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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嘿，你看見這本書沒？現在
國外上到80老人下到8歲小孩

都喜歡讀，你說它該寫得多好啊？」喜
森抬起頭，就見同桌的手指在一張報紙
的配圖上不停地圈點着。圖片上一位外
國老大爺正坐在噴泉旁津津有味地讀一
本書。喜森很喜歡圖片上的意境，但她
並不知道那是什麼書，更不知道為什麼
它會如此風靡國外。在2000年，中國
大西南的一座小縣城裏，這樣的書訊就
像一道天外流星，絕大多數人都不會經
心，但對於喜森這樣的「書蟲」來說，
一份好奇和渴求卻注定萌生在她的心
間。
2000年11月，那位同桌的爸爸去重
慶出差，恰好在當地新華書店撞見了這
套書。喜森和同學們也得償所願，紛紛
接力式地傳閱開來。「那時候我正讀高
一，平時學業繁重，我就利用周末連讀
一個下午，有時候午休和晚自習也會偷
偷讀一點。到了晚上，我的頭腦裏經常
會閃過狼人、獨角獸或是飛天掃帚的奇
幻情景。」喜森笑着回憶，當時學校裏
有一個名為「胖子軍團」的書友會，本
來主打的是漫畫和偵探小說，但自從
《哈利．波特》橫空出世，書友會便迅
速被魔幻小說「攻陷」了。
從1997年到2007年，英國作家J.K.
羅琳一共創作了七部《哈利．波特》小
說。2000年8月31日，經過艱難的溝通
和爭取，人民文學出版社成功購得前三
部的中文版版權。同年10月6日，這三
本書的中文版在北京王府井新華書店舉
行了全國首發式，現場兩個小時便售出
1,500餘冊，創下了該新華書店的銷售
紀錄。而在發售後的一年半時間裏，這
套書更狂銷7,700萬碼洋，創下了新中
國成立以來單本圖書的出版紀錄。
2001年6月，《哈利．波特》系列圖

書第四部進入中國。在這段故事裏，英
俊瀟灑的塞德里克．迪戈里被伏地魔殺
害，這也是這套書中第一次有正面人物
死亡。由於對這個魔幻故事「用情過
深」，令人傷感的《哈利．波特與火焰
杯》也成了喜森青春讀書會的最後一
站。儘管在四川的這所高中裏，魔法傳
說暫停了它的講述，但在千里之外的一
座圖書館中，一名女大學生正在邂逅一

場前所未遇的魔幻之旅。

「魔法石」與童年幻想
秋冬之際，北京的大學校園都十分

寧靜美麗。已經大四的杜渝課業輕
鬆，於是沒事兒就把自己泡在圖書館
裏。這一天，杜渝的手指撫過一排書
脊，她順手抽了幾本出來。「本來我就
想找一些書打發時光，也沒什麼規劃或
希望，但看了幾章那本名叫《哈利．波
特與魔法石》的書之後，我驚訝地發
現，書中描繪的事物竟然與我兒時對世
界的想像出奇的相似！」那次「初見」
發生在2001年11月。即使今天回想起
來，杜渝依然清晰記得，那本《哈利．
波特》的封面是土黃色，看上去舊舊
的。
「對角巷，9又4分之3站台，霍格沃

茨裏會移動的樓梯……所有這些，都給
我一種非常熟悉的感覺。在這個來自異
域的魔法傳說中，我居然總能找到一些
零散、模糊的童年幻想。」《哈利．波
特》讓杜渝徹底無法掩卷，逐字逐句，
反反覆覆，杜渝竟然一口氣讀了三遍。
興奮之餘，她還立即向舍友們鼎力推
薦，結果沉浸在言情小說之中的姐妹們
卻異口同聲地回了她一句「so na-
ive…」「我不在乎，《哈利．波特》如
此精彩，推銷失敗，一定是因為我不會
講故事。」杜渝笑着回憶。
那個時候，《哈利．波特》已經在國

外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在中國也堪稱家
喻戶曉。人民文學出版社對這套魔幻文
學的「封神之作」也格外重視。有關
「哈利．波特」和「魔法世界」的衍生
品，更是備受追捧。此種背景下，哈迷
群體也日益龐大，並且也從單純對文本
的喜愛，發展為對「HP文化」的熱烈
追捧。

