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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阅读推广的新方式

———读书公园的规划设计

□熊静∗　赵晓

　　摘要　读书公园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的城市文化主题公园,是全民阅读事业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必然产物.它兼具阅读推广的新形态,书香城市新名片,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平台,多功能、
一体化市民活动空间等多种功能.内容规划和主题设计是决定读书公园成败的关键,文章以东

莞松山湖园区沟谷阅读公园内容规划项目为例,介绍了读书公园内容设计的一般方法.最后,阐

释了图书馆与读书公园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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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公园,是以读书和阅读文化为主题,以营造

书香氛围,促进全民阅读为宗旨的公共文化基础设

施,从广义上来说属于城市主题公园的一种,是一项

重要的民生工程.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持

续推行全民阅读的文化政策[１].近几年,“倡导全民

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得到了方

方面面的广泛关注.阅读推广是提高国民阅读率和

阅读水平,建设书香社会的手段和措施,随着全民阅

读工作的深入,阅读推广事业的形式和内涵也越来

越丰富,创立了一系列的品牌,如“书香中国”“读书

节”等,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而读书公园,是近

年来兴起的一种阅读推广的新形态,是阅读推广、全
民阅读工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由于读书

公园是新生事物,相关实践和理论研究才刚刚起步,
本文将就读书公园的功能和价值展开讨论,并根据

案例介绍读书公园内容规划的一般方法和模式.

１　读书公园与阅读环境

读书公园,是一种以阅读为主题的城市文化公

园.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地政府都

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希望将文化元素大量引入到城

市规划中来,各类文化主题公园就是其中一项颇受

地方政府重视的项目.据相关机构统计,近１０年

来,我国的主题公园呈现井喷式发展态势,截止到

２０１７年,数量达到２５００多家.至２０２０年,我国有

望超过北美和日本,成为全球最大主题公园市场[２].
上述数据虽然并不专门针对文化主题公园,但其在

主题公园中所占的比例亦相当可观.对我国主题公

园产业面临问题的调查也显示“部分主题公园文化

挖掘和融合不足”[３].纵观全球,所有优秀的主题公

园,不仅提供休闲、娱乐的功能,同时也是文化传播

和输出的平台,如美国的迪士尼乐园就是美国文化

的展示平台.与之相比,我国的主题公园在挖掘和

营造文化内涵,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所做的还远

远不够.
我国是一个拥有辉煌灿烂历史的文明古国,中

华传统文化中可资利用的文化符号如恒河沙数.有

学者运用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５４个重点旅游城市的相关

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文化符号,如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和近代史迹,以及城市绿地面积等,均对城市经

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４].可见,深入发掘优秀传统

文化,坚持文化自信和文化引领,是我国城市主题公

园建设的正确途径.阅读既是传统文化的保存和传

播途径,同时阅读的历史和精神又是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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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成部分,在全民阅读、书香社会建设的文化政策

背景下,将阅读的主题引入城市文化主题公园建设,
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这是孕育读书公园的现实土壤.

