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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阅读：新媒体时代的
城市公共文化实践

【内容摘要】　中国大陆近年来涌现出城市公共阅读的文化现象。这种公共阅读的文化实践，在当前的中国城

市场景中，实现了城市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融合，交织着建筑、街道、空间、地理、信息、

历史、文化、集体记忆等城市实体与象征的多重网络系统，正在创造新型的社会交往关系与公

共生活价值。新媒体时代的“移动阅读”作为一种城市公共文化实践，实现了从私人默读到公

共朗读、从文本阅读到身体实践的两个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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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移动网络时代人类如何阅读，回答这个问

题需要回顾阅读的历史。人类曾经创造过多种

多样的阅读方式，如朗读和默读、群体阅读和

个体阅读、公共阅读和私密阅读等，每一种阅

读方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比如，在城市公

共空间聚众阅读，是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公

共阅读的方式多种多样，古希腊时代雅典市集

上的苏格拉底当众宣讲自己的思想，是公共朗

读的典范。本雅明笔下的波德莱尔，在十九世

纪巴黎的林荫大道上阅读，“报摊就是他的图

书馆”①。1768 年冬季的巴黎，卢梭在一系列

集会上朗读当时被法国王室禁止出版的《忏悔

录》，听众们感动得泪流满面。②现代城市场景

中的阅读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生有着紧密的

历史文化关联。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早期城

市生活中的文学阅读，建构了文学公共领域，

成为政治公共领域的一个前提条件，沙龙、咖

啡馆的公共阅读，更是直接构成了现代性早期

的公共领域。③阅读对于城市的意义异常丰富，

它是城市市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也构成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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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可缺失的一个部分。遍布城市空间的图

书馆、书店、书报亭，是一种典型的城市景观。

缺少阅读场所的空间，就很难称其为城市。人

类历史上，阅读经历过数次历史性的转折，最

近一次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由于电子媒体对印

刷文化的冲击，纸质书籍阅读出现下滑趋势。

二十一世纪移动终端的普及，更是引发了关于

阅读危机的世界性议题。在移动网络、虚拟现

实、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新媒体时代，我们如

何阅读？在移动传播非常普及的中国，这个问

题似乎更加突出而急迫了，甚至从“如何阅读”