「火焰杯」與熱烈追逐
「任何作品都無法替代《哈利．波

特》在我心中的地位。」時尚女孩王佳
翌說，為了得到爸爸許諾的魔法袍，自
己硬是鉚足勁把成績提到了年級前十
名；為了擁有一根魔法杖，家裏的筷子
都成了自己下手修理的原材料；跑去其
他城市看「哈利．波特展」；專心收集

「哈利．波特」主題樂高；不錯過任何
一場「哈利．波特」音樂會；直到現
在，還保持着每年重溫一遍原著的習
慣……用女孩兒自己的話說，「《哈利
．波特》改變了我的生活。」
2016年4月的一天，王佳翌在北京順

義逛書店時，正巧看見店家掛着一幅
《哈利．波特與火焰杯》的巨型海報。
一瞬間，這個小女孩似乎被赫敏附了
體，動情勸說，苦苦相商，主動出
價……費了好一番周章，書店老闆終於
被這個「超級哈迷」的摯誠所打動，讓
員工們架梯子、搬椅子，小心翼翼地把
那幅巨大的海報撤下來，交到王佳翌手
中。
「那幅海報整整佔了我臥室的一面

牆！」王佳翌回憶說，每天一覺醒來，
第一眼我就會看到海報上一雙雙眼睛在
盯着我。每當這時，我都越發確信，
《哈利．波特》中的每一個人物都是真
實存在的，甚至他們就在我的身邊。

「鳳凰社」與情感涅槃
在很多哈迷眼裏，《哈利．波特》的

故事都是亦幻亦真。雖然魔法玄妙，但
俱應人情；雖然所云都在虛幻，但所指
皆在現實。也正因為《哈利．波特》文
本的豐富性，才使它擁有如此廣泛的讀
者，並帶給人們不同層次的閱讀感受。
即將小學畢業的北京女孩兒吳悅彤就
說，「每當我一個人在房間的時候，就
會情不自禁地對着鏡子唸書裏的咒語。
比如找不到東西的時候，我就會唸書裏
面找東西的咒語。」這個天真爛漫的女
孩笑着說，自己第一次閱讀《哈利．波
特》的時候，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呆望
着窗外，幻想着會有巨人把自己接到魔
法學校去。
如果說《哈利．波特》給小女孩吳悅

彤插上了想像力的翅膀，那麼這套書給
大女孩張子雯的影響就更加實實在在。
「我最初接觸《哈利．波特》是在小學
三年級，因為好多字都不認識，於是我
『被迫』練就了熟練查字典的能力。後

來我開始閱讀英文原版，這又極大地提
高了我的英語認讀水平，並對我了解英
國文化起到了啟蒙作用。而且我還和好
友一起寫過哈利．波特的同人小說，那
也堪稱我的寫作初體驗呢。」如今，正
在法國留學的張子雯還是會隔三差五地
去海峽對面的倫敦轉轉，用她自己的話
說，「因為那裏有太多關於哈利．波特
的足跡。」
在杜渝眼中，「雖然《哈利．波特》

通常都被定義為兒童文學作品，但它也
為不失童心的成年人提供了無盡樂趣。
這個魔法世界就像嵌入現實世界的一個
小世界。無論什麼時候走進這個小世
界，我都會非常的快樂，它彷彿有一種
療癒人心的效果。」張子雯也認為：
「《哈利．波特》不僅幫助小孩子的心
靈健康成長，也提醒成年人即便長大了
也不要丟掉那些最單純的品質。」一部
耐讀的佳作，不僅帶給人智識與慰藉，
還能常讀常新，《哈利．波特》做到了
這一點。王佳翌說：「小時候，我最喜
歡小天狼星和鄧布利多。長大一點後，
便開始討厭老鄧。再後來，我又覺得老
鄧特別高尚。到現在，我覺
得他也只是一個普通人，有
偉大之處，也有人類固有的
缺陷。」
2017年，中國教育部將
《哈利．波特》圖書的第一
冊與第七冊列入中國中小學
生必讀叢書。而經過20年
的推廣，《哈利．波特》的
意義也早已超越一部小說，
而是拓展至一種生活方式、
精神認同與文化生態的高度
與深度。