从功能角度说,读书公园首先要满足“休闲游

憩、美化城市、平衡生态”[５]等城市公园的一般要求,
更重要的则是紧扣主题,营造阅读氛围,为市民提供

阅读空间.从本质上说,阅读是阅读主体(读者)与
文本相互影响的过程,是阅读主体实践活动与精神

活动的一种体现[６].所谓“处处留心皆学问”,似乎

并不一定需要专门的阅读空间.我们不能否认对于

那些拥有良好阅读习惯和能力的人来说确实如此,
但对大多数读者而言,阅读环境仍是影响其阅读行

为的关键因素.图书馆推广经典阅读,往往建立专

门的经典阅览室或者经典书架[７],其理论依据就是

阅读氛围对读者阅读行为的影响.此外,阅读行为

虽然是由每个独立的个体实施的,但一个群体的阅

读活动往往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等环境因素的影

响,从而形成一种群体性的阅读价值观,成为阅读文

化的一部分.中国人自古尊重文本,重视阅读,即使

不识字的老农,也懂得“敬字惜纸”的道理.这是因

为经过长期阅读文化的熏陶,我们的阅读价值观认

为:读书是一个人修养、地位、权利的象征[８].即使

不爱读书的人,也认同书或读书的象征意义.因此,
在文本尊重的基础上,古人十分重视营造私人阅读

空间,对书斋内外环境的经营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

的程度.也许有人会嘲笑古人的“附庸风雅”,但是,
我们不应轻视书籍和阅读的象征力量.特别是在目

前这种国民阅读总体情况不容乐观的现实情况

下[９],读书公园应该成为一种标志,一个文化的符

号,让不爱读书的人感受到阅读的神圣,给热爱阅读

的人提供一个舒适的阅读空间.这是读书公园出现

的文化背景.

２　读书公园的功能和价值

由于读书公园出现的时间较短,尚未有学者对

其性质和功能提出观点,但读书公园与目前受到较

多关注的“公共阅读空间”有较多的相似性,我们可

以借用相关研究对读书公园的性质加以界定[１０].
首先,读书公园应具有公益性.知识是一种公共物

品,那么,传播知识的手段———阅读,也具有类似的

性质.因此,读书公园的建设应当主要由政府投资,
或者是公益行为.其次,读书公园应具有知识性.

这是读书公园区别于其他主题公园的主要特征,应
对阅读和读书的主题进行深入挖掘,体现一定的专

业性,并给予民众切实的阅读帮助.第三,应具备开

放性.应当面向地理辐射区域内的全体民众免费开

放,并争取惠及更多的人.从读书公园的性质出发,
它的功能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２．１　阅读推广的新形态

这是读书公园最基本的功能.阅读推广通常以

各式各样活动的形态展现,因此,有学者认为阅读推

广是以“扩大阅读普及率、改善阅读环境、提高读者

阅读数量和质量”为目的,“有规划有策略的社会活

动”[１１].举办活动需要一定的空间,因此,“营造富

于吸引力的阅读推广空间”也是阅读推广的重要方

法和任务[１２].读书公园相比其他的阅读推广空间,
面积更广阔,适应性更强,并且可以进行主题区域划

分,适应各种阅读推广对象的阅读需求,是一种值得

期待的阅读推广新形态.

２．２　书香城市新名片

从城市发展角度来看,读书公园将成为书香城

市的新名片.近年来,随着全民阅读战略的持续推

进,国内许多城市纷纷提出要将建设“书香城市”作
为新的发展目标.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发布的«全民阅读

“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是我国

首个国家级“全民阅读”规划,阐释了全民阅读工作

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并对书香社会建

设提出了具体的标准和要求.«规划»明确提出全民

阅读和书香社会建设应该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并将“完善全民阅读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作为重点

任务之一[１３].可见,在全民阅读和书香社会文化战

略中,各级政府责无旁贷.当然,书香城市的建设并

非一朝一夕,需要长期坚持并建立相应的保障制度,
最终目标是惠及全体国民,提升国民阅读发展水平.
但是,书香城市同样也需要有地标性建筑.这对辐

射区域内的民众来说,是身为家乡人的骄傲与自信;
对于城市来说,是一张能够吸引世界目光的新名片.
读书公园就应当成为这样的标志性建筑.通过专业

的内容和功能规划,结合一流的园林、建筑设计,让
读书公园不仅成为一个满溢书香的地方,同时也可

向世界传递城市的核心精神.对地方政府来说,是
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程.

２．３　优秀传统文化的展示平台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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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
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

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那么,如何继承和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时代的重要课题.我们常说,中
国是一个具有深厚、悠久传统文化的文明古国.中

华民族拥有的历史财富足以自傲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是,对于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不是靠喊口号

就能完成的.传统文化的延续,有赖于今天的中国

人对历史和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如何才能产生

这种认同? 既需要延续的手段,也需要具象的展示.
读书公园同时具备了这两方面的功能.阅读,是文

化保存和传播的根本途径;阅读文化,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读书和阅读为主题的公

园,毫无疑问会成为一个优秀传统文化的展示平台,
而且这种展示是具体的,贴近民众生活的,有助于建

立民众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２．４　多功能、一体化市民活动空间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读书公园最直观的作用就

是提供了一个适宜全家出行的活动空间.我国自古

就有“书香继世”的传统,对书籍、读书的热爱深入每

个中国人的骨髓.以阅读为主题打造的读书公园,
满足了民众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是一件造福于民

的民心工程.读书公园应当按照周边区域民众的实

际阅读需求进行设计,争取最大限度地普惠辐射区

域内的民众,使之成为老少皆宜,功能多样,具有长

期吸引力的市民空间,最终达到激发阅读兴趣、培养

阅读习惯、提高阅读水平的目标.