转变为“是否还在阅读”。

阅读依赖文本，文本必有介质，不同的媒

介塑造了迥异的阅读状态。纵观人类历史，阅

读方式的每一次演变，都和文本介质直接相关，

也就是和技术的变迁有关，而且每一种新技术

创造的新介质，都会进一步催生新型的社会交

往活动乃至改变社会权力关系，印刷术与宗教

改革就是典型的历史个案。因此，阅读既是社

会变迁的映射，也是建构社会关系的强大力量。

我们不禁要问，当读书慢慢地演变成刷手机，

人与城市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近几年来，中国大陆出现了一股城市公共

阅读的风潮，图书馆、书店、作家协会、大众

媒介以及各类民间组织等社会文化机构，采用

“读书会”的形式，以大众媒介与新媒体融合

的方式搭建公共平台，吸引各个社会阶层的市

民参与公共阅读。这种类型的城市读书会大致

具有如下特征 ：专业人士的主讲导读与普通市

民的广泛参与相结合 ；聚合在城市空间相对固

定的地点，这些地点有可能是城市地标性场所 ；

有时采用可移动小型建筑（朗读亭、微型书店），

在城市不同空间展开活动 ；大量使用新媒体作

为组织、运作方式，与大众媒介形成勾连，线

上与线下紧密融合 ；以阅读为主扩展至其他相

关类型的文化活动 ；基本采取非盈利方式，以

公益免费为主要形式。基于这一城市文化现象，

本文试图从地理媒介、制图理论、具身实践、

移动性理论等视角出发，结合阅读史研究，依

据思南读书会、上海文学地图朗读接龙、央视

朗读亭在上海等城市阅读实践的代表性个案，

探讨移动网络时代新传播技术如何创造新型阅

读方式，以及以这种新型阅读为基础的公共文

化实践，如何在中国城市场景中建构新型社会

交往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这种阅读

文化实践对于城市公共生活的意义与价值。

新媒体时代人们开始远离阅读了吗？可以

肯定的是，阅读并非一个亘古不变的概念，当

阅读的文本介质发生变化时，阅读方式与状态

也必然发生改变。阅读史研究者断言 ：“无数

的变革造就了阅读史。……电子阅读本身，将

以其丰富多彩的活动最终定义‘读’这一概

念。”①类似刷手机这类新型阅读形式对传统阅

读的挑战，人类阅读史上已经遭遇多次。阅读

并没有因发生转折而消失，只是转换了方式，

因此我们必须不断重新定义和理解阅读。本文

尝试以“移动阅读”来描述并概括当前新型阅

读的基本状态。所谓“移动”包含两层意思，

其一，基于移动终端的电子阅读，是在虚拟文

本与实体空间之间来回穿梭。比如，“阅读城

市”作为一个常用语，一方面意味着在文字、

影像中想象性地认识城市 ；另一方面，也比喻

性地指在城市中行走，通过身体感官接触城市。

移动网络时代，阅读不再仅仅意味着在一个固

定地点阅读虚拟世界的文本信息，而正在成为

一种综合性的身体实践。其二，是指阅读在多

重文本中不断穿梭，电子阅读是一个整合性的

符号拼贴、解读的过程。印刷时代的阅读文本

基本上指文字信息。麦肯锡提出革命性的文本

社会学，特别关注文本传播中的技术和社会过

程，他主张重新定义阅读的文本，“耳朵听到的、

眼睛看到的、嘴里说的，甚至数数本身，都是

文本”。“新的读者创造新的文本，新的意义是

文本的新形式发挥作用的结果。”②刷手机这种

新型阅读可以理解为在各种文本中不断移动的

动态过程。本文重点考察借由地理媒介等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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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支撑的“移动阅读”，如何实现从私人默读

到公共朗读、从文本阅读到身体实践的两个转

变。这种城市公共阅读实践，实现了城市实体

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融合，交织着建筑、街道、

空间、地理、信息、历史、文化、集体记忆等

多重城市象征网络系统，创造了新型社会交往

关系与公共价值。

从私人默读到公共朗读

2018 年 5 月 13 日母亲节，央视朗读亭来

到上海思南公馆露天博物馆，一整天里有六十

多位读者在此朗读。据工作人员介绍，大部分

人读的是一些诗歌或名篇，“点击量”最高的

三首诗分别是舒婷的《致橡树》、海子的《面

朝大海，春暖花开》和木心的《从前慢》。也

有一些读者是从很远的地方专程而来，读家书、

家信，或是母亲节给母亲写的话，还有读者给

逝去的母亲朗读，读着读着落下泪来，观者也

为之动容。朗读亭只是当前中国城市中越来越

多的公共阅读实践的一种类型。以上海为例，

思南读书会、陆家嘴读书会、学习读书会、上

海·故事读书会、上观读书会、海上博雅讲坛

等公共阅读正在城市的各种空间中涌现。对于

当代中国市民来说，公共阅读似乎是一种非常

新鲜的体验。长久以来，除了在学校、单位这

种特殊场合的特殊安排，阅读一直是局限于私

人领域里的活动，人们缺乏集体阅读的经验，

尤其是陌生人聚合的阅读。当前公共阅读的兴

起，在中国的城市发展中有着独特的意义。研

究者认为，“所有的阅读模式都是在一定的历

史时期内出现的，并有可能持续很长时间，都

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在朗读和默读、

群体阅读和个体阅读、公共阅读和私密阅读这

三组对应中，通常认为，朗读一直和群体阅读、

公共阅读联系在一起，而默读则跟个体阅读、

私密阅读紧密相关”①。每一种阅读模式都有

其自身的价值，在特定时期创造着独特的社会

文明。比如，有阅读史家认为，“在崇尚自由

民主的西方社会，默读是知人论世、各抒己见

的前提条件。只阅读一端，就足以挣脱社群的

纽带，消解人人恪守的传统价值观”②。私人

默读与公共朗读各有其社会功用，相辅相成。

在西方阅读史研究中，从大声朗读到默读

行为的发展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转

变。③据阅读史学家曼古埃尔的研究，在公元

5 世纪及以前，正常的阅读方式是大声朗读，

私自地默读会被认为是一种奇异的行为。随着

字母逐渐分离成词与句，以及标点符号、大写

字母的出现，在公元 10 世纪以后，默读这种

方式才在西方国家中普及开来。④默读的出现，

意味着阅读成为一种更加私人化的活动，阅读

知识成为一种“私人知识”，正如曼古埃尔所言，

“大声朗读意味着与他人分享阅读，而默读则

是一项单独的行动……由于靠着封面的保护得

以免受外来者随意拿取，（书籍）变成了读者

自己的所有物、读者的私人知识，不管是在热

闹的缮写房、市场还是家中”⑤。虽然默读在

欧洲中世纪以后成为阅读实践的主要方式，但

高声朗读并未完全消失。夏蒂埃认为高声朗读

具有两个基本的功能，第一是将文本传达给不

识字的人，第二是建立和巩固人际关系。⑥曼

古埃尔也认为高声朗读在欧洲阅读史中始终很

重要，比如在中世纪的世俗世界，朗读就是

重要的城市日常生活，而且方式很多。⑦“在

十六与十七世纪，无论是文学文本还是非文学

文本，其预设的阅读方式基本上还是将文本读

出声来，读者即文本的聆听者。”⑧据此，当

众朗读是当时欧洲城市比较普遍的一种阅读实

践，并且成为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们在城

市公共空间中聚集、交往、建构社会关系的重

要社会活动。

公共阅读在移动网络时代的中国城市复

苏，呈现出鲜明的特点。最为明显的是，阅读

的文本远远不限于纸质的书籍、报刊或者书写

的文字。电子阅读正在成为广大读者的主要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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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方式。2018 年 5 月 18 日思南公馆的央视朗

