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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是我们心中的‘女神’。”长
沙市周南中学一名初中生在《长征故事
读后感》中这样写道。女红军们穿越时
空，成为了今天新生代心中的“女神”。

“她们没有一个中途退却的”

在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
念馆里，陈列着一份 72 年前参加中央
红军长征的女战士名单。于都党史办主
任曾懿华介绍说：“长征出发时，有 32
名女红军随军出征，其中 30 名最终到
达了延安。”

从这份名单上可以看出，30 名女红
军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中央直属机关
负责人和领导干部的夫人，如邓颖超、康
克清、蔡畅、贺子珍等；一部分是卫生部
门的女同志，如邓六金、刘彩香、李桂英
等；一部分是工作组的成员和政治战士，
如李伯钊、王泉媛等，主要担负调查土
豪、宣传群众、寻找民夫等工作。这 30
名女红军中，有 5 位湖南人：蔡畅、刘
英、邱一涵、吴仲廉、曾玉。

这份名单是如何确定的？

当时苏区的形势已经非常紧迫了，
能够跟随大部队行动对每一位女同志来
讲都是一种荣耀，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随队长征也是一种安全的保证。既然是
战略转移，就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带走。对
于女同志参加长征，中央当时规定了 3
个条件：一是共产党员，政治可靠；二是
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三是要
身强体壮，能适应艰苦环境。据中国女红
军纪念馆讲解员介绍，其实当时最“恐
怖”的是妇女“怀孕”，“怀孕”基本上
就意味着与长征无缘。

1934 年 9月中旬，中央妇女部部长
李坚真接到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的命
令：草拟一份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女
红军名单，要求总数不超过 30人。李维
汉告诉她：“组织上决定挑选一批身体
好、会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妇女
部先出个名单给我，总数不要超过 30
人。”还明确告诉她，中央领导同志的夫
人和在中央直属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女
同志可以不考虑，由中央组织部决定；在
军队工作的女同志也不用考虑，由总政
治部决定。

谁去谁留？李坚真费尽心思，终于在
规定时间内拿出了一份名单。

经过严格筛选和把关，最终确定参
加长征的女同志共有 32 人，跟随中央
红军踏上了漫漫征程。

陈碧英那时和董必武新婚燕尔，她

早就做好了随队长征的准备。可体检结
果出来后，因体重差了一斤，组织上决定
让她留下来。最重要的是，当时她怀孕
了，不利于长途跋涉。她央求董必武去说
情，但董必武劝说她接受组织的安排。没
想到，从此后两人天各一方，再未晤面。

时任中央工农监察部委员的黄长
娇，早就做好了随大部队前进的准备，检
查完身体后就回驻地收拾行李。突然，她
接到通知说让她留下来。“为什么？”她
大惑不解。原来，她已经怀孕 3个月了，
只能无奈地服从了中央的安排。

1934 年 10 月 16 日，红军迈开了
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几十位女红军也离
开了苏区这片相对稳定和安宁的红土
地，开始了前途未卜的长途跋涉。参加过
长征的女红军战士邓六金在回忆录中写
道：“尽管我们这些姐妹后来有的客死
异乡，有的漂泊流离，与党失去了联系，
但她们中没有一个叛党变节的，至死保
持了对党的忠诚，保持了一个革命者崇
高的革命气节和坚强意志。”

“死，死在一块；烂，烂在一堆”

长征伊始，面对日益严峻和恶劣的
局面，女红军们提出了一句口号：不掉
队，不戴花，不当俘虏，不得 8 块钱。当
时部队有条纪律，如果有红军在途中跟
不上队伍，就会被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组
织给其留下 8块钱作为生活费。

长征过程中，女红军们与男同志一
样爬雪山，过草地，冒酷暑，蹚江河，吃草
根，嚼树皮……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
甘肃省古浪县红军西路军烈士陵园，巍
然耸立着一座烈士纪念碑，记载着一个个
可歌可泣的红色悲歌。西征虽然是红军历
史上的一场悲剧，然而，西路军指战员的
英雄气概却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而吞针
自杀的吴富莲，“其悲壮堪比湘江战役中
绞肠自杀的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
功地区会师后，1935 年 8 月，中央决定
组织左、右两路军经草地继续北上抗日，
吴富莲被调到红四方面军。1936 年秋，
红四方面军奉命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
在河西，西路军遭到了数以万计马家军
的轮番进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年仅
24 岁的吴富莲义无反顾地挑起妇女先
锋团政委的重担，王泉媛被任命为先锋
团团长。

