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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雪霏 摄影 胡凌云

追踪热点
当人们不能通过语言交流时，书籍恰恰能打破空间与时间的距离，为人类交流搭起重要的桥梁。阅读对人的成长影响是巨大的，一本好书或许就能改

变人的一生。4月23日，我们将迎来第27个“世界读书日”，每年的这一天，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和图书宣传活动，旨在让更多

的人享受阅读、爱上阅读。这一天又恰巧是英国著名诗人、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的出生与去世的纪念日，他曾说过：“生活里没有书籍，

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短短一句话便道出了人与书籍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

主题是书

讲的却是和书有关的人
《但是还有书籍》是由哔哩哔哩和北京小

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人文类纪录
片，由罗颖鸾、叶深担任总导演，胡歌担任配音
演员。在第一季第一集正式播出的2019年12
月11日，胡歌发了一条微博：“很喜欢《但是还
有书籍》这个片名。第一次为纪录片配音，很
享受这个过程。在此邀请大家一起观看由我
配音的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希望大家在
快时代里，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指南。”

这条微博很快被“粉丝”疯转，也带动大量
观众涌入B站。在播出几小时后，《但是还有书
籍》的片头很快就被“为了胡歌而来”“胡椒前来
报道”这类弹幕霸屏。但随着纪录片的持续播
出，观众也很快将关注的重心从胡歌转移到纪
录片本身，讨论的主题也不再是胡歌的声音有
多好听，而是纪录片中的主人公有多“可爱”。

诚如总导演罗颖鸾在第一季播出后写下的
导演手记中说道，“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
所，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以外，还拥有无数个平行
世界。我们希望以这部片子，记录这个时代形
形色色的爱书人，捕捉和书有关的那些精彩故
事，向‘编舟者’致敬，为爱书人点赞。片长有限，
展示的也许只是这个时代阅读图景的冰山一
角，也无法道尽这些爱书人、做书人的有趣可爱，
但希望我们的片子成为一枚火石，点燃更多人
对于书的兴趣。”
《但是还有书籍》的确做到了它所希望的，

这部纪录片不仅吸引了无数的爱书之人，也令
很多人从此爱上了书。

如今，时隔两年之久，《但是还有书籍 第
二季》终于与观众再次相见。第二季在延续第
一季内容和风格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和升级，
仍致力于记录那些可爱可敬、对书籍怀抱热忱
的编辑、创作者、爱书人，展现他们丰饶有趣的
精神世界，定格这个时代烂漫动人的阅读风
景，导演们也希望让第一季那枚点燃人们读书
兴趣的小火花，继续燃烧下去。

在第二季第一集《我们的图书馆》中出现
的第一位主人公，就是一位十分可爱有趣的老
人，他是国内版本目录学领域的元老级人物沈
燮元。凭借着个人兴趣，沈燮元在版本目录
学，这个研究古籍版本和源流的艰深领域里，
一做就是七十多年，他也因此在业内有了另一
个称号“古籍活字典”。

如今已98岁高龄的沈燮元每天仍坚持着
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早上八点准时到达南京图
书馆，开始一天的古籍研究工作。他说自己一
辈子没有脱离过图书馆，他和图书馆的关系就
像鱼和水，没有了水，鱼可怎么活。
很多人说像他这样，一定能活到100岁，可沈

燮元说我不想活到100岁，只想过好每
一天。这简简单单的五个字，与当下的
年轻人产生了奇妙的心灵共振，弹幕刷
满公屏，主创团队把有这句话的弹幕画
面截下来，发在了微博。这张截图的背
景，正是沈燮元老人为之奋斗了几十
年、为南图引进的古籍书架，一本一本，
整整齐齐。
在《我们的图书馆》这一集中还有

一位“传奇”人物，他是
国家图书馆管理员顾晓
军，如武侠小说中的“扫
地僧”一般深藏不露，12
年来自学了法语、意大
利语、古希腊语、拉丁
语、波斯语等十几种语
言，有学者在国图曾得
到过他的点拨，多年后
路过这里还专程前来感
谢，更有网友发帖寻人，
只为见一见这位“世外
高人”。在顾晓军看来，
当今这个处处充满快节
奏的时代，只有书籍才
能让人静下来思考，在
周围所有人都在追求高
效的今天，顾晓军似乎显得“格格不入”，但独
处的人未必是孤独的，在由书籍搭建起来的精
神世界里，他一定是满足的，博尔赫斯曾说过，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或许国家图书馆
正是顾晓军心目中天堂该有的样子。