读亭现场，有阅读者拿着 Kindle 设备准备朗

读时，摄像师递给她一个文件夹，说要“伪装”

一下，避免“穿帮”。意思是拍摄时必须表现

出在阅读纸质读物，不能是 Kindle 或手机等

电子设备，因为主办方的意图是推动纸质书阅

读。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尽管朗读亭拍

摄的影像是要拿到电视上播出的，也就是必须

通过电子媒介的传播才能为大量观众所见，但

这个电视节目的宗旨却是倡导阅读纸质作品而

非电子媒介。或许这个悖论正说明了当前电子

阅读对纸质阅读形成的冲击。事实上，电子媒

介正在以各种方式渗透到今天的公共朗读中。

比如，电子媒介的文本信息具有多样性，很多

读书会常常依托多样化的电子文本，如“全息

文本、动画文本、超文本、互动文本”等文本

形态①，并且采用微信公众号或者手机 APP 的

方式作为读书会平台。阅读文本形式的变化，

特别是电子阅读文本、电子阅读平台的渗透，

使得当前的公共朗读与历史上的公共朗读相

比，具有显著的独特性。这绝不仅仅是阅读形

式的变化，而是公共阅读场域、范围的改变，

电子文本与平台可以通过整合多重实体与虚拟

的关系网络，极大地拓展公共阅读所涉及的交

往范围以及社会关系网络。

麦夸尔认为，移动网络时代的媒介是地理媒

介，具有四个特征，即无处不在、位置敏感、实

时反馈和多元融合。②其中的关键点在于，媒介

不再仅仅限于虚拟世界的传播，它与位置、地点

产生了关系，由此勾连到了城市地理与公共空间。

地理媒介支撑的公共朗读创造了一种崭新的阅读

方式，它的公共性不仅限于线下实体空间的集体

活动，还包括线上的共同阅读与广泛交流。这创

造了与私人默读及传统公共朗读不同的社会交往

方式，建构了新型的城市公共生活。

其一，公共朗读建构了作者、读者、文本

之间的新型关系。“接受美学”理论代表人物

德国康斯坦茨学派的伊瑟尔认为，文学阅读的

本质是“不对称性”，与其他形式的社会交往

非常不同。这种“不对称性”主要体现在，阅

读中没有面对面的场景，文本无法调整自身，

读者也无法验证自己的感受 ；读者阅读文本

时，不像两个人在面对面交谈时存在意向和情

境，缺乏相互理解的参照背景。③这种不对称

性，在大众媒介之前的时代普遍存在。大众媒

介时代这种不对称性发生了变化，作者的形象

及思想可以出现在媒介的虚拟世界中，但不对

称性仍然存在而且非常显著，因为大众媒介提

供的交流，是受者以缺席在场的方式进行的，

缺乏传者与受者处在同一场景中的即时互动。

移动网络时代的公共朗读，创造了作者与读者

之间不同于大众媒介时代的崭新关系。许多读

书会举办的公共朗读活动，由作家本人朗读作

品并现场与读者交流。这与卢梭时代公共朗读

也有不同，现场的交流是与线上交流杂糅在一

起的，线下和线上的交流可以同步进行，比如

读书会现场的影像可以及时上传至网络，激发

场外读者的阅读与反馈，场外观看者的想法也

可通过网络传达到现场，形成作者与读者在线

上、线下多重网络中的交流，突破了实体空间

的限制。这种杂糅的交流，也不仅限于公共朗

读活动发生的时间段。一次线下的公共朗读，

可以在事前和事后，经过新媒体传播多次发

酵，形成持续性的活动，并且与其他类似活动

形成勾连，大大地延展其时间性。这种公共朗

读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的改变，塑造了新

型的作者、读者与文本的关系。

其二，公共朗读建构了读者间的新型关系。

夏蒂埃认为，朗读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功

能，即“巩固大大小小聚会的人际关系——家

中成员的亲密，上流社会的亲密以及文人之间

的默契”④。这就是社会交往的功能。这种功

能在当前的新型读书会中体现得尤为鲜明。以

思南读书会为例，围绕着每周六一次的读书

会，其读者群形成了一个开放而稳定的社交网

络。这些核心读者建立了一个微信群“思南一

① 史 蒂 文·罗

杰·费希尔：《阅

读 的 历史》，第

299 页。

②  S c o t t 

M c Q u i r e , 

G e o m e d i a : 

Networked Cities 

and  the Future 

of  Public Spa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 p.2.

