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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图书馆开设夜间阅读时段，夜读人说：

静心读书常常忘了关门时间
进入 8 月，北京的夜晚清风习
习，白天留存的浮躁与喧嚣渐渐散
去。晚上 8 时许，京城已经渐渐蒙
上浓浓夜色，市民们也开始享受各
自的夜生活。在晚间开放的图书馆
里，则聚集着一批读书人，或快或慢
地翻看着手中的书页，度过一段浸
润书香的夜时光。
今年暑期，国家图书馆、首都图
书馆、西城区第一图书馆、角楼图书
馆等多家图书馆纷纷开设夜间阅读
时段，将闭馆时间延至晚上 9 时至
10 时，为“夜京城”点亮阅读之灯。
灯火阑珊中，这群“夜读人”们静静
地在书籍的海洋中徜徉。他们当
中，有泡图书馆 40 余年的老读者、
有下班后陪伴孩子读书自习的上班
族，还有为了准备临近的各种考试
和工作任务的年轻人……

在读书名：
《考研英语词汇》

大三学生
备考打卡第 30 天

在读书名：
《旅行的艺术》

老读者相伴首图 40 多年
上周六晚上 8 时，
记者走进位于东三环南路
的首都图书馆。虽然距离闭馆还有 1 个小时的
时间，
但 B 座二层的阅览区几乎座无虚席。记者
看到，小读者在聚精会神地翻阅绘本、年轻人在
笔记本上奋笔疾书、戴着老花镜的长者认真做
着笔记……此时，读者们似乎完全没有时间观
念，依然旁若无人地享受阅读的乐趣。从本月
起，
首都图书馆 B 座二层阅览区域开放时间调整
为早 9 时至晚 9 时，
满足了大部分读者的需求。
臧先生家住东城区，前往首都图书馆需要
乘坐半小时的地铁。他坐在阅览区中央的沙发
上，正在阅读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创作的《旅
行的艺术》。读到有趣之处，臧先生便拿起笔，
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摘抄下喜欢的语句。这
个习惯，他已经坚持了 42 年。记者发现，臧先
生身边摆放着一个的军绿色的帆布包，旁边摆
放着各类书籍。
臧先生今年 62 岁，曾在东城区一所小学任
教。说起他与首都图书馆的缘分，可以追溯到
1977年。那年秋天，
臧先生从农村插队回京，
被分
到邮电部研究院工作。刚上岗工作，
他就听到了
恢复高考的消息。
“当时距离高考只有几十天，
脑子
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参加高考，考上大
学。
”
臧先生回忆说。正是从那时开始，
他
“泡”
进了
图书馆，
挤进了书店，
四处搜集复习资料，
抓紧一切
工作间隙复习功课，
为梦想奋力一搏。
“那时的青年人对知识十分渴求，
有强烈的求
知欲望。当时，
首都图书馆还位于国子监，
离我家
还算近。家、
单位、
图书馆三点一线，
串起我每天的
活动轨迹。
”
臧先生回忆道，
图书馆里的学习氛围特
别浓厚，
所以大家都爱往图书馆里钻。而且，
那时
的年轻人格外珍惜时间，
争分夺秒要把失去的时
间夺回来，
就连上厕所也要背上几个单词。不过，
图书馆那时大约下午5时就关门了。
泡在图书馆的时间太短，这是臧先生心中
一点小小的遗憾。那年高考后，臧先生顺利地
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泡图书馆的习惯
也一直保持至今。
“每周借一次书，一晃 40 多年
就过去了。”臧先生说，
“前几天图书馆公布了延
长开放时间到晚间 9 时的消息，我觉得特别
好。那些在图书馆里自主学习到的东西，甚至
比读 4 年大学更有用。所以，我经常带着孩子
来首都图书馆，和他一起在书籍的海洋里学习
知识，培养终生学习的能力。”
时针指向晚 9 时，
臧先生手中的书翻看了将
近一半，
笔记本上也新记了密密麻麻的字。他起
身，
将这周借阅的关于心理学、
逻辑学、
经济学等
领域的图书一本一本地放进包里，
心满意足地告
别了首都图书馆这个与他相伴多年的
“老友”
。