1937 年 3月，妇女先锋团为掩护主
力东渡黄河与中央红军会合，奉命佯攻
张掖，钳制敌人。虽然妇女先锋团由西路
军各部的千余名伤病员和疲惫不堪的女

战士组成，但吴富莲却要求这支部队：
“发挥其先锋作用，应成为西路军的一
把尖刀。”在吴富莲的率领下，妇女先锋
团很快在实战中，成为一支坚强的战斗
队。永昌的守城、高台的激战、倪家营子
的肉搏，都有妇女先锋团冲杀的身影。

吴富莲率部与敌人进行了九昼夜的
周旋，出色地完成了钳制敌人的任务，但
也被凶残的马家军重重围困。为了避免
全军覆没，吴富莲和王泉媛不得不把真
相告诉大家：妇女团已面临绝境，愿意下
山的可以独自逃命。然而，没有一个人愿
意下山，她们激昂地喊道：“死，死在一
块；烂，烂在一堆！”

“那是怎样惨烈的战斗啊。”讲解员
说起这段故事时眼中噙满了泪水，“他
们就地打响了最后一次战斗”：班长张
富指，拉响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有的
女战士用刀子、剪子切断了气管，把大烟
土和金子吞进了肚子；有的战士手挽着
手，高唱着《国际歌》，从山头上跳了下
去……

吴富莲身中数弹仍坚持战斗，最后
还是倒在了阵地上。在狱中，坚贞不屈的
吴富莲吞针自杀，年仅 25岁。

更多的女红军，也许没有吴富莲、王
泉媛指挥战斗的惊心动魄，但她们冲杀
在战斗一线，经受着生死考验，书写着荡
气回肠的美丽故事。

1935 年 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
们刚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
的五里牌，一群敌机就快速俯冲下来用
机枪迎头扫射，3 枚炸弹投向休息营地。
战士们迅速隐蔽，但令人绝望的是，一些
红军伤员躺在担架上根本动不了，其中
有一位是在攻打娄山关时立下功勋、在
攻占遵义时失去一条腿的红军政委。贺
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坎下的，
但她不愿战斗英雄面临危险，冲上去趴
在这名伤员身上，用身体为他筑起了一
道屏障。作家常敬竹在《战地女杰》一书
中这样描述：“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
（贺子珍） 身边顿时腾起一股烟尘……
敌机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硝烟
和尘土渐渐消散开去。贺子珍的身体里
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浸染得殷红。”

直到建国以后去世，贺子珍的头颅
里还残留着一些弹片，成为“永恒的记
忆”。

毛泽东讲过：“全国妇女起来之日，
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以吴富莲、贺
子珍为代表的女红军们，把自己的理想
铸进了长征这座伟大的历史丰碑，用鲜
血和生命捍卫了革命理想。

“是毛主席把我带上长征路的”

像大多数女红军一样，危秀英也是
童养媳出身。

出生于瑞金叶坪乡一个贫困家庭的
危秀英，长得十分瘦小，被毛泽东、朱德
等人戏称为“矮子”，是美国记者哈里
森·索尔兹伯在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
事》里描述最多的女性之一，不仅因为
她“像小白胡桃一样娇小”，更重要的是
她 “在长征路上抬担架最多、救人最
多”。

长征出发前夕，危秀英家里要把她
卖了，是红军解救了她。据《开国英雄的
红色往事》记载，危秀英曾感激地回忆，
是毛泽东对她说：“秀英，你还是跟我们
走吧，要不，红军走了你还得被卖掉。”
70多年后，弥留之际的危秀英还记得那
段往事：“是红军救了我，是毛主席把我
带上长征路的。”

1934 年 10 月，危秀英被编入红一
方面军(中央红军)总卫生团干部连，当
了一名政治战士，主要是照顾伤病员，分
派担架，给伤病员和民工做思想工作。
行军时，她同临时雇来抬担架的民工走
在一起，鼓励他们跟上队伍，有时还要顶
替他们抬担架；宿营时，她还要照顾民工
的生活。