③ 朱 立 元、 张

德 兴 等 ：《 西 方

美学通史》第七

卷，《二十世纪美

学（下）》，上海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1999 年， 第

314—315 页。

④ 罗杰·夏蒂埃 ：

《书籍的秩 序》，

第 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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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他们不仅仅是读书会的听众，更是重

要的参与者。他们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摄影、

速录、评论，自发地用镜头和文字记录每一期

读书会的内容，通过新媒体与公众分享。对于

很多读者而言，参加思南读书会除了开阔视野

以提升文学素养，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

就是建立人与人的交往与社会关系。思南读书

会读者群里一位标志性人物，84 岁高龄的老

翻译家马振骋，常常在周六下午一点出门，搭

乘公交车参加读书会，一直坚持了四年。专

业的文学工作者为什么要参加读书会及其读

者群呢？他回答说 ：“一个人的阅读量是有限

的，哪怕他从事文学行当，读的书对知识的海

洋来说，还是很少的。所以我觉得读书会的形

式很好，在这里都是有相同兴趣的人，人与人

的交往亲切而美好。”①对于他而言，读书会不

仅仅是促进阅读，更形成了新的交往方式。读

者群的人员不仅仅是文学工作者，也包括很多

普通市民。2014 年度思南读书会荣誉读者许

树建，就是一位没有上过大学的普通工人。他

在 2014 年 3 月的一个周六下午偶然路过思南

文学之家，“‘撞进’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诗集

朗诵会，他听不太懂，但被吸引了”。那一年，

他总共参加了 34 场思南读书会。②读书会对

于许树建而言，不仅培养了业余爱好，更是退

休后社会生活交往圈的全新拓展。“每个周六，

许多老读者如老友一样相聚在这里，因为阅

读，他们拥有了一种连接世界的别样方式。”③

像很多读书会一样，思南读书会的运作与日常

活动都依托微信公众号与微信群等新媒体平

台。这些新传播技术不仅是组织手段，更是读

书会的一种延伸，是读书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通过新媒体传播，读书会将公共朗读的交

流拓展到虚拟空间，以此渗透进市民的日常生活。

当前的城市公共朗读回应了中国城市发

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城市中普遍存在的隔

绝状态、公共生活的单调乃至缺乏。空间及

社会的隔绝是具有普遍性的城市病。有学者

认为，恩格斯早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就

揭示了这个问题。“尽管曼彻斯特整个城市缺

乏规划，但社会阶级在空间中的排列却是有序

的，表现为工人区和资产阶级所占区域被相对

规则地隔离开了。这种隔离既是空间的，也是

社会的。”④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也存

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别，所谓上只角与下只角、

浦西与浦东、内环与外环等，都显示了这座城

市曾经以及当前的社会区隔状况。正如汤普

森针对城市隔绝状况所说，“世界上有一半人

不知道另一半人如何生活”⑤。不同区域及社

会层级的区隔状态，是城市快速发展的后果，

也可能成为激化城市矛盾的社会问题。新媒

体支撑的公共朗读，用嵌入日常生活的阅读，

创造了陌生人的相遇，这种相遇跨越了社会阶

层的隔阂与物理空间的距离。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上海有大大小小的读书组织 3 万多个，每

个周末在上海举办的“读书会”“阅读沙龙”，

常有 10 到 20 多场，遍布多个区县。⑥可以想见，

这构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纵横交错的交往网

络。被编织进阅读网络的市民，或是进入社区、

企业、单位等半熟人的新群体中，或是获得与

同城不同阶层、区域的陌生人面对面交流的机

会。总之，由此迈进了电子阅读构筑的地理网

络、信息网络、交往网络、意义网络之中，生

发出与城市、空间、熟人、陌生人的新型关系。

这种可能超越阶层、地域区隔的相遇和连接，

创造了一种自由、松散的文化社群感，为当前

中国城市的公共生活增添了新鲜活力。在这个

意义上，所谓移动阅读，是一个从私人到公共

再反馈回私人的循环往复之过程。

从文本阅读到身体实践

“阅读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智力活动，它

还涉及运用身体的活动，在具体空间中建立与

自身、与他人的关系。”⑦阅读史研究者夏蒂埃

的这个论断和常识差异较大。基于默读经验的

① ② ③ 《 海 上

思南》2018 年春

季号，上海 ：海

上 思南 编 辑 部，

2018 年，第 17 页，

第 16，第 17 页。

④ 邵莹 ：《恩格

斯视野中的近代

英国城市》，张卫

良主编 ：《“城市

的世界”：现代城

市及其问题》， 北

京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 社，2012

年，第 266 页。

⑤ E. P. 汤普森 ：

《英国工人阶级的

形成》，钱乘旦译， 

南京 ：译林出版

社，2013 年， 第

370 页。

⑥ 徐颖 ：《遍地

开 花 的 读书会，

成为沪上文化名

牌》，http://www.