３　读书公园内容规划方法

作为公共基础设施,读书公园主要依靠政府投

资,在设计建设时,必须充分考虑社会效益,将其功

能和价值发挥到最大化.因此,读书公园的内容规

划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既是读书公园建设的基础,同
时也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正如学者提出的那样

“强烈的个性和突显的特色是主题公园生存发展的

基础和保障,品牌是吸引游客和回头客的关键”[１４].
读书公园的特色和品牌,是内容规划要解决的核心

问题.当前,读书公园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国内虽有

各种以阅读相关主题兴建的主题公园,但从内容设

计和功能实现上与读书公园的要求相去甚远,与此

同时,国外也几乎无相关经验可以借鉴.
那么,读书公园的内容规划应当如何入手? 需

要注意哪些问题? 笔者将在回顾我国阅读相关主题

公园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以亲身参与的具体案例进

行总结说明.

３．１　国 内 以 阅 读 相 关 主 题 兴 建 的 主 题 公 园 发 展

现状

读书公园是阅读推广的一种新形式,同时也具

有书香城市地标、阅读文化和传统文化展示平台、市
民活动中心等多重功能.近年来,随着各地政府对

文化事业重视程度的不断加强,各地都兴建了大量

文化基础设施,其中就包括不少围绕阅读相关主题

建设的文化主题公园.较有影响者如山东青岛的国

学园、河北沧州以诗经文化为主题打造的瀛洲公园、
陕西西安的诗经小镇、河南长垣的论语园、四川农业

大学老板山读书公园等.分析国内目前已建成的类

似文化主题公园的建设思路,可将其总结为两种类

型.一类注重阅读环境的营造,“为喜欢读书的人提

供了一个良好的、优雅的户外阅读场所”[１５],比如重

庆璧山秀湖公园读书台、四川农业大学老板山读书

公园、厦门湖里读书公园等.一类则将重点放在中

国古代经典著作展示方面,比如青岛国学园“利用书

法、石刻、地雕、景墙、雕塑、图案拼铺等形式,将«道
德经»«论语»«诗经»«离骚»«菜根谭»«千字文»、唐诗

宋词等国学内容表现出来”[１６].瀛洲公园则将“«诗
经»经典名句刻柱,‘风、雅、颂’以篆体雕刻在路

上”[１７].这种形式也是目前国内类似主题公园建设

思路的主流.应当说,不论是阅读环境的营造,还是

经典内容的展示,都是阅读推广的重要形式,但是仅

以此为主题建设的文化公园,与我们前述读书公园

的定义对比仍是有较大差距的.读书公园是阅读推

广的新形式,是一种立体的推广方式和推广空间.
营造阅读环境、展现经典内容,是阅读推广的手段,
但仅仅满足于这种简单的形式,并不能体现读书公

园在阅读推广形态上的优越性.概言之,读书公园

应当成为一个融阅读空间、阅读内容、阅读指导、阅
读活动等多位一体的综合平台,其落脚点在于促进

阅读,这是读书公园建设的根本思路.因此,国内目

前已建成的各类相关的文化主题公园,还不能称之

为读书公园,但其经验为读书公园的建设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

３．２　东莞松山湖园区沟谷阅读公园项目介绍

松山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是东莞市政府近年来着

力打造的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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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科技生态园区(以下简称“松山湖园区”),位于

东莞几何中心,坐落于“广深港”黄金走廊腹地.在

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的同时,园区管委会日益认识到

文化建设对园区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自然

环境方面,园区现有公共绿地和公园面积广大,环境

优美,植被条件良好,具备了文化主题公园建设的条

件.因此,在２０１７年７月,松山湖高新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余光教授签订项目

协议,委托王余光教授和东莞图书馆联合组建科研

团队,为松山湖园区的文化主题公园建设提供整体

思路,并就园区现有公园中条件较为成熟的沟谷公

园,围绕“阅读”主题,提出具体的内容规划和功能设

计方案.笔者作为项目成员之一,全程参与了本项

目的实施,现以沟谷阅读公园内容规划方案为例,介
绍读书公园内容设计的一般方法.