一次，危秀英护送刚生过孩子的陈
慧清的担架追赶部队，路上遭到敌人的
袭击，抬担架的民工跑了 3 个，剩下的
一个也说没力气了，抬不动了。危秀英
见情况危急，连忙将自己的半袋子干粮
给了他，并说服了这位民工，和她一起抬
起陈慧清前进。最终，他们翻过两座山，
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脱离了险境。

1935 年 7 月，部队到达四川毛儿
盖，邓六金、廖似光、刘彩香 3 个女战士
和哨兵、通讯员误食野蘑菇中毒。危秀
英急中生智，将手伸进刘彩香的喉咙去
掏，让她把毒蘑菇汤呕出来。就这样，危
秀英将他们一个个救活了，还用同样的
方法，救了红四方面军一位团长、一位政
委和一位参谋长。

类似这样的故事很多。女红军们在
冒着天上敌机轰炸、地上敌军围追堵截
危险的同时,还要照顾战斗部队留给她
们的老弱病残。

有一次,一个双腿负伤的红军战士
走不了路,一时找不齐抬担架的人，邓六
金便自告奋勇地抬起了担架。可是，大
半天过去了，他们还是没有追赶上部队，
邓六金心急如焚。在爬一个陡坡时，邓
六金的体力透支到了极点，步履维艰，大
家劝她休息一下，邓六金何尝不想坐下
来？但她喘着粗气坚定地说：“我们一定
得在天黑之前赶上部队。”话还没说完，
一口鲜血从嘴里喷了出来。抬担架的老

乡害怕了，忙说：“女人干不得这个。”
伤员也说：“女同志，你不行，再等等，也
许能碰上个男人……” 邓六金没有争
辩，抹掉嘴巴上的血迹，舒展了一下腰
身，招呼老乡抬起担架继续朝山上爬去。
那名老乡感动得不得了，边走边流泪，说
邓六金是个罕见的坚强的女子。

伴随着激烈的战斗，经过艰苦的长
途跋涉，邓六金等女战士随着大部队来
到了陕北。董必武赞叹她们道：“这是许
多男子望尘莫及的。”

“这个女同志不简单”

“夹金山上雪似银，脚踏冰雪奔前
程。革命豪情比火热，融冰化雪步不
停。”在广东丰顺县坚真公园里，一身戎
装的李坚真骑着骏马，手持望远镜，面带
微笑，深情地望着各项建设日新月异的
家乡……李坚真铜像矗立坚真公园，在
夕阳的映照下熠熠生辉。公园花岗石墙
上雕刻着李坚真平生所创 300 首山歌
中的 85 首，读着它们，笔者感受到，山
歌中透露出的更多的是革命乐观主义精
神。“正是对党有着坚定的信仰，对党的
事业充满信心，女红军们才在这场举世
闻名的长征中，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李坚真 19 岁时就走上了革命道
路。1930 年春，时任闽西汀东县委书记
的李坚真，碰巧遇见了正在福建养病的
毛泽东。听说她开展群众工作和土地革
命很有一套，毛泽东夸赞她：“这个女同
志不简单啊！”

长征路上李坚真更不简单。中国女
红军纪念馆的讲解员介绍说，中央红军
到达土城时，大部分女红军编在干部休
养连，李坚真任指导员。在青杠坡战斗
中，一股敌人突破了红五军团的战线，干
部休养连行军队形一下子被冲乱了，牲
口上驮着的物资和担架上的伤员，陷入
了寸步难行的境地。一些民夫听到枪炮
声越来越近，丢下担架和伤员逃跑了。
危急时刻，“李坚真等女红军们勇敢地
冲了上去……在一条土沟前，伤员们无
法通过，她们就纵身跳下去，冒着生命危
险把伤员们驮了过去”。

“翻过一岗又一岗，夜黑行军道路
长。肩抬担架闯天下，革命思想当太
阳”。这是李坚真在四渡赤水战士们最
疲惫时唱的山歌。“金沙江水急又深，手
牵手来心连心。阶级姐妹团结紧，不怕
敌人百万兵。”无论身处多么艰苦的环
境，李坚真都积极开展文艺宣传，以革命
的乐观主义精神鼓舞战士斗志，被誉为
长征路上的“百灵鸟”。