chinawriter.com.

cn/n1/2018/0421/

c 4 0 3 9 9 2 -

29941133.html，

2018 年 4月21日。

⑦ 罗 杰· 夏 蒂

埃 ：《书籍的秩

序》， 第 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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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理解，阅读就是一种抽象的智力活动，

与身体关系不大。正像基特勒所说，默读“毫

不费力地摄入文字，不再需要口腔器官的参与。

信息都是文字，因为只有文字真实存在，可以

发表。身体本身已经变成了象征阵营的一分

子”①。网络时代的阅读，不但如夏蒂埃所说

涉及身体的活动，在具体空间中建立众多关系，

而且更进一步变成一种身体实践。具身实践的

阅读正在当前中国城市生活中持续性地发生。

2017 年“上海文学地图朗读接龙”，正是

这种实践的代表性个案。上海国际文学周邀请

十九位知名作家在上海十个重要的文学地标进

行文学作品的朗读活动，腾讯视频进行了长达

10 个小时的同步直播。②朗读地点涵盖上海文

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标，包括上海市展览

中心、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文艺出版社、思

南文学之家、巴金故居、鲁迅故居、鲁迅公园、

柯灵故居、茅盾故居和左联纪念馆。主办方对

此次活动意义的阐述是：“希望通过二十位作家

在十个具有文学意义的地点朗诵经典，向经典

致敬。”这次直播在全国乃至海外都掀起了观

看热潮，数据显示，总计有 9.2 万观众在线收

看了此次直播。众多网友表示，全天守候在屏

幕旁“跟随作家一起行走上海的文学地理”，“享

用了一场文学的盛宴”。原计划直播在 19 点就

结束，但应网民要求，主办方临时决定将直播

延续到了晚上在北外滩举行的“诗歌之夜”朗

读活动，一直持续到夜间近 22 点。

“上海文学地图朗读接龙”是一场名副其

实的移动阅读，通过朗读者的身体实践，文学

朗读与城市地理产生了关联。人们在用眼睛阅

读文本的同时，用身体体验阅读了城市。文学

朗读为何要以“地图”命名？表面的理解是在

上海重要的文学地标阅读，因此涉及地点元

素。进一步分析，“地图”是地理空间的隐喻，

使用“地图”这个概念，意味着这些地标串联

在一起就是上海文学的空间地景。很明显，这

里的“地图”不是常识中的纸质地图，它不是

以印刷媒介的方式，而是十九位作家朗读者通

过身体的移动轨迹绘制的。在后表征主义制图

理论看来，以象征符号标注的、充斥着线条和

图例的纸质地图，不过是众多地图形态的一种。

地图可以由多种方式绘制，比如心理认知的想

象、身体移动的轨迹等。地图作为一种实践方式，

不仅是二维平面的符号、线条与图形，还是勾

连人（身体）、空间、地点的交往行动。在当前

移动网络、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兴起的背景下，

电子制图术日新月异，呈现了纷繁复杂的多种

应用场景。动态移动轨迹、线上线下穿梭、多

重网络交织，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地图的崭新特

征。身体实践成为绘制地图的重要方式。

将人的身体移动与地图绘制相交织，并不

是一件新鲜事。在欧洲制图术的历史上，通过

记录人的身体行走路线来绘制地图的方法，曾

经盛行一时。米歇尔·德·塞托在《日常生活

实践》中分析欧洲古代的地图绘制认为，最早

的中世纪地图一直与教徒朝圣的行程相关联，

表现为这些地图都是直线走向的“旅行路线

图”，旁边还常常夹杂着所经路段的各种评注，

有时还会用小时和天数来标注距离。而且，地

图边上还常常有一些具有叙事和描述功能的图

像，比如大海上的帆船意味着某一次发现该地

海岸线的航行故事。塞托说 ：“每一张这样的

地图都是一个记录人们行动的备忘录，其中占

据主导位置的，是所要进行的行程。”③十五

至十七世纪，这种“身体的制图术”，由于受

到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影响，开始发生转变，“地

图抹去了路线……对行程的描述消失了”④。

地图也就从此成为了“万古不变”的抽象地理

知识的表征。如塞托所说，现代制图理性的目

的是“展示地理知识成果”，因此是清晰的，

具有普遍性与霸权性。与之相反，以行走步法

来标记的空间叙述是杂乱无章的。相较于展示

现代制图理性的前者，塞托更偏爱后者的杂乱、

无序和暧昧。⑤塞托的行走绘制地图理论和本

雅明的城市游荡说颇为一致。他们都突出以身

① 弗 里 德 里

希·基特勒 ：《留

声机 电影 打字

机》，邢春丽译，

上海 ：复旦大学

出版社，2017年，

第 8 页。

② 主办方原计划

邀 请 20 位 作 家

参与朗读， 但活

动当天有一位作

家未能到场。

③④ 米歇尔·德

塞托 ：《日常生

活实践 1：实践

的艺术》， 方琳

琳、 黄春柳译，

南京 ：南京大学

出版社，2015年，

第 208 页。

⑤ 练玉春 ：《城

市实践 ：俯瞰还

是行走》，孙逊、

杨剑龙 ： 《都市空

间与文化想象》，

上海 ：上海三联

书店，2008 年，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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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实践的感性方式体验城市，直接以身体感知