３．３　实地和文献调研

对公园实际情况和相关文献的调研,是内容规

划的基础.接受委托后,项目组从多个方面展开了

调研活动.
(１)实地调研

沟谷公园是松山湖园区现有的一个面积较大的

市民公园.实地勘察后发现,该公园东西狭长,植被

茂密,水域较为宽阔,两岸的开阔地带较少,岛屿较

多,水域和植被可作为自然隔断,划分出较多相对独

立的区域,较为适宜展现多层次、综合性的主题.
此外,公园一端入口与东莞著名旅游景点———

松山湖,仅有一街之隔,节假日人流量较大.建成后

的公园应当考虑借助景区的人气,巧妙地将市民从

景区吸引到阅读公园.
由于沟谷公园地形狭长,基本属于开放式的市

民公园,有较多的入口,其中一个入口直接连通松山

湖图书馆.因此,在内容设计时要考虑与图书馆结

合,同时各区块反映的主题应当尽量独立,便于市民

接受.
(２)文献调研

文献调研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国内外类

似文化主题公园的设计经验和创意;其二是东莞本

地的阅读文化和代表性读书人物,这是最能体现公

园区域特色的内容,同时也比较容易得到市民的心

理认同;第三是现有阅读推广实践和理论研究成果,
比如国内外较为成功的亲子阅读活动;经典推荐书

目等,这部分的内容可以提升读书公园主题的深度.

(３)公园服务对象的调研

上文中曾提到,沟谷公园毗邻松山湖景区,可供

挖掘的人流量较大,理论上的服务对象包括东莞全

体市民以及各地游人.但考虑到时间和交通成本,
沟谷公园的主要辐射区是松山湖园区,特别是沟谷

公园周边的居民.因此,需要了解周边居民的构成

情况,以及其阅读和休闲方面的需求.这部分数据

由松山湖园区管委会提供.

３．４　需求分析

沟谷阅读公园的建设主体是松山湖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管委会”),服务对象主要是园区居民,两
方面的需求都是我们在内容设计时需要考虑的.

从管委会的角度来说,改建现有公园绿地,主要

目的是改善园区自然生态环境,提高文化品位,为园

区的居民和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其具体

需求包括四个方面:树立“文化自信”、打造“书香松

山湖”、弘扬传统文化、提升文化品位.
根据松山湖管委会提供的数据,进入沟谷公园

的游人中:５５％为周边居民;３０％为园区科研人员;

１５％为各类游客.而对周边居住和工作人群的调查

显示,他们对公园的功能需求包括:文化教育、嬉戏

玩耍、学习交流、互动娱乐、休闲漫步.
综合两方面的数据反馈,我们认为,沟谷公园目

标群体的构成是较为复杂的,公园内容设计需要考

虑多方面的需求,既提供一个休闲娱乐、亲子活动的

空间,同时也要有一定的深度,起到阅读推广的作

用.在设计元素方面,则要体现东莞的特色和优良

传统.而沟谷公园较为复杂的地形,能够满足综合

性主题的要求,因此,我们建议在沟谷公园原有景观

基础上,营造以“悦读”为主题的文化公园.