在一次与敌人的意外遭遇战中，红
军主力部队已经走远了，而负责休养连
安全的军委警卫营却还没有上来，休养
连被暴露在一个十分开阔的地带上。蜂

拥而上的敌人见只有几位女红军护送，
立刻气势汹汹地包围过来，形势万分危
急。李坚真迅速集结女红军，利用手中
简陋的武器一边顽强阻击敌人，一边带
着其余的女红军和休养连边打边向路
边的深沟里转移，以便追赶部队。不料，
敌人发现了她们的意图，号叫着冲了过
来。李坚真命令女红军们：“快利用附近
的掩体，阻击敌人!”女红军们与敌人对
射起来。有的战士忍不住，几次想冲出
去同敌人决一死战，都被李坚真制止
了。她说：“同志们，节省子弹，拖住敌
人，为警卫营的到来争取时间。”等敌人
靠近，李坚真同战士们对准敌人一起开
火，敌人丢下十几具尸体，退下去了。半
小时后，军委警卫营赶到了，牵制住了
敌人，李坚真等才得以护送干部休养连
向深沟撤去……

浙江舟山群岛的第一批共产党员、
中共于都县和胜利县的第一任县委书
记、中央红军中唯一一支女红军队伍的
政治委员……拥有这些称号的女红军
金维映与李坚真有着一样的传奇经历。
中央红军离开江西后，金维映担任妇女
队政治委员和党支部书记（刘群先任队
长），让她们自己供给自己，自己照料自
己。令人想不到的是，这支女红军队伍
不但完成了任务，还成为红军与老百姓
凝结亲人情谊的桥梁。

“当年的女红军们，曾在镇上的文
昌宫搞了一次大型演出，宣传红军的主
张。”在贵州习水县土城古镇，当地人纷
纷向笔者讲述当年的往事：“演出时，台
上的演员还向台下的孩子们撒铜钱。有
上百的青年看了演出后十分激动，当场
报名参加红军。”87岁的老奶奶李昌玲
还唱起了当年的民谣：“红军干人心连
心，鱼儿和水永不分。红军爱民如亲人，
干人永远念红军。”

其实，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个个都
不简单”。心中只有别人的“永远的大
姐”蔡畅、“拼了命也要保护军委领导”
的智勇双全的康克清、身患重病坚持长
征的邓颖超、为了完成重任搁置张闻天
求婚的“小麻雀”刘英、拉着马尾巴过雪
山的邱一涵、怀着身孕偷偷长征的曾玉、
鏖战河西走廊的吴仲廉……她们的名字
和血染的风采，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在波澜壮阔、空前绝后的红军长征
铁流中，女红军们用可歌可泣的英雄壮
举，表现出了追求独立、向往自由的妇
女解放精神，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彻
底革命精神，互相帮助、团结战斗的阶
级友爱精神，先人后己、公而忘私的共
产主义精神。

女红军不愧为时代骄子，不愧为
“女神”。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长征中的“女神”

2015 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决算
的报告已报国务院同意，财政部公布
了相关数据。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
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 46354 亿元，比
上年增长14.6%；总支出39118亿元，
比上年增长 16.1%；本年收支结余
7236亿元，年末滚存结余58893亿元。

从分项情况看，2015 年，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6554 亿
元，比上年增加 3281 亿元，增长
14.1%，完成预算的 109.2%。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879 亿
元，比上年增加 536 亿元，增长

22.9%，完成预算的 104.6%。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8926 亿元，比
上年增加 1072 亿元，增长 13.6%，完成
预算的 107.6%。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收入 5405 亿元，比上年增加 928 亿
元，增长 20.7%，完成预算的 104.6%。工
伤保险基金收入 729 亿元，比上年增加
58 亿元，增长 8.6%，完成预算的
102.7%。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1365 亿元，
比上年减少 15 亿元，减少 1.1%，完成
预算的 97.4%。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496
亿元，比上年增加 57 亿元，增长
13.0%，完成预算的 108.5%。人民日报

2015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决算公布

年末滚存结余 5.89 万亿

“天下银杏第一树”，在山东莒
县浮来山千年古刹定林寺内，高 26.7
米，干围15.7 米，遮荫覆盖面积900平
方米，盛夏时节每天需要吸收2吨左右
的水分，还有“银杏树王”和“活化石”
之称。据《左传》记载：“隐公八年九月
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由此推断，
此树树龄应该在4000年左右。