建筑、街道、广场、人群这些城市元素。本雅

明在谈及他的巴黎研究时说 ：“我们这项研究

旨在表明，作为文明物化表现的一个结果，19

世纪的新行为方式和基于新经济和新技术的创

造物是如何参与了一种幻境世界。我们对这些

创造物的‘阐明’不仅以理论的方式，即通过

意识形态的转换进行，而且通过它们可感知的

存在来直接展开。”①本雅明、巴特、塞托等倡

导以闲逛、行走、观看等“一种以身体为中心

并注重个体在接收和阐释文本——包括那些城

市文本——时的感官快乐的方法”，其城市研

究方法与重视社会结构及其政治经济力量的城

市社会学研究形成鲜明参照。②这种强调感性、

动态、体验的文化研究方法，力图伸张城市居

民在城市中的主体性，它关注如何通过大众的

日常生活实践，实现他们使用、占有城市空间

的权利。

“上海文学地图朗读接龙”中的地图，摈

弃了现代地图以精确的地理坐标和图例来表征

空间的投影式方式，而是采用接近欧洲古老的

“行程备忘录”的制图术。深红色曲线、圆圈

形节点、直播时间等符号标注着行走的路线、

地点、方向和距离，而散布在地图中的一张张

朗读者头像、城市地标照片，就像是中世纪地

图上具有叙事功能的图案，讲述着人在特定地

点发生的故事。这是一幅用身体行走、声音朗

读描绘而成的动态空间地图。在整场活动中，

朗读者在某一指定地点朗读，但大部分时候处

于移动状态中，边走边交谈，勾连经过的文人

故居、街道店铺、生态景观等地理空间元素，

叙述文学、城市与这些空间元素的关联，身体

移动的知觉经验通过移动摄像头的捕捉实时地

传送给观众，让观众也能够同步获得身临其境

的空间体验。

这种新技术支撑的身体实践的阅读方式呈

现出三个鲜明特点。其一，阅读视点的流动

性。比如朗读地图中的第三个地点是位于绍

兴路上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直播开始时，朗读

者作家走走从著名的汉源书店开始，如数家珍

地向另两位同行的作家介绍这条路上的空间景

观，如卢湾区图书馆、《故事会》编辑部、文

艺出版社、绍兴公园等。未经剪辑的长镜头将

地理空间的丰富性展现在观众面前，道路两旁

的法国梧桐及其斑驳树影，街道上连绵的蝉

声，还有沿街弄堂、咖啡馆、法式建筑等，因

为视点移动，都在不经意间构成了观者整体的

城市感觉。

其二，阅读界面的丰富性。文学文本、地

理空间、电子媒介构成了阅读的三重界面。直

播日下午金宇澄在鲁迅公园朗读鲁迅的作品

时，有读者在线上提问 ：“金老师早上在自己

的办公室读鲁迅，下午在鲁迅公园读鲁迅，在

这两个不同的空间，感觉有没有不一样？”金

宇澄答 ：“感觉完全不一样。鲁迅在这附近住

了十年，这里的环境和气场不一样。包括刚刚

我们读的是原版翻印的繁体字直排版本。这

些都让我对鲁迅有一种亲切感、崇敬感和一种

‘粉丝’的感觉。”朗读者在特定地点阅读文本，

将时间、空间与抽象的文本信息通过身体实践

融合在一起。新媒体介入其中的公共朗读，朗

读者处在一种“媒介拟态环境”中，其言语表

达、身体动作、心理状态、“表演”方式都呈

现出自觉或不自觉的镜头感。观看直播的读者

更是穿梭在三重界面的交织与融合中。这三重

界面形成了意义非常丰富的复合型阅读文本。

其三，大众广泛、多样化的参与性。大众

参与此次活动的方式丰富多彩，实体空间中朗

读者的行走及朗读，吸引了大量围观者，他们

有的是事先获知消息跟随前往，有的则是碰巧

遇到而观望、随行。当然，更有大量读者是通

过电子媒介的观看而参与的。媒介界面的存

在，将现场实况、即时观众数量统计、不断刷

新的弹幕评论、观众向现场朗读者的提问等融

合在一起，使得原本只是在线下实体空间发生

的小型阅读活动，转变成一场在虚拟空间中覆

① 瓦尔特·本雅

明：《巴黎，19 世

纪的首都》，刘北

成译， 上海 ：上

海 人 民出版 社，

2006 年，第 33 页。

② 德波 拉·史

蒂文森 ：《城市与

城市文化》，李东

航 译， 北京 ：北

京 大 学出版 社，

2015 年， 第 75、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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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数万人、遍及全世界的城市公共文化实践。

