里機構

4

遇見天天微笑的自己

林以諾 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5

中華英雄第1、2、3期

馬榮成 文化傳信

6

家常靚湯188例

犀文圖書 廣東犀文圖書

7

死在路上也不錯 周榕榕

萬里機構

8

怪獸家長 屈穎妍

天行者出版有限公司

9

Meegan's Magic Makeup Bible    Meegan

青森文化

10

小魔神珍藏

黃玉郎 文化傳信

三地共育的文化體驗空間
方所擁有9萬多冊精心挑選的書籍，大量

的台灣原版與外文書籍，不少已經絕版的經

典，首次將60多個設計師品牌引進內地。在

開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它悄然改變廣

州。有人在那裡偶遇蔡康永，激動地買書簽

名，發上微博。洪晃特意飛到廣州，去到那

裡的咖啡館坐讀讀書。駱以軍、許知遠、

廖一梅、侯文詠、歐陽應霽、周雲蓬……作

家在這個空間裡頻密地講演，本地青年人熱

情地參與，在到處是詩歌的暖黃色燈光下，

思想安靜地交換。有人甚至說，方所是讓人

留在廣州的一個理由。這句話多少帶對新

生事物衝動的熱愛，但已充分證明它將是廣州不

可忽視的存在。理想太可貴，以至於其意義可以

勝過於「方所」在傳統書店業態下作出全新模式

的探索。「傳統書店的經營模式已經面臨嚴峻的

生存挑戰，跨界發展勢在必行。」廖美立這樣

說。

廖美立說，方所並不僅僅是書店，它是為本地

的文化人提供體驗與交流的一個空間，它為人們

提供有品質的生活。衣服、植物、設計師們用心

創造的生活用品，只要是美好的，就是對我們更

進步的生活有益的，為甚麼不可以存在？這個想

法在一位網友的評價裡得到肯定。「在廣州，你

可以去一個地方，一邊喝咖啡一邊挑新書，一邊

欣賞各國家居藝術，一邊把玩妙趣橫生的植物。

你可以在周末聽一場文化講座，在孩子對圖書

津津樂道時挑幾件的衣服。」這段話正是方所理

念進入大眾的直觀表達。

在美學與商業的平衡裡找回閱讀的慾望投資人

毛繼鴻在微博上說自己開設方所是受蔡元培「美

育救國」的啟發，也是自己在取得了商業成功後

對理想的進發。為此，他做好了「熬」的準備。

我小心翼翼地問方所會不會遇到生存危機而倒

閉，廖美立很肯定地說，不會的，之所以有方

所，是基於與毛繼鴻的相同理念，他們二人對於

零售業都有長時間的經驗積累，業態的選擇與組

合非常嚴謹。雖然方所除卻書籍之外的產品的售

價受到一些批評，但她認為這裡的很多設計是獨

一無二，造價本來就很高，我們不標榜價格，而

是傳達一種審美。之所以將書店開在高端百貨聚

集的太古匯，也不是定位高端，只不過剛好有個

可以聚集人流的新商場，一個新書店要去培育自

己的人流難度是不小的。

無法被代替的閱讀體驗
經營實體書店，說不擔心風險，沒有人會相

信。三聯書店撤出廣州，廈門光合作用倒閉。與

台灣相比，內地

的民營書店更為

艱 難 。 廖 美 立

說，台灣雖然也

有網絡書店，但

由於對折扣的一

些管制，網絡與

實體書店依然能

達到一種微妙的

平衡，彼此有了

一個清楚的遊戲規則。而內地則非如此。官方對

於民營書店並沒有特別積極的扶持，近期雖然有

要降低稅費的說法，但業內人士仍然不太看好。

在實體書店看書，去網店買書成了一種普遍模

式，廖美立說，這是一個對做書業的人更具挑戰

的時刻。因而，方所賣的不僅僅是書，更多的是

體驗。

除了網絡書店，電子書亦是對實體書店的巨大

衝擊。廖美立說，紙質書帶給人的獨特閱讀體驗

是無法被取代的，那樣的手感是愛書的人無法捨

棄的，但電子書的存在無疑是對出版人的挑戰，

這要求編輯更有創造力，為書籍創造多樣的呈現

方式。「我希望在方所，人們可以找回閱讀的慾

望。」

靜雜衝突裡尋求精神之所
與廖美立訪問裡，她說到最多的字是「美」。

有人在微博上寫：「進入方所，我整個人突然安

靜了下來」。這正是廖美立追求的。「內地在崛

起的過程裡試圖迅速追回丟失的東西，趕上西方