在读书名：
《我们仨》

一家三口享受亲子阅读
今年 4 月，西城区第一图书馆
开始试运行夜间延时服务，周一至
周四自习室的闭馆时间延至晚 10
时，为周边市民提供了一个消夏读
书的好去处。
上周四晚上 8 时 30 分，西城区
后广平胡同里的路灯洒下星星点点
的暖色灯光，坐落在胡同中的西城
区第一图书馆灯火通明，有不少家
长牵着孩子一同进入图书馆。位于
图书馆一层的自习室内，一对父女
相对而坐，10 岁的女儿朵朵正专心
致志地用蜡笔给一本绘本上色，一
旁放着已经完成的暑假作业，而坐
在对面的父亲则面对笔记本电脑和
一沓厚厚的书籍和材料，读着杨绛
的散文集《我们仨》。
“我和孩子妈妈平时工作比较
忙，暑假里，女儿白天由爷爷奶奶
照顾，晚上我再接她回家。孩子妈
妈的工作单位离家较远，为了等妈
妈下班回家，我经常接了女儿来到
图书馆，共度一段独处的时光。”年
轻的父亲蓝先生告诉记者，自己从
事广告设计工作，平时白天的工作
就是在工作室里对着电脑做图。
“做设计的工作压力特别大，从一

个灵感迸发出来，再将灵感付诸实
践，最终设计出令人眼前一亮的作
品，这个过程其实特别的磨人，中
间会经历一次次的推翻重来的过
程 ，有 时 为 了 想 一 个 创 意‘ 憋 ’到
‘肝肠寸断’
。”
每晚回来见到女儿和妻子便是
蓝先生一天的动力，也是他一天的
“减压剂”
。
“家旁边的图书馆推出了
夜间延时服务，方便了我们这些上
班族。每晚和女儿相约图书馆，在
书香中沉下心来读点东西，这就是
所谓的
‘小确幸’
。”他拿起手中的散
文集，解释道，
“ 像我现在正在读的
《我们仨》，在读到书中关于一家三
口的小事时，看到亲爱的女儿就在
面前，我的脑海中便会浮现出我们
仨的幸福趣事。”
交谈中，女孩朵朵一直在认真
地画着一本画册。在朵朵的画笔
下，
精美的图案、绚丽的色彩渐渐呈
现出来。
“ 这是爸爸自己设计的画
册，我想给它不一样的色彩。”小女
孩骄傲地说。这时，漂亮的朵朵妈
也回到父女俩身边，一家三口品着
悠悠书香，描绘出一个专属三人的
幸福之夜。

昨晚 7 时许，
绵绵细雨从天而
降，
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大三学
生小罗急匆匆地跑进中国国家图
书馆北区一层的阅览区，
迅速坐回
了自己的座位。写暑假作业，
准备
考研、
公务员或司法考试……阅览
室里，埋头苦读的年轻人比比皆
是，
小罗便是其中之一。
《应用统计》、
《金融学》、
《国
际商务》、
《考研英语词汇》……小
罗的桌子上，一摞厚厚的考研复
习资料里贴满了不同颜色的便利
贴，
文具袋里装满了备用的笔芯，
保温杯里的咖啡散发出悠悠香
气。在笔记上。记者看到一个她
的标注，这天是开始准备考研的
第 30 天。
“ 今天也是我来国图自
习的第 30 天。”小罗告诉记者，为
了能考上心仪的大学，这个暑假
没有回河北老家，而是选择留校
备考。
“在宿舍复习总会被电脑等
电子产品分心，复习累了可能还
会上床睡一觉，
不像在国图，
气氛
安静、书香浓郁，
是让人能够真正
沉下心读书的地方。”
还有 4 个月的时间，小罗就
要步入考场。对她来说，这 4 个
月是一场“持久战”。这些天里，
每天早上 9 时不到，小罗都会准
时出现在国图门口，成为每天第
一拨进馆的读者；
每天晚上，
她又
是最后一拨离开国图的读者。
“我
每天都来国图‘打卡’，国图周一
至周五开放到晚上 9 时，我就一
定会复习到晚 9 时再走。这里的
气氛让我常常忘了时间，让我总
成为最后被工作人员
‘赶’
出去的
那个读者。”小罗笑着说。
与小罗相隔几桌的林佳，
也是
这个暑期里国图的
“常客”。她正
在为月底的司法考试做准备。与
小罗不同的是，今年 25 岁的林佳
已经工作两年了。由于对工作现
状不太满意，
她想通过参加司法考
试为自己
“加一个砝码”
。
“与在校
生相比，
我们上班族的时间没有那
么充裕，
好在国图工作日开放到晚
上 9 时，我每天下了班过来，静下
心来学习一两个小时，
有需要查阅
的资料就在这里找了，
效率确实比
在家高很多，
也方便许多。
”
本报记者 李祺瑶 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