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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苏萨克的
长篇小说《偷书贼》，自
2005 年出版以后，超
过 10年位居《纽约时
报》畅销书榜，先后被
译成 40多种语言，还
被《唐顿庄园》的导演
改 编 成 同 名 电 影 。
2018 年，美国广播公
司（PBS）美国大阅读
栏目发布“美国人最爱
的 100 本小说”排行
榜，该书排在第14位。

11 月 2 日晚，在
“2019 年成都国际书
店论坛”上，马克斯·苏
萨克以自己小时候一
个“复仇”的故事开头，
告诉大家应该如何讲
好一个故事。

苏萨克说，自己原
本没有勇气讲这个故
事，对于很多人而言，
无论是生活在哪里都
会觉得在做着一些枯
燥工作，过着乏味的生
活。而他相信自己讲
的故事，是他是人生中
很重要的一次胜利，

“实际上我们都有很好
的故事可以讲述。你
的生活是你讲故事的
第一个起点。”

16岁的时候，苏萨
克 决 定 要 做 一 名 作
家。他写了自己的第
一本书，“那本书一共8
页，可以参加最烂小说
奖了。”这些都不重要，
关键在于“总要开始写
才行。”

“我是从想象当中
创造的故事，但是我们
可 以 去 相 信 这 些 故
事。”虽然《偷书贼》的
内容是虚构，但也源于
作 者 经 历 的 一 些 事
情。马克斯·苏萨克出
生于澳大利亚的一个
移民家庭，他的父母都

成长于二战时期的欧
洲。童年时，他的父母
经常和他在后院踢足
球，踢完足球后回到厨
房，父母会告诉他一些
故事，关于他们过去在
奥地利是如何生活在
纳粹的阴影之下的。

他的母亲曾亲眼
目睹，当一群犹太人被
押往集中营，有一个男
孩从围观的队伍中跑
出来，给犹太老人递了
一片面包，被士兵发现
了，小男孩和老人都同
时遭到了鞭打。听了
这个故事几年之后，悉
尼发生了一场大火，火
光遮天蔽日，他们受到
了一些犹太人的帮助，

“那时的我们很饿，犹
太人给了我们一些吃
的。”

正如《偷书贼》里
所写，“后来的日子里，
他会成为一个施舍面
包的人，而不是小偷
——这再次证明了人
性中的自相矛盾，有一
点善，有一点恶，只需
加点水和和。”对于苏
萨克来说，这是他创作
的世界，也是他相信的
世界。故事是他改变
世界的方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薛维睿

书店作为传达思想的方式

作家杨照在“书店策展力”论坛讲
到，如今已经不是知识“饥渴”的年代，
我们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在资讯、知识
之海中进行选择。“如果我们想要偷懒
一点，我们可以信任谁来帮助我们选
择？书籍以及相关的产业改变了它的
使命。”在他看来，策展是一种特殊选
择的态度，它牵涉到什么样的人用什
么样的态度，带给我们一个有秩序的、
让我们可以快速吸收资讯并将其变为
知识的方式。

新西兰联合书店惠灵顿店的副经
理玛丽安·卡斯特里，以“书店策展力”
为题分享联合书店的经营故事。联合
书店现有两家店，分别位于惠灵顿和
奥克兰市中心。惠灵顿店是联合书店
最早成立的一家，它几度搬迁后，最终
坐落在威利斯街57号。2019年，联
合书店的惠灵顿店成功入围伦敦书展
全球年度最佳书店候选名单。

联合书店创办人阿兰·普勒斯顿

曾说：“书籍是人们联合彼此的方式。”
联合书店不仅联合有志于在书店工作
的员工，也联合了当地甚至全球的书
迷。“联合彼此”是阿兰开办书店的初
衷。对他来说，书店取得经济上的成
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向客
人传达一种思想。

书店是一种传达思想的方式，也
是联系人与人关系的纽带。法国ICI
书店的创始人是两位40多岁的女性，
戴芬·布塔尔曾任香街Virgin书店旗
舰店负责人，安娜-劳拉·维拉则曾担
任亚马逊图书部采购总监。