３．５　设计目标

确定整体规划思路后,下一个步骤就是将其细

化为具体的设计目标,将其作为整个内容规划的指

导思想.根据需求分析,我们对沟谷“悦读”公园的

建设提出了四个目标.
(１)提供休闲场所.为东莞市民打造一个零距

离、易进入、人性化、契合度高,具有亲和力的阅读场

域.具体应该做到:标识清晰易寻、与自然环境和谐

相处、融入周边环境、主题区域划分清晰、内容明确.
(２)营造阅读氛围.选择适合的主题,以文字、

图画、多媒体的形式,立体展现阅读的魅力,并给予

读者相应的阅读建议和阅读帮助.具体应该做到:

０７

一种阅读推广的新方式———读书公园的规划设计/熊静,赵晓

ANew ModeofReadingPromotion:PlanningandDesignofReadingPark/XiongJing,ZhaoXiao



2
0

1
9

年
第3

期

类似的主题园区相对集中;每个主题内容划分明确;
展示方式多样;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划分主题区域;
根据读者层次提出分层阅读建议.

(３)激发阅读热情.通过公园的建设和使用,激
发民众的阅读热情,鼓励民众参与到书香社会建设

中来,为打造“人文东莞”,提高公民文化素养做出贡

献.具体应该做到:在主题公园设计时,突出交互性

和参与性的原则,通过设置互动电子设备、亲子游戏

区域等,让民众在“逛公园”的同时,还能亲身体验经

典阅读、亲子阅读的乐趣,形成受益终身的阅读

习惯.
(４)打造城市文化名片.最终设计目标是:将沟

谷“悦读”公园建设成为“家门口的书房”,让书香溢

满松山湖,让每位公民都能从阅读中获得身心的愉

悦,参与经典的传承,打造属于松山湖的文化名片.

３．６　区域内容设计

“悦读”是我们为沟谷公园确定的总主题,这个

主题如何展现,需要通过区域内容设计来实现.在

设计过程中,同样要考虑地形、地貌和游客需求.如

图１所示,沟谷公园地形狭长,在区域内容设计之

前,我们首先根据实地勘察的结果,将可供利用的地

块全部标示出来;然后再根据各地块的位置和地形,
以及各类型目标人群的不同阅读需求,确定每个区

块的主题;主题明确后,按照主题填充内容.对地形

较狭小,植被密集,无法进行主题展示的区块,将其

图１　沟谷阅读公园区域设计规划图

作为连接各分主题区域的道路,在道旁设计一些简

单的雕塑、展板,丰富园区的内容.最终,我们自西

向东将沟谷公园划分为“四线四岛四区”,设计不同

的功能或内容板块,满足不同人群的阅读和休闲需

要.下面,选择分主题设计时具有代表性的方法加

以介绍.
(１)打造标志性建筑

沟谷公园最东端,暨与松山湖景区一街之隔的

入口,我们建议将其设置为公园主入口区,并在此建

造标志性雕塑.读书公园应当以主题的专业性和深

入取胜,那么,为什么还要设计标志性雕塑? 这是因

为我们认为,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具象的展示.人们

虽然普遍认同书籍和读书的价值,但如果能够将其

以一种震撼人心的形象,具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更
加容易形成心理认同,即使不爱读书的人,也会受到

这种精神力量的感染.当然,如何放大这种精神力

量,有赖于雕塑的创意和建筑设计,而结合本地文

化,应当是效果非常理想的一种方式.比如我们为

沟谷公园主入口广场设计的核心雕塑,主题为“从莞

香到书香”,建议使用采集莞香的少女形象和读书场

景相结合,体现松山湖园区从经济强区向人文强区

发展的决心.在核心雕塑的两边设置书墙,分别镌

刻国内外最有影响的十本经典著作,紧扣读书的

主题.
(２)为各类阅读人群量身定做相关主题

沟谷公园的游客构成较为复杂,我们将主要的

目标群体分为三类:有学龄儿童的家庭;情侣;子女

已成年的中老年人.
针对情侣,将靠近主入口区的岛屿命名为“子衿

岛”,该岛为沟谷公园诸岛中面积最大的,且与两岸

步道有曲水桥相连,私密性较好.因此,我们选择了

“诗词与爱情”的主题,展现诗词中的美好爱情,给民

众,特别是青年情侣提供一个休闲、读书的场所.在

具体设计时,重点考虑私密性.
针对中老年人,将公园最西端的两个有道路相

连的岛屿命名为“禅茶双岛”.在传统文化中,品茗、
抚琴、读书、下棋,是最能体现文人雅趣的几个意象.
清茗一杯,古书半卷,在袅袅升起的茶香中,静思己

身,追求内心的宁静,思考人生的哲理,展现的是历

经千帆后的平静和安详.因此,本岛主题为“读书、
品茗与静思”,设置茶亭、棋盘、运动健身区,满足中

老年人读书、静思、休闲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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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庭为单位的读者是我们设计时关注的重

