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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有 机 会 获
赠此书

大学女老师在宁乡开 24 小时书店 ■美文欣赏

江南雨水情深 
文 / 韩梅 
从小，我就爱听那雨落水滴声。

只要不是大风大雨时，自己或家人在

外出行，我便特别享受聆听雨声。

那纷纷洒落的雨滴，敲打树叶，

敲打窗棂和屋顶，顺着屋檐滴落。屋

檐下小水沟集结着雨水哗哗流动着，

池塘的出水口大股大股的水汹涌奔

流着，平时安静的小溪这时因雨水的

汇集也叮咚作响。那声音的组合，略

显粗犷，我却听起来觉得无比美妙。

南方的春天，美好的季节，这

美好也是与晶莹的雨滴分不开的。变

幻着的春天一副孩子脸，常常是一日

晴一场雨一场的，那绵延不绝霏霏的

雨滴滋润着大地，让我们在春光中

感受那一树树嫩绿叶芽萌发的活力。

一树树樱花、桃花、梨花幽幽绽放

的妖娆，万物竞相拔节生长、日日更

新的蓬勃景象。聆听那青青树林中

渐渐热闹的鸟儿清脆的鸣叫声，观赏

那杨柳相依的池塘碧水中一群群白

鹅、水鸭悠闲地游荡的清新画面。

春天时常会下起毛毛细雨，这毛

毛雨也分大小级别，有时会有特别细

腻的毛毛雨。小时侯放学路上，若

逢着特别细腻的毛毛雨，我和小伙

伴常不打雨伞，悠闲体会那丝丝纤

细从四面八方袭来，抚爱着我们的

脸颊，那份柔软扑在脸上给人痒痒

的别致的感觉。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

如烟。”持伞移步在江南烟雨濛濛的

雨中，即可欣赏眼前幻化成的一幅幅

印象派的朦胧画面，别有一番韵致。

绿荫装饰的小道，热闹繁华的街道，

持各色印彩雨伞的行人，阡陌纵横的

旷野，青青小山岗、繁茂翠竹林、山

林湖泊、芳草地、小花园、山村水

郭、粉墙黛瓦、小桥流水、柳岸桃林、

廊台亭榭，是构成一幅幅烟雨迷蒙彩

色水墨图画的种种元素。徜徉在这

样的图景中，唐诗宋词的风华随处可

见。沉醉在这超然于喧嚣尘世的氛

围，令人悠思暇想连连，仿若时间

可以穿越至从前小时候的美好光景，

抑或是时光就此停滞。

我在雨落莲荷、风舞芭蕉的景致

里聆听夏雨，清凉爽快弥漫身心。一

场夏雨过后，被娇阳炙烤的大地散

发出泥土的芬香，饥渴的大地吮吸

着甘霖，田园农作物便获得新的生

机。夏雨为灌溉大地的江河、水库、

湖泊、荷塘补充水量，使它们舒展眉

头，又能幸福地欢唱。上天及时的

夏日甘霖恩典，凡间生灵在火热中被

解救。于我，这幸福叫醉赏夏雨。

我在桂花飘香、金桔满园、芙蓉

娉婷、绣菊傲霜、枫红漫山、稻丰谷

香的季节，聆听一场场秋雨与时光同

步的淅淅沥沥。殷殷切切的秋雨洗

涤尘埃，清新大地万物，浩荡江湖

水域，为大地储备充足的水量。秋

雨啊，你是上天派来的为大地丰收

的使者。

岁月悠然，韶华流逝，难忘伴我

成长的那一场场江南雨水，曾带给

我那一场场醇美的滋养。

青年最富朝气、最富梦想。

但当青春的旅途中遇到了地动

山摇的巨变从而改变了周遭的

一切，你的青春会随之产生怎

么样的 连 带 效 应， 发 生 怎样

的裂变？或将青春化做一团炽

热的火焰点燃旅途中的地动山

摇？亦或在时光的深处慢慢感

受真挚的相守岁月？

《 摇 摆的 青 春（5·12 爱 情

故事）》以汶川大地震为背景，

展示了以马忠政、黑皮、张力、

杜鹃等为代表的四位刚过而立

之年的年轻人，在大地震前后，

经历生活、工作、事业、婚姻

变化的故事。这里面有房奴的

无奈，有官场的勾心斗角，有商

战的死亡挣扎，更有对爱情的

追求，对婚姻的经营，对人性的

大爱与大美的展现。本来生活

就像是一首单调的曲子，在原

本平淡的生活里，一场地震让

他们学会重新看待社会、看待

人生。

扫码关注今日女报官方微

信，按要求转发，就有可能获

赠这本书哦！

汶川地震 10 年，来看看这本书吧■赠书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吴迪

北京三联韬奋 24 小时书
店开业时，李克强总理曾致
信说：“希望你们把 24 小时
不打烊书店打造成为城市的
精神地标，让不眠灯光陪护
守夜读者潜心前行，引领手
不释卷蔚然成风，让更多的
人从知识中汲取力量。”