将阅读与城市空间、身体实践、大众日常

生活结合起来，“上海文学地图朗读接龙”绝

非个案，它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城市一种公共阅

读新趋势的典型呈现。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

比如实体书店的转型。在电子阅读以及网络销

售的冲击下，实体书店一度面临生存危机。如

今新业态实体书店已经涌现，它们不仅仅是纸

质书籍交易的地点，而且正在转变为以阅读

为中心的开展各种城市公共文化活动的场所。

2018 年 5 月，上海市首个新业态书店联盟宣

告成立，15 家实体书店试图突破空间地域的

局限，“彼此间形成一张紧密的网络，打造一

个没有边际的城市公共大书房”①，这个网络，

既是遍布城市各个区域的地理之网，也是大众

资源共享、讨论交流的信息之网。诸如央视朗

读亭、思南书局快闪店等，都是尝试通过移动

的实体书店与城市场所产生关联，展开多重城

市阅读文化实践，通过广义的阅读活动，将人

与地点、空间、建筑、街道、社区相连接，从

而勾连人与人及人与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

的多重关系。

结语

我们将网络时代的阅读称为移动阅读，它

究竟移动了什么？这种新型阅读创造了哪些城

市公共价值？延森在讨论媒介融合时说，手机

被称为移动电话，移动的是时间、空间和语

境。②很显然，移动网络、移动终端等传播技

术，涉及的不仅是简单的位置移动，它可能激

发社会、文化状况的复杂变化。从移动性理论

出发，文化地理学者 Tim Cresswell 认为，“移

动性是充满意义的移动，是获取意义和意蕴的

方式，并且是经由‘移动性的生产’完成的”③。

移动性可以改变人的实践方式 ：“移动性的意

义可以塑造社会关系，它们可能改变我们思考

它们并施展行动的方式。”④新传播技术造就的

移动性，与特定时空的社会文化结合，新的意

义和价值就被创造出来。

移动阅读实现了阅读意义的改变，从私人

向公共的移动，将阅读从私人场域移动到公共

空间，创造了当代中国城市生活中新型的社群

连接方式 ；从虚拟文本向身体实践的移动，以

具身实践的阅读建立了大众与城市相遇的新型

方式。这种连接与实践的方式，不同于传统社

会基于面对面实体空间交往的状态，移动网络

将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融合在一起。当我们谈

及阅读时，同时意味着读书与刷手机 ；当我们

说到城市空间时，意味着实体与虚拟的双重

空间。由此，移动阅读改变了阅读与城市的

涵义。

首先，阅读的概念改变了。其一，阅读的

文本不再限于印刷物，人们越来越多地在电子

终端上阅读，特别是手机这样的移动终端。阅

读的文本越来越趋于多样，包括文字文本、动

画文本、互动文本、超文本等。文本彼此间也

呈现出高度融合的状态，印刷时代的文字文本

以各种样式，嵌入在多种类型的文本中。如

此，各种文本以多种链接方式形成了复杂的文

本网络，多重文本间的移动也创造出更加丰富

多变的互文性。反观当前认为电子媒介接触与

文字阅读水火不相容的看法，可以发现，这不

仅不符合现实状况，而且妨碍了对于新型阅读

的认识与理解。一味将电子媒介使用与印刷物

阅读对立起来，非但不能促进阅读，甚至将阻

碍电子阅读的良性发展。人们在使用电子媒介

如刷手机时，阅读文字及图像仍然是非常重

要的。其二，阅读的内容也不再限于文学文

本。手机的“短信”和微信的“文件”，都是

非常典型的例子。手机短信、网络聊天的阅读，

“在无声文本和有声对话之间搭建起了一道桥

梁，……使阅读交流的优势地位日益加强”⑤。

阅读的互动性大大增强了，成为一种崭新的社

会交往方式，作者、读者与文本间形成了动态

互动的新型状态。其三，阅读也不再仅限于单

① 《海上思南》

2018 年 春 季 号，

第 42—43 页。

② 克劳斯·布鲁

恩· 延 森 ：《 媒

介融合 ：网络传

播、大众传播和

人际传播的三重

维度》，刘君译，

上海 ：复旦大学

出版社， 2012 年，

第 112—113 页。

③④ 彼得·艾迪 ：

《移动》，王志弘、

徐苔玲译，台北 ：

群 学出版 公 司，

2013 年，第 47 页，

第 52 页。

⑤ 史 蒂 文·罗