「死亡聖器」與永生摯愛
2018年的十一假期，杜渝一個人帶娃

來了次長途旅行。緊密的行程和豐富的
玩樂讓杜渝身心俱疲。傍晚回到酒店，
她已經徹底打蔫兒，但孩子依然精力旺
盛，鬧騰不止。「我當時就在iPad上打

開了《哈利．波特與魔法石》的電影，
期望能換她安靜幾分鐘。」杜渝回憶
說，自己完全沒想到，一個不識幾個漢
字、英語基礎為零的孩子，竟然安安靜
靜地看了兩個多小時！「電影結束時，
我問她好看嗎？她說好看，就是有幾個
地方沒太看懂。」
如今，杜渝的女兒已經有了一定的英

語基礎。今年4月，她毫不猶疑地購入
了英文原版的《哈利．波特與魔法
石》，並且制定了一份親子閱讀計劃
表。杜渝的心裏頗有一些興奮，而哈迷
的大圈子也將迎來新一代的小成員。
今年是《哈利．波特》系列圖書引進

中國的第20個年頭。4月26日，也就是
世界讀書日後的第一個周末，人民文學
出版社聯合RDV書店SKP店聯合舉辦
的《哈利．波特》讀書之夜活動在抖音
平台熱鬧「開鑼」，這也是這一活動首
次通過網絡舉行。事後統計顯示，此次
活動的網上觀看量接近五十萬人次，參
與互動者也有近兩萬人次之多。
再過20年，讀者們是否還會繼續鍾
情於這個魔法故事呢？也許，人們都願

意相信J.K.羅琳的那句
話 ： 「After all this
time？ always！ 」
（譯：經年已逝，你是
否愛她依舊？至死不
渝！）

哈迷口述：

一個魔法傳奇一個魔法傳奇，，一部童話經典一部童話經典。。入華二十載入華二十載，，

影響數代人影響數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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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傳奇相伴 瑰美斑斕廿年

「我很想成為赫
敏。她出身於一個半麻瓜

的家庭，沒少受人歧視。但
是她學習努力，十分勤
奮。」

——吳悅彤（北京
小學生）

「我想成為盧娜！
一是因為我也是拉文克勞學

院的！還有因為盧娜非常的智
慧、敏銳、冷靜，喜歡她多數時候
『眾人皆醒我獨醉』的氣質！」

——張子雯（留學法國的中
國女孩）

「我會比較想成為
盧娜，她的姓氏是 Loveg-

ood，人如其名。性格與眾不同，
對一切都很淡然，活得很瀟灑，不
在乎別人的議論，快樂地在自己世
界裏閃閃發光，她的兩大特質就是
愛與自由。」

——王佳翌（國企工作
人員）

「我最想成為韋斯萊
雙胞胎兄弟中的一個，因為他

倆古靈精怪，幽默風趣，愛搞惡作
劇，即使最黑暗沉重的事情也無法打
擊他們的樂觀積極和好奇心。同時他們
還非常聰明，兼具企業家精神和創新
能力，如果穿越到網絡時代，他們
一定能成為『當紅博主』。」

——喜森（教育行業
從業者）

「我最想成為赫
敏。首先因為是女主，從她

剛出場就自然地把自己帶入
了。其次，赫敏身上堅強、勇
敢、努力、獨立、強勢等特質，
也是我希望能夠擁有的。」

——杜渝（出版機構
資深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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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女孩王佳翌是一位時尚女孩王佳翌是一位
超級哈迷超級哈迷。。

■■杜渝的小女兒如今已是新一代小哈迷杜渝的小女兒如今已是新一代小哈迷。。

■■張子雯在愛丁堡的張子雯在愛丁堡的
WaterstoneWaterstone書店買下當書店買下當
時剛剛發行的時剛剛發行的《《哈利哈利．．
波 特 與 被 詛 咒 的 孩波 特 與 被 詛 咒 的 孩
子子》。》。

■■張子雯在英國旅遊時品嚐最受巫張子雯在英國旅遊時品嚐最受巫
師歡迎的黃油啤酒師歡迎的黃油啤酒。。

■■張子雯參觀片場裏的張子雯參觀片場裏的99又又33//44站台站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