2015 年 6 月 24 日， 湖
南第一家 24 小时书店——
德思勤书店在长沙开业。开
业当天，一位负责人表示：

“我们常常谈起的莎士比亚
书店，因为它捍卫着一种珍
贵的城市生活方式，它善待
那些性情各异的人们，帮助
这些意见领袖找回缺失已久
的城市情怀。”

2018 年 4 月 23 日， 宁
乡市第一家 24 小时书店——
三体书店正式开业，成为湖
南 100 多个县（市、区）中
的先行者之一。在县（市、区）
坚持 24 小时书店是否有必
要？经营状况如何？ 5 月 6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来
到三体 24 小时书店，专访
书店创始人易文婷。

在采访中，记者曾问及，为什么要选

择回宁乡开书店，而不是在人流更密集的

长沙。易文婷说，宁乡是丈夫的故乡，自

己也很喜欢宁乡，希望通过开办这家书店，

让市民有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让更多的

人爱上阅读。

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位读者

通宵读书，基本凌晨两三点之后就没

有人了，但易文婷说，只要书店开办一

天，就会坚持 24 小时营业，“既然叫

‘24 小时书店’，就要做到 24 小时营业，

因为你不知道读者什么时候会来”。

虽然书店开起来了，但装修过程

中也花费了很多钱。夫妇俩把所有时

间和金钱都投入到了书店中。但他们

也深知，书店盈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所以易文婷希望先将品质提高，最终实现

盈利。

“开书店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一批

热爱阅读的朋友。”易文婷说，他们会真

诚地提出自己的建议，想让书店变得更好。

扫一扫，
分享好书店

缘起  为圆女儿一个梦
易文婷今年 33 岁，岳阳人。她毕

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是体育舞蹈专业

硕士，并先后在湖南商学院和湖南艺

术职业学院任教。今年年初，她辞

职来到丈夫的老家宁乡市，准备开一

家书店。

为什么开书店？易文婷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这是为了圆女儿的

一个梦。她的女儿今年 10 岁，从小

就特别喜欢读书。以前她带女儿逛书

店、逛超市，每次都要买几本书回家。

经过观察，易文婷发现光靠买书，还

满足不了女儿对阅读的渴望，因为女

儿的梦想是“拥有好多好多书”。于

是她开玩笑地对丈夫说 ：“要不我们

直接开一家书店吧。” 

没想到，这个简单的想法真的在

两个人心里扎下了根。只是，他们开

书店的想法遭到了家人的一致反对。

“开书店毕竟比较冷门，不仅不容易

赚钱，搞不好还会搭进去很多钱。”

易文婷告诉记者，“但是家人看我们一

直很坚定，开书店也是一门正经生意，

最后就同意了。”

当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赶到三体书店

时，外面正下着大雨。雨声淅淅沥沥，反

倒衬托出书店内的静谧。

书店占地 120 平米，靠右侧是上下两

层的错层书架，摆放着二十余种图书，共

6000 册左右。其中童书所占的比重最多，

共有 5 种。记者发现，虽然天气不好，但

书店内的顾客依然不少。

因为书店里有休息区，可以免费坐在

蒲垫或者椅子上看书，所以店里有好几个

捧着童书的小朋友，还有做作业的高中生。

时不时会有家长带着小朋友来选童书，也

有追求时尚的年轻人来店里拍照，整个书

店洋溢着青春气息。

易文婷说，书店开业以后，最开心的

是女儿，“她现在在长沙读书，每周末都

会回来，到书店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只有易文婷提醒她不要坐得太久，她才会

起来活动一下。“女儿说自己已经变成一个

小书虫了。”易文婷幸福又自豪地说。

和女儿一样开心的便是小朋友们了。

易文婷告诉记者，每天下班后到晚上 10

点之前，店里的人最多，“许多家长带着

小孩过来，陪着他们一起读读书，一家

人其乐融融。我看在眼里，也十分开心”。

除了带着孩子来亲子阅读，还有一些

人喜欢在深夜过来读书。虽然开业不久，

但已经有很多位顾客在书店里读书读到凌

晨两三点钟了。他们中既有四十多岁的职

场女性，也有二十多岁的大学生。

易文婷出于好奇，也曾问过他们为什

么一直在书店待到深夜。一位顾客告诉她，

白天工作压力很大，晚上回到家里也就

是看看电视、玩玩手机，精神上得不到放

松，所以他很想找一个可以安静读书的地

方，如今终于找到了。

为圆女儿梦，

易文婷和女儿在自家书店。

书店大部分为儿童书。

现状  雨水浇不灭读书的热情

未来  会坚持 24 小时营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