定林寺始建于东晋，兴起于南北

朝时期，距今已有 1500 年的历史，寺内
三教堂供奉儒、释、道三教，是山东省现
存的唯一一座三教寺。寺内校经楼为中
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刘
勰校对《文心雕龙》所在地。定林寺总
面积 4900 平方米，寺院面积虽小，可是
却包揽了一处世界之最，就是名誉中外
的“天下银杏第一树”，同时还有“银杏
树王”和“活化石”之称。 人民网

山东日照浮来山“天下银杏第一树”迎来秋日盛景
人们总说男生的方向感优于女

生，大家也经常会在生活中听到，男生
在电话里指路说你应该往东、往西，女
生说“我分不清楚东西，请告诉我左
右。” 难道女生的方向感天生比男生
弱么？

方向感是一种本能，与性别无关
在自然界中，所有的生物，出门之

后都会辨识方向。有一些人的方向感
强，有些人的弱，但是他们一定都会辨

别方向。据《科技日报》报道，北京大学
实验团队通过对果蝇基因组实验，发现
了一种可以在磁场当中定位方向的蛋白
质复合体，而研究人员也在人体中找到
了这种蛋白质的基因，科研人员将之命
名为磁感应蛋白。
男女方向认知差异与生活环境相关
首先，人有主观意识，每个人会因为

感官、感情等主观心理认知的不同，导致
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看法。人体磁感

应蛋白在吸收外界氨基酸再合成蛋白质
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影
响。其次，很多人在潜意识里就认为男生
对方向的识别比女生强，其实，男生也会
迷路，并不是所有男生都对方向存在着
敏感意识。最后，社会文化也存在部分影
响。生活中很多女生会听到“女性的辨
别方向能力弱”的声音，于是，心理作用
致使女生在辨识方向上依赖男生。

辨别方向不可过分依靠导航设备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机动车里也
都装着导航设备，大家一出门只要设定
好目的地，然后跟着导航走就行了。然
而，时间一长，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问题。
因为磁感应蛋白是生活在我们身体内的
物质，如果我们不用它，自然而然地就会
出现“优胜劣汰”的情况。所以，大家可
以使用导航，提前获知路况信息，绕开堵
车路段，高效出行。但在生活中，我们还
是应该在辨别方向的时候开动脑筋，使
我们身体各个机能都运用起来，这样对
我们身心健康都有好处。

科普中国

男生的方向感真的比女生好么？

最近，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冯
立正酝酿自己的第 18 篇阅读总结。
从大一暑假开始，他习惯了每读完
100本，就写一篇总结性的文章，并从
中评出 10本好书。八年来，他已读完
超过 1800本书。

在不少书友眼中，冯立是不折不
扣的“书神”，而他在两个多月前发布
的 《如何让你的阅读更高效？———
1700 本书阅读总结》，也成为众人传
阅的热门文章。

“没有 100 本的阅读量无从谈技
巧，没有 300 本的阅读量无从谈速
度”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读书？我
也说不清楚。只记得小时候一到周末，
父母就各自看各自的书，我也找本书
看，慢慢地也就有了兴趣。”冯立戴着
一副黑框眼镜，身材微胖的他说起话
来笑眯眯的，眼神里还带着几分腼腆。

一路从人大附小、附中到人大国
学院，冯立坦言自己从来都算不上学
霸，大一那年甚至有些荒废。2008 年
夏天，忙完奥运志愿工作的他第一次
认真思考大学生活，“觉得起码应该
好好读点书，不至于过得太空虚。”冯
立给自己制定了 400 本的本科读书
计划，并在豆瓣网上注册了账号，“主
要是想存个档，回头再看的时候，知道
自己都读过什么，有过哪些心得。”

起初，这个入门级“书虫”一学期
的阅读量不过两位数。直到研二那年，
冯立意识到自己的阅读速度突然井

喷。他随后写下的《阅读的极限———900
本书读书总结》，被 8778 人在文末点了
“喜欢”。

“很多人想知道有什么技巧可以让
阅读提速，但在我看来，阅读速度很难靠
技巧来提升，速度快慢与个人的阅读经
验直接相关。没有 100 本的阅读量无从
谈技巧，没有 300 本的阅读量无从谈速
度，但要是有了 700 本的阅读量，你也
就很明白自己的阅读习惯与阅读能力，
也就可以很自如地分配自己的阅读时
间，不用去学别人体系化的阅读方法
了。”