如果说国图是顾晓军一个人的“天堂图书
馆”，那四川甘孜久美在家乡塔公草原上建起的
纳朗玛图书馆，就是生活在那里的孩子们心目
中最美的天堂。2014年冬天塔公的一场地震，
让正在苏州寒山寺游学的久美回到了家乡，也
正是这场灾害触动了久美，从此改变了他的生
活轨迹。当地家庭的贫困，让曾见识过草原外
面世界的久美意识到，只有知识才能改变他们
的命运，接受教育是这群孩子唯一的出路。从
最早的帐篷学校，到后来的纳朗玛图书馆，久美
一点一点凭借自己的力量，为孩子们打造起属
于他们的“天堂”，在这里，他们可以真实地触碰
到外面的世界，也给了这群孩子寻找美好未来
的希望。就像久美说的那样，“我们的心态开阔
于世界，才是真正地走出大山。”

改变传统话语风格

展现书背后那些年轻的心
拍摄一档文化纪录片，对《但是还有书籍》

创作团队来说，是一件冒险的事。曲高和寡、
脱离主流、晦涩难懂，是文化纪录片的固有标
签，就连总导演罗颖鸾都表示，在早期的电视

台时代，文化纪录片可以说是曾经的“收视率
黑洞”。但爱书的她，一直在关注着书圈，也有
自己喜欢的作者、译者、编辑，她觉得这些人的
生活很有意思，“私心”里很想把他们的故事，
以及真实的工作生活状态记录下来。

目前，国内关于书籍这一主题的纪录片还
很少，此前罗颖鸾曾制作过一部名叫《书迷》的纪
录片，完成后仍觉意犹未尽，想将这一主题继续
做下去，以兴趣为出发点的《但是还有书籍》创作
团队就这样再次开启了与书的奇幻之旅。

但真正做起来，才发现这并不是一件简单
的事。怎么能让《但是还有书籍》被更多的年
轻人接受，是摆在主创团队面前的一个难题。
“不看书的人，恐怕不会对这部纪录片感兴趣，
而真正看书的人，也不会看。这是一件两难的
事情。”总导演叶深说，团队在制作这部纪录片
的时候，想追求一种平衡，让这部纪录片被更
多人看到。

他们尝试了很多办法，最先想到的就是改
变纪录片传统的话语风格。原本文化纪录片
“掉书袋”的话语风格被打破，无论是解说词还
是画面呈现，都力求年轻化。娓娓道来地讲述
每个人物身上的故事，尽可能不出现学术性的
专有名词，即便不得不出现也要第一时间加以
解释，成了创作团队首先需要做的事情。

在确定下来整部纪录片的基调后，下一步
要做的就是让这部片子变得有趣起来。平时与
书打交道的人，喜欢将自己固定在一个熟悉的
地方做着重复的工作，这样看似单调的生活方
式，如果用纪录片简单粗暴地呈现出来，只会更
加寡淡无味。因此创作团队想尽各样办法，让
纪录片的画面变得丰富起来，动画元素就成为
片中的重要元素，一些很难拍摄的画面，创作团

队就会用动画表现其中的内容，定格动画、实景结
合动画、投影拼贴等形式纷纷出现在片中。

在第二季第二集《成为漫画家》中讲述了三位
漫画家的故事。创造了漫画出版奇迹，被誉为“国
漫之光”的漫画《镖人》作者许先哲，为了画出《镖
人》潜心学习漫画四年，最终创作出了他心中最想
表达的角色刀马。《镖人》的故事没有脚本，当许先
哲画出第一个刀马的形象，他注视着他的眼睛，想
象着这样一个人会在怎样的场景下说出第一句介
绍自己的话，就这样有了《镖人》的第一幕，刀马面
对悍匪说出，“我叫刀马。记住也好，记不住也好，
反正名头不重要。”

许先哲的创作理念在纪录片中同样用漫画
的形式呈现出来，作者与角色在片中实现了真正
意义上的“同框”，这样新颖的表现形式带给观众
更为直接的感动，漫画迷们更是全屏刷满“泪奔”
的字样。

同样带来深刻感动的还有“天才漫画家”赵
佳的故事，赵佳出生在天津一个普通家庭，从小
热爱绘画的她，童年几乎就是在一个小屋子里度
过的，在别的小朋友都在玩耍的时候，她的时间
全部用来画漫画。她的父亲曾为她写下这样的
自我介绍，“嗨，我是赵佳！就是那个迷恋漫画甚
至放弃了学业的怪女孩。”父亲的支持是赵佳能
够坚持下来的原动力，也让她早早就收获了成
功，16岁便正式出道成为漫画家。她有一个穷极
一生也想画完的故事——《黑血》。