她们有与图书打交道的深厚经
验，最终仍然选择书店这样的实体公
共文化空间。这里每个月都会定期组
织各类阅读晚会、签售会等，试图以各
种类型的策展为书店带来更加丰富的
面貌。

策展关乎“选择”和“热情”

河湾书店在1998年正式开始营
业，苏珊娜·威尔森在创立河湾书店之

前，也是在教育方面的专家，她一直以
来都相信读书和图书的力量。以书店
作为小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范本，她探
讨了“策展”能力为书店带来的丰富面
貌和可能性。

在威尔森看来，策展不仅和选书或
者如何打造书店有关，更与我们的选择、
我们与客户的交流有关。“正是因为我们
的选择，决定了我们是谁，决定了我们支
持什么。”选择对于河湾书店意味着，用
什么样的方式与当地人群产生联系。

这种选择包括鼓励年轻人阅读，
以及提高所有澳大利亚人的识字能
力。河湾书店还想建立一个读者社
区，读者们会来到书店里相互讨论，店
员会和读者成为很好的朋友。“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的河湾书店能够在21年
中一直成功，我们的成功基于我们每
天所做的选择。”

策展对另一些人而言意味着热
情。“只要我还能呼吸，我就希望把我
在图书里所学的一切告诉大家。”从
开书店、创办双语出版社，再到创立
一个文学节，阿联酋马格鲁迪书店的

联合创始人伊泽贝尔·阿伯赫尔将阅
读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让马格鲁迪书
店成为迪拜人心中不可或缺的文化
空间。

如果可以掌握很多知识，她不希
望任何人落在后边，希望大家能一起
探索书本里的宝藏。她创办迪拜文学
节的初衷也在于此，想要吸引那些原
来不读书的人。也许这些人来到这里
后，会决定去学校图书馆借一本书看，
能够享受快乐阅读的过程。“其实让孩
子快乐阅读是一种非常宝贵的禀赋，
是给他们的一个馈赠。他们喜欢读书
之后，就不会离开书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薛维睿

11月2日晚，上海男篮主
场上演了一场告别仪式：上海
男篮的功勋队长刘炜正式告别
自己的 8号球衣。他新的身
份，是上海队领队。

手持话筒，和通道一旁的球
迷逐一击掌——无数次踏进这
块场地，而这样的出场方式对刘
炜来说或许是最特别的。场地
内，许多在刘炜球员职业生涯中
留下重要印记的人正等待着他。

他们见证了刘炜光芒闪耀
的职业简历：上海男篮队史出
场数第一，胜场数第一，得分数
第一，助攻数第一，抢断数第
一，篮板数第二，队史第一位

“万分先生”……
1996 年，16 岁的刘炜从

上海市青年队升入上海男篮俱
乐部，逐步成长为球队的主力
控卫。2002年，刘炜、姚明、章
文琪“铁三角”帮助上海队打破

“八一王朝”，夺得联赛总冠
军。姚明远赴NBA征战后，刘
炜成为上海男篮的核心，同时
他在国家队也坐稳了主力控卫
的位置。

而对四川球迷来说，刘炜
也颇感亲切，因为自2014年
起，34岁的刘炜转会离开上
海，辗转四川、新疆，继续着自
己的职业生涯。

2018年，刘炜时隔四年后
正式回归上海男篮，让不少老
球迷心潮澎湃。上赛季中刘炜
虽然上场不多，但在关键球上
都起到决定性作用。第十一
轮，刘炜又成就“万分先生”，成
为CBA联赛历史上第三位得
分破万的球员（前两位分别是
朱芳雨和易建联）。

今年8月，39岁的刘炜决
定退役，并表示这是个“顺其自
然的决定”。

中国篮协主席姚明也在现
场，并为自己曾经的队友颁发

“中国篮球之队磐石奖”。众所
周知，两人之间充满“战友情”。

刘炜回忆说，1997年的一
晚，他们将要挑战拥有王治郅
的八一队。而刘炜的室友姚明
忽然抽筋了，两人起来折腾了
一个多小时。“但因为这个插
曲，姚主席说今晚能赢，结果我
们真的赢下了八一队，并且是
第一次赢。”刘炜说，“从那之
后，17岁的我们，没有畏惧过
上场，没有畏惧过对手，包括
CBA赛场和奥运舞台。”