相比起速度，冯立更在乎如何把书
吃透，“读懂一本书远比简单刷个数字
更有意义。”对于值得精读的书目，他总
要花上阅读本身的两到三倍时间来做笔
记，“在完成笔记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
的不足，再辅助阅读一些书目，把书读
‘厚’，这样围绕一定主题自然生发出来
的阅读也胜过直接照搬动辄上百本的书
单。”

“与其费力腾出一大段空白时间，
不如适应碎片化阅读的时代”

自从因读书多出名，冯立就常常会
被问到每天究竟花多少时间在看书上，
“这很难回答，因为我很少拿出整块的
时间来读，平时的阅读多是见缝插针。我
们的生活都注定忙碌，与其费力腾出一
大段空白时间再去阅读，倒不如适应这
个碎片化阅读的时代。”

只要出门，冯立的包里总要带上一
本书，即使没办法带包，手机里也一定会

事先存好想看的电子书，“带书的同时
要带笔勾画，不带书的话，就用可以做标
记并且能导出笔记的阅读工具，随时记
下读书过程中的所思所感。”

即便是在拥挤不堪的地铁上，他也
能找到办法读书。“我家住海淀，女朋友
家在朝阳，来回路上差不多要两小时，这
些时间完全可以利用起来。”去年 5月，
冯立专门写了一篇《在地铁上碎片化读
书的窍门》 的文章，“遇到比较拥挤，但
站着起码还能掏出手机，坐着可以掏出
Kindle 或 iPad mini 的时候，可以看一
些小说、随笔等不需要太费脑子思考的
书。赶上早晚高峰最拥挤的时候，也可以
插上耳机听有声书。”

对冯立来说，长途旅行同样是读书
的好时候。去年六月，他在 13天的时间
里游历欧洲九国，期间读完了 28 本颇
合时宜的书。“林达先生的成名作《带一
本书去巴黎》是最好的巴黎旅行文化指
南。坐在草坪树荫下，找来朱自清先生上
世纪 30 年代在欧洲旅行时写的 《欧游
杂记》，会发现他旅行中有几站与自己
的行程重合。去意大利的路上，读托马
斯·曼的《魂断威尼斯》，会对那里的文
化有更深理解。”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是双向
互动的，旅行往往能激发出读书的兴致，
而读书可以让旅行更加丰富。”这些年
间，冯立并未因为读书而将自己封闭在
书斋里，而是先后游历了 12 个国家以
及国内 120个县级单位。

“书市一年比一年萧条，少了许多

淘书的乐趣”
与许多爱书之人一样，冯立的一大

乐趣便是四处淘书。
对于书店，冯立没有进行任何评分

或评级，“这些书店能够坚持到今天已
经很不容易了，如果简单以此书店书不
好把它否了的话，这个行业会越来越萎
缩，最后有一天你会发现它们就从眼前
消失了。”

纵使他这般用心良苦，但四年后的
今天，指南里的许多书店还是没能留下，
“依然健在的大概只有三分之一，虽然
后来也有新的书店冒出来，但远远小于
消失的数量。”说到这些，冯立就像在谈
论自己失去的朋友，话语里满是淡淡的
哀伤与惋惜，“等到明年，打算再写一个
续篇，把范围扩大些，对北京五环内的书
店做个盘点。”

除了书店，冯立也是京城历次书市
的常客。“过去在地坛举办的时候，总要
提前一天就进去‘寻宝’，后来改在朝阳
公园，也要在早上八点开场前守在那儿，
这样才有机会赶在书商前面抢到好
书。”

遗憾的是，好书俯拾即是的场景已
经越来越难觅，“书市一年比一年萧条，
自从地坛书市停办以后，现在规模小了
很多，很多出版社已经不再参加，像中华
书局、中国书店这样的老牌出版社，新书
打折力度不大，跟网购相比没什么优势，
而旧书摊上也不再那么容易‘捡漏’，就
算有不错的旧书，也是身价飞涨，少了许
多淘书的乐趣。” 中国青年网

清华学生八年读 1800 本书 每一百本写一篇总结文章

文 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