1997年，赵佳便开始了《黑血》的创作，在那
个计算机还没有得到普及的年代，赵佳的漫画全
都是靠一支笔完成的，对漫画痴迷的她那时一天
能画60页。当时国产漫画的类型还很单一，以科
幻为题材的漫画《黑血》独树一帜，也收获了不少
漫画迷的喜爱。但没过多久，《黑血》就停止了连
载，1998年，赵佳的父亲被诊断出肾癌，为了照顾
父亲，赵佳不得以停止了绘画，但《黑血》始终是
她心中放不下的牵挂。随着国产漫画的持续更
新，赵佳也在不断改变自己的绘画习惯，以适应
当下的漫画市场，但她唯一没有放弃的就是继续
《黑血》的创作，2017年，新版《黑血》终于再次与
漫画迷们见面，赵佳也将自己的工作室搬到了威
海，开始了人生新的篇章。

在赵佳的人生中，父亲和《黑血》是她最重要
的两个组成部分，父亲很支持赵佳的漫画事业，
他总是逢人就说，“我闺女是天才。”曾经是父亲
让赵佳坚定地拿起了画笔，可也是因为父亲的
病，让赵佳放下这支笔整整十年。纪录片中，在
赵佳平静地讲述下，她与父亲的故事被制作成了
定格动画，让观众不禁落泪。

从爱书之人的身上

感受阅读的快乐与美好
在《但是还有书籍》中还有很多与书有着紧

密连接的人，他们的生活因为与书相关，显得更
加丰富多彩。

比如第三集《词语摆渡人》中，人民文学出版社
编辑马爱农，还有一个更著名的身份，《哈利·波特》中
文版的主要译者，是她将那个充满神秘色彩的魔

法世界带给了一代又一代的哈迷，而生活中的她，
也是个喜欢拼乐高，爱好收藏文学周边，充满童心
的可爱女人。

第四集《出版人的日与夜》中，创办“乐府”的
涂涂，离开北京，变卖房产，落脚大理，希望做一些
能够流传下去的书，真正找到民间有力量的文
字。80岁老人杨本芬的《秋园》，两年前火遍全
网，就是他出版的作品。

和绝大多数纪录片相比，《但是还有书籍》的
拍摄对象是一群不善言辞的主人公，他们是一群
日常和文字与纸堆打交道的人。在日常工作中，
主人公们可能一天都不太会说一句话，而纪录片
的拍摄要求创作者能在最大程度上打开受访者的
心扉，特殊性格的采访对象让《但是还有书籍》的
制作困难重重。

天生性格害羞的马爱农就是其中一位，当初
为了争取到她来参与拍摄可是费了导演组一番工
夫。刚刚开始拍摄时，马爱农显得很局促，想要暂
停拍摄，导演们也表示理解，毕竟对于绝大多数人
来说，面对摄影机的无死角拍摄都是会感觉到紧
张的，更何况是对于很少社交、日常跟文字打交道
的翻译家们。“马老师接受采访需要做好充足的心
理建设。”叶深说。

第一次拍摄结束后，导演组联系到马爱农，希
望进行补充拍摄，被她婉拒了，好在几个月后，完
成了心理建设的马爱农再次联系了导演组，同意
了拍摄，也才有了现在更为完整的故事。

当被问及在选择纪录片主人公有怎样的考量
时，罗颖鸾表示，“在筛选标准上，我们所选取的人
物肯定是这个领域最有代表性的，不仅专业水平
过硬，而且也是很有个性和人格魅力的那种人。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我们选择的人物都是
对书籍怀抱热爱的，也都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一
颗赤子之心。”

如今，《但是还有书籍》已播出两季，均收获不
俗成绩，这样的播出效果着实有点出乎创作团队
的意料，而令人更为惊喜的是，在这部纪录片的影
响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了阅读。正如哔哩
哔哩制片人朱眯在采访中所说，“在这个信息爆炸
的时代，哪怕知道阅读好处多多，大部分人也没有
办法静下心来看一本书。这部纪录片就是通过拍
摄有趣的形形色色的爱书人，召唤大家拿起想看
的书，重新感受阅读的快乐与美好。”

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在短诗《但是还有
书籍》里写道：

即使书页被撕扯，或者文字被呼啸的火焰
舔光。
书籍比我们持久，我们纤弱的体温
会和记忆一起冷却、消散、寂灭。
我常想象已经没有我的大地，
一如既往，没有损失，依然是大戏台，
女人的时装，挂露珠的丁香花，山谷的歌声。
但是书籍将会竖立在书架，有幸诞生，
来源于人，也源于崇高与光明。
这首诗也是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名字的来

源，希望观众们可以通过这部纪录片看到书籍的
美好，也能通过书籍感受到它背后所蕴藏的人生
之美。

就在不久前，B站上一档关于人与书籍的小众纪录

片火爆全网，以其良好的口碑不断发酵出圈，关于它的

话题讨论层出不穷，它就是被网友誉为“感动无数年轻

人”的“宝藏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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