点,“家训区”“亲子阅读区”“阅读指导区”“五伦岛”
“诗文岛”都是以有学龄儿童的家庭为主要目标群体

的.其中,“家训区”与“五伦岛”主题相关,集中展现

“耕读传家”“书香门第”的阅读传统.“亲子阅读区”
“阅读指导区”“诗文双岛”则主要为家庭阅读提供阅

读场所和阅读指导.
(３)融入周边自然环境,巧妙利用现有景观

由于沟谷公园是一个已经建成的市民公园,植
被生长良好,自然景观优美.在设计时,不应破坏自

然环境的和谐,而应充分利用现在已有的各种景观.
比如,“诗文岛”以“经典诵读”为主题,我们希望为游

客提供一个大声朗读的空间,借鉴了中国传统阅读

文化中“熟读成诵”的读书方法.因为诵读要发出声

音,如何避免读者之间互相干扰是我们要解决的问

题.通过实地勘察,诗文岛植被茂密,已有两颗大榕

树充当了天然屏障,恰好可供放置电子屏之用.
再如,将“品茗”作为“禅茶双岛”的主题之一,原因

之一是在岛的入口,现有一口水井———“沙井”,周边居

民经常前来采水烹茶.因势利导,方显匠心之妙.
(４)紧密结合地方文化和传统

如前所述,读书公园应当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

展示平台.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各地都有大量

感人的读书典故和代表性的读书人物,这些都是我

国阅读文化的宝贵财富.而且,选择带有地域特征

的内容,更加容易拉近游客的心理距离,对树立文化

自信,加深对故乡的理解和感情都有重要的作用.
在沟谷读书公园内容设计时,我们也将结合地方文

化和传统作为了一条基本原则.比如,公园原有一

座宋代石桥的遗迹,该石桥原址在东莞南城元美村

与胜和村交界处,沟谷公园建成后被搬至此处.广

东地区向有农历正月十五晚至十六日“行通济”的民

俗活动,将二者结合起来,引导游客参与,有助于形

成新民俗.此外,“五伦岛”主题为“乡贤励志”,东莞

是岭南历史文化名城,古有读书遗风,近代以来,著
名学者、藏书家层出不穷,是岭南文明的杰出代表.
“五伦岛”以东莞书香世家伦氏家族教子读书的事例

为展示的主要内容,辅以东莞历史上的著名学者、读
书人事迹介绍,一方面可以增强民众的文化认同和

归属感,激发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另一方面也可作为

“家训区”的典型案例,加深人们对“书香家风”的认

识,并以乡贤为榜样,读书立志,建立读书热情.

(５)体现专业性和阅读推广的深度

相比其他类型的文化主题公园,读书公园应该

体现一定的阅读理念,并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阅读

建议,这是读书公园内容深度和专业性的体现.比

如,在“诗文岛”,重点引入了“经典诵读”的理念,古
人读书讲究“熟读成诵”,“诵读法”是中国古代阅读

方法和理论中发展的较为成熟的一种.今天虽然不

提倡人们“皓首穷经”,但是适当地记诵一些经典篇

章,仍是培养鉴赏力、提升写作水平的一条有效途

径.根据研究,在青少年启蒙教育阶段,«唐诗三百

首»和«古文观止»是比较适合的诵读范本.因此,
“诗文岛”的互动电子屏,以二书为主要内容.在“亲
子阅读区”则广泛借鉴了国内外比较成熟的亲子阅

读推广活动,如图书漂流、绘本椅等.“阅读指导区”
则依托项目组成员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从«中外推荐

书目１００种»«中国读者理想藏书»«中国家庭理想藏

书»中选择经典推荐书目.