的腳步。在這個快跑的過程中，我們丟掉了生活

品質。台灣也經過很長一段浮躁的時間，但現在

我們回到了生活的本身。台灣現在是安逸的，人

們追求一種有品質的進步生活。」她認為，內地

的青年人在經過了對物質的迷戀與追求後，現在

已經開始回歸心靈，尋求精神滿足。現在這個時

間點，他們來了，是對的。「方所」受到了媒體

前所未有的關注，除了打造它的人大名鼎鼎，也

許是因為「方所」的理念與一向被視為「務實

的，平民的，甚至有點嘈雜的」廣州之間的衝

突。它的開設可以說是務實廣州的一個理想試驗

場。人們要問，如果是在京滬，那樣的文化人聚

集地，方所的風險是不是會小一點。其實方所曾

經與上海某高端商場談過，而商場的管理者不同

意做書店，廣州太古匯則對此表示歡迎，甚至還

給予了租金優惠。「事實證明，我們或許低估了

廣州。方所現在的經營高過我們的預期，無論是

業績，還是人潮。」廖美立說，廣州應該有更多

的文化場所，舉辦更多的文化活動的。對廣州來

說，方所更有存在的必要，我們必須堅持。」

「台北是個小而美的地方，而廣州則體量很

大。廣州包容了太多的東西，很多人在這裡打

工，做生意。我認為廣州不應該走香港的模式，

不應該成為金融或貿易的中心。廣州是一個有文

化的歷史老城，也是一個媒體之都，它應該創造

更好的人文環境。」廖美立說，吸引有文化修養

的年輕人定居，一個城市需要有獨特的文化魅

力。人與城是相依相生。廣州與京滬相比，文化

資源欠缺。但廣州有很多設計師，珠三角擁有許

多製造工廠，她建議廣州以設計為切入點，希望

珠江兩岸多多開設展覽，多設立文化創意場所，

慢慢地，這座城就有了風韻。 城市裡的文化棲

息地方所的官方微博裡，員工對這份工作的熱愛

表露在字裡行間。有人仔細地排列書籍，需要催

促才肯下班，有人認真地為顧客推薦他們的心頭

愛。從他們整潔的印詩歌的圍裙，到方所裡整

整齊齊的書目，這份與書籍為伴的工作似乎可遇

不可求。因這不止是工作單位，亦是對文化的愛

找到了一個棲息地。

聘請本科生做店員，方所在書店中可能絕無僅

有。據傳方所的面試題是「說說自己最近去的一

個展覽以及當場作詩。」廖美立說，在廣州找到

會英語的，又懂點文學藝術的，只能找本科生。

雖然這加大了人力成本，但是是值得的。據說老

闆不對他們有任何業績的要求，只讓他們多讀

書，這樣的文化，讓每個人從嘴角露出喜歡，眼

神中釋放出平靜，而這所營造出的靜謐也是每一

個踏入方所的人之所求。在方所的開幕式上，所

有的店員一齊朗誦詩歌，感動了許多人。蔡康永

在微博上寫道，「我在廣州的『方所文化』書店

意外買到這本從未謀面的簡體版《法斯賓德的世

界》，我乃順從的溫習一眼自己的往日。」有位

顧客則欣喜地寫道，「在方所買到了侯麥的劇本

和彭淮棟翻譯的《普希金秘密日記》，都是九九

年版。侯麥的這個舞台劇劇本當初在人藝書店是

只能摸的非賣品，而彭淮棟的譯作也是絕版多

年，以為無緣得見。神奇的方所！」我把網友的

評價摘給她看，廖美立也很是自豪，她告訴我，

貢布里克的《藝術的故事》幾十年前的英文版，

台灣版也出了很久，在方所一下子就賣光，反響

超出想像。而目前，不管是美術生活區，還是

Cafe區，經營得都很不錯，她對未來有信心。

在方所，
找回閱讀的慾望

在廣州誕生不久的「方所」，它合適的稱謂大

概是「文化體驗空間」。這個開設在高端商場，

約兩千平米的空間是粵港台共孕育的成果—

廣州設計師兼服飾品牌「例外」的創始人毛繼

鴻投資，香港設計師又一山人設計，台灣行人

文化實驗室執行長、誠品書店前執行副總廖美

立加盟。「定是常住，便成方所。」這是精英

齊聚的一個夢想，於是承載了許多冀望。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顧一丹 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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