仪式上，刘炜的“8”号球
衣也正式“封存”。刘炜本人
也十分感慨，他的演讲中，有
回望，有不舍，更有新的向
往。当现场大屏幕亮起“侬
好，刘领队！”全场掌声和欢呼
声经久不息。 据新华社

11 月 2日晚，新赛季CBA首轮
展开多场较量，四川金强男篮在温江
体育馆主场对阵周琦领衔的新疆队，
以87：134大比分告负。比赛中场休
息时间上演温情一幕，川男篮为老队
长陈晓冬举行了退役仪式。

此役是周琦回归CBA的常规赛
首秀，虽然半场结束时四川队仅以
54：55落后1分，但下半场新疆队在周
琦率领下火力全开，比赛场面呈现出
一边倒的局面。最终，四川男篮追分

无望，酿成大败。
在中场休息举行的陈晓东退役仪

式上，俱乐部授予陈晓东终身成就奖，
同时宣布其30号球衣也随之退役。站
在场地中央的陈晓东几度哽咽，向全场
球迷挥手作别，并祝福四川男篮再创辉
煌。自2010年加盟四川队后，陈晓东
为球队获得总冠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265场的出场记录高居队史首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钟雨恒

自己的8号球衣被永久封
存，获颁“中国篮球之队磐石
奖”，中国男篮前队长刘炜从上
海队正式退役。

我 向 来 不 喜 欢“ 球 衣 退
役”这种事儿，用前人的努力
来否定后人的付出，凭什么？
但对于刘炜球衣退役这事儿，
我就是双标——刘炜绝对配
得上。

真正认识刘炜是在他加盟
四川队的首个赛季，四川客场
对阵广东宏远。刘炜在对抗中
崴了脚，被替换下场。在进行
了简单的治疗之后，他跑到了
球员通道里，拖着伤脚不停地
运球跑来跑去：“只要把脚跑麻
了，就能继续坚持比赛了。”果
然，在那场比赛的第四节，他再
次披挂上场。

刘炜是 CBA 历史上第三
位万分先生，仅次于朱芳雨和
易建联；而在国家队，他也是属
于球队的定海神针之一。比起
那些天赋异禀的球员来说，刘
炜依靠的更多还是勤奋。

而且，老刘的勤奋不仅仅
是在打球，他的英文也不错。
有一次，老刘请哈达迪等队里
老外吃饭，全程英文对话。我
问老刘哪儿有时间学的，老刘
答得很认真：“当年去美国试训
的时候，只有自己一个人，于是
狠狠心咬咬牙，努力学了。”说
得轻描淡写，背后付出的心血
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也许老
刘没见过洛杉矶凌晨四点的街
道，但萨克拉门托的街道可能
见得不少。

自从上赛季结束，老刘在
上海男篮“领队”这个位置走马
上任以来，他的朋友圈忽然活
跃了起来。以前三五个月不更
新一条的他，已经每周最少两
更。内容吗？当然都是跟上海
男篮有关的。不喜欢发朋友圈
的他，已经开始为了新工作而
在慢慢学习和摸索。

毫不怀疑，老刘未来一定
是中国篮坛最棒的领队，毕竟
努力如他，运气永远不会太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闫雯雯

四川男篮投资人周仕强为陈晓东
（右）颁发终身成就奖。 涂新 摄

刘炜曾在效力四川男篮时焕发职业生涯第二春。

2019成都国际书店论坛云集众多国际行业代表。

《偷书贼》作者马克
斯·苏萨克在论坛上。

告别 在新的起点
CBA新赛季首轮，数位老将告别赛场

“万分先生”刘炜
转型上海男篮领队

上海久事大鲨鱼俱乐部为刘炜
（右）举行退役仪式。 新华社发

川军新赛季首战告负
陈晓东30号球衣退役

“策展”对书店意味着什么？
这些世界著名书店告诉你答案

11月3日，2019腾讯科学WE大
会在北京举行。七位全球顶尖科学家
同台，分享物理、生命科学、地质科学等
领域的突破性进展；由腾讯携手自然集
团创立的“自然科研全球影响力大奖”
正式揭晓并表彰首位获奖青年科学家。