３．７　内容规划方案的撰写和修改完善

这是整个内容规划的最后一步,上文提到的全

部内容,都需要以文字的形式展现出来.在此仅总

结两点需要注意之处:首先,内容规划方案完成后,
需要提交给建筑设计团队,因此在撰写过程中,应当

尽量全面地描述需求和主题,并尽可能多地提供设

计元素;其次,对于不便反映在正文中的内容,可以

用附录的形式,比如中外经典儿童阅读推广的案例,
中外经典推荐书目及提要等,方便建筑设计师全面

理解内容规划的思路和要求.

４　读书公园与图书馆

读书公园和图书馆都是公共文化设施,除了均

由政府投资外,二者似乎并无关联.事实却并非如

此,我们认为,图书馆和读书公园至少有以下两方面

的关系.

４．１　图书馆为读书公园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支持

读书公园是阅读推广的新形式,但由于出现的

时间很短,还是一种方兴未艾,较为稚嫩的形态,图
书馆则不然.近１０年来,在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

广委员会的协调、组织下,各类图书馆已经成为阅读

推广的 主 力,为 全 民 阅 读 工 作 做 出 了 突 出 的 贡

献[１８].在不少基层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已经成为

核心业务.图书馆界在阅读推广实践和理论研究方

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读书公园的建设是否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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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关键在于能不能提出具有特色和深度的内容,
能不能够传递正确的阅读理念,最终达到激发民众

阅读兴趣,提高国民阅读水平,建成书香社会的目

标.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长时间的研究积累和专

业化的人才队伍.图书馆显然满足了这两个条件.
因此,也可以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读书公园将成

为城市文化主题公园建设的一个新趋势,而图书馆

作为全民阅读战略的核心力量,在功能和内容规划

方面责无旁贷.

４．２　图书馆可以积极参与打造“图书馆＋读书公

园”的城市公共阅读空间

当前,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腾飞,各地政府都十

分重视文化建设,对图书馆事业的投入也在不断加

大.近几年新建的图书馆,不仅馆舍宽敞、设备先

进,而且大多同时承担了“城市客厅”[１９]和“市民文

化活动中心”的功能,周边配套完善,广场面积很大.
而读书公园和图书馆,在促进全民阅读这一核心价

值上是完全一致的.图书馆周边的区域,应当成为

图书馆阅读推广空间的物理拓展.从主题角度来

说,读书公园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善用图书馆周边

的公共区域,设计与读书和阅读相关的主题,展开形

式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活动,引导市民从“公园走向

图书馆”,是一种可以期待的发展模式.事实上,我
国古人在阅读环境营造方面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

关注.对于有格调的古代文人来说,清雅的阅读环

境不应仅仅止于书斋,而是从书房外部就已开始的.
明人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这样描绘书房外的景象:

窗外四壁,薜萝满墙,中列松桧盆景,或建兰一二,
绕砌种以翠芸草令遍,茂则青葱郁然.旁置洗砚池一,
更设盆池,近窗处,蓄金鲫五七头,以观天机活泼.

转入房中,则又是一番别样风光:
斋中长桌一,古砚一,旧古铜水注一,旧窑笔格

一,斑竹笔筒一,旧窑笔洗一,糊斗一,水中丞一,铜

石镇纸一.左置榻床一,榻下滚脚凳一,床头小几

一,上置古铜花尊,或哥窑定瓶一,花时则插花盈瓶,
以集香气;闲时置蒲石于上,收朝露以清目.或置鼎

炉一,用烧印篆清香.冬置暖砚炉一.壁间挂古琴

一,中置几一,如吴中云林几式佳.壁间悬画一.书

室中画惟二品,山水为上,花木次之,鸟兽人物不与

也.或奉名画山水云霞中神佛像亦可.名贤字幅,
以诗句清雅者可共事.右列书架一,上置«周易

古占»«诗经旁注»此皆山人适志备览,书室中所

当置者.画卷各若干轴,用以充架[２０].
今天,图书馆的先进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古人

的想象,所藏的文献信息总量更是达到前无古人的

程度.那么,在阅读环境的营造,公共阅读空间的建

设方面,我们更没有理由逊于古人,读书公园,也许

可以成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个新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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