杰·费希尔：《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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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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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感觉器官比如视觉的活动，而是成为整体

性的身体参与。电子阅读要调动视觉、听觉、

触觉等多种感觉器官，甚至身体处在移动状态

中进行阅读，因此催生了崭新的阅读方式与信

息处理方式。其四，电子公共阅读，在一定程

度上反转了塞托所言的读者相对于作者的弱者

地位。“作者们是专属领地的奠基人，昔日耕

者在语言沃土上的继承者，他是掘井人，建房

人。而读者绝非写者，他们只是一群游客，往

来于他人的专属领地，游猎于他人的字里行

间，劫得埃及古宝便偷乐之。写，是一个积累、

储存的过程 ；通过建立自己的领地，与时间对

抗 ；通过复制进行扩张，让自己的产出倍增。

读，面对时间的侵蚀，无以自保（忘掉自己亦

忘却所读）；偶有所得，亦不知存之或胡乱存

之，过一处丢一处，反复上演失落的天堂。”①

电子阅读使读的过程及心得、体验，也同样可

以被记录分享，“读”渗透到了“写”的过程中，

成为一种创造与生产，读者不但以此夺回自己

的领地，而且使“写”与“读”的边界模糊，

激发出新型的读写模式。

其次，对城市的理解改变了。概而言之，

理解城市的路径大致可分为两种，其一是实体

的、物理的、具象的城市，它由建筑、街道、

公园、广场等空间和地理元素构成，人类可以

用肉身的各个器官加以感知。其二是想象的、

虚拟的、抽象的城市，它由文字、图片、影像

甚至是虚拟现实技术建构起来。移动网络的出

现，使得这两个层面的城市出现了融合的状态。

以往，当我们谈及城市空间时，可能指向实体

空间或虚拟空间，现在则更多的是这两个层面

融合在一起的复合空间。借助于移动网络和虚

拟现实技术，人类越来越频繁地穿梭于这两个

空间，以至于其边界开始模糊，杂糅在一起。

城市空间的涵义扩大之后，它对于公共生活的

意义也改变了。城市公共空间从实体转向实体

与虚拟杂糅的复合空间时，它对于城市的价值

也出现了更多的可能性。这种复合空间可以将

更多类型的空间、时间、语境加以多样化的组

合拼贴，从而创造出更加多元化的场景，激发

更多的城市公共文化实践。

移动阅读关涉的所有移动，都是以阅读主

体的移动为首要前提的。移动网络时代的阅读

主体，不再是本雅明时代的都市漫游者，而是

可以随时随地将阅读与刷手机互相嵌入、在实

体空间与虚拟世界任意穿梭的智能身体——赛

博人。②当前中国大众的城市公共阅读实践，

是智能身体在场的城市文化仪式。这种实践为

大众在实体与虚拟的复合空间中进行公共阅

读、公共观看、公共倾听、公共交流，提供了

新的可能性。这种具身实践的公共阅读，通过

建构城市新型共同体，承载城市集体记忆，创

造了新型城市交往活动与社会关系，展示了一

种城市公共生活的新状态。

当然，任何一种技术都只是提供了转换意

义的可能性，它必须在与社会结合后，才能催

化出新型的社会形态。恐怕没有人会怀疑阅读

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但是一个时代究竟怎样

阅读，却充满了不确定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制

约，由此呈现出特定时空的鲜明特征，阅读的

方式及意义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变化的。

本文所描述的移动阅读，是基于移动网络出现

后大众城市公共阅读实践的一种文化现象，它

的形态与价值尚未充分显露。正如桑内特所言，

在公共空间中的交往技能并非天生就会，而是

需要在实践中“习得”的。③这也正是移动阅

读对于当前中国城市生活特别重要的意义，它

为中国城市市民提供了参与公共交往及公共生

活的实践机会，在这种渗透于日常生活的实践

中，新型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对于城市公共生

活的感觉得以建立。或许，我们可以从中窥

见新媒体时代中国式城市公共生活的一种新

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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