今年腾讯科学WE大会的主题是
“小宇宙”，寓意从微观世界中窥见宇
宙，解开生命的奥秘。来自国内外的七
位顶尖科学家分享了细胞疗法、弦理
论、脑芯片、粒子机器人等前沿科学进
展，为人类从“微观”层面进一步了解自
身、了解宇宙打开一扇科学之门。

从人体细胞到天体粒子
治愈癌症、多重宇宙的秘密都在这

腾讯科学WE大会迄今已连续
举办七年。今年，科学家们WE大会
舞台上分享研究进展，用前沿科学搭
建起一座连接人类体内“小宇宙”和
广袤未知宇宙的桥梁。

开场嘉宾Carl June是一名权威
癌症免疫学家，他首创 CAR-T 疗
法，通过唤醒免疫系统来消灭癌细
胞，已成功应用于白血病、淋巴瘤和
骨髓瘤等肿瘤治疗的临床试验。
Carl June带来了这一癌症疗法的最

新进展，他说：“面对癌症高额的治疗
费用，我们必须找到新办法治愈病
人，而且是一次性的。CAR-T细胞
在人体内可以存活很多年，是一种非
常有效的细胞和基因疗法。”

被称为世界上最擅长解释深奥
理论的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和数学
系教授Brian Greene，带来了最前沿
的探索之一——弦理论的最新成
果。作为弦理论研究的领军人物，
Brian Greene通过三个故事讲解了
多重宇宙存在的可能性。

高能物理界领军人物、中国科学
院院士王贻芳，一直致力于研究宇宙
中最神秘的中微子。王贻芳团队成
功测出中微子的振荡模式，为人类揭
秘宇宙本源开辟了新路径，他说：“大
型的科学设施实际上是技术发展的
最好触发和推动。科学家如果能够
和工程师工作在一起，我们可以使技
术能力大大加强和发展。”

首届“自然科研全球影响力奖”揭晓
英国80后教授获奖

当日，首届“自然科研全球影响
力大奖”评选结果揭晓，37岁的英国
知名神经学家、英国皇家生物学学

会会士Tom Baden获奖，并受邀在
今年的 WE 大会上分享其研究成
果，他的团队通过对斑马鱼的基因
编程，来观察其大脑结构和神经元
的运作成果。

在支持青年科学家的同时，腾讯
也聚焦前沿科技应对地球级挑战。
腾讯首席探索官网大为在WE大会
分享了名为“eVTOLs”的新型交通技
术，用以解决日趋严重的人口问题。

“这可以使得发展中国家不需要建设
那么多基础设施，就可以实现用车模
式的跨越式发展。”

“我们怎样迎接2050年前容纳
100亿人在世界上可持续的生活？食
物、能源、水至关重要。这些领域又相
互勾连，我们在一方面取得进展，就有
助于解决其他方面的需求。科技向善，
腾讯过去一年应对这些地球级挑战做
出了很多努力。”网大为说。

今年上半年，腾讯提出将“科技
向善”作为公司使命与愿景的一部
分。马化腾表示，希望“科技向善”能
引导人们善用科技，避免滥用、杜绝
恶用，让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更好地
造福人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欧阳宏宇

从细胞疗法、弦理论到“幽灵粒子”
腾讯科学WE大会揭晓微观领域最前沿突破

文化活动如何成为城市的
文化节日与标志性事件？策展
如何融入书店日常来传达理念
和聚焦议题？11月1日到3日，

“2019成都国际书店论坛”在方
所成都店举行。以“城市：策展
的时代”作为主题，这是方所自
2016年起第四届国际书店论坛
活动。

“在现今的时代里，策展更像
语言。”方所创始人毛继鸿说，“书
店既像是一个精心编辑的媒体，
也像是流动不息的策展，顾客可
以从这里接收书店传递的讯息，
并从每个书店所描绘的书的宇宙
中，确认不同书店的风格。”

在为期三天的论坛活动上，
来自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阿
联酋、英国的书店行业代表来到
现场，以“书店策展力”为题对

“策展”展开深刻的剖析与阐述。

《偷书贼》作者马克斯·苏萨克：

你的生活
是你讲故事的起点

记 者 手 记

勤奋又努力的人
运气永远不会太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