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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宁波市民借阅、购买书籍榜单出炉

四大名著、红色经典成为
“香饽饽”
近日，
《2019 年浙江省
全民阅读服务发展报告》和
《2019 年浙江省居民阅读
指数调查报告》发布。两份
报告包含全民阅读服务设
施、服务资源、活动推广、工
作成效 4 类指标。作为书香
之城的宁波，在多项数据中
位列前茅。
紧跟着两份《报告》的
发 布 ，昨 天 宁 波 图 书 馆 和
宁波新华书店集团分别发
布 了“疫 情 期 间 宁 波 市 民
借 阅 文 学 类 书 籍 榜 单”和
“疫 情 期 间 宁 波 市 民 购 买
文学类书籍榜单”，一些经
典著作登顶。

借阅类榜单：
名著回归
受疫情影响，宁波图书馆 3 月 23 日才
恢复开馆，至今已有近半年。从图书借阅
数据来看，截至 9 月 14 日，借阅排行前三名
分别为文学类；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
艺术类。借还书册次为 129 万册次，借还
书人次超 38 万人次。
据了解，
位居成人借阅排行榜第一的是
《西游记》，
共计85次；
排名第二的《三国演义》
为55次，
《红楼梦》
《水浒传》
《呼兰河传》紧随
其后，
借阅次数均为52次；
《老人与海》
《人间
失格》
《小王子》等文学类作品也受到广大读者
的欢迎，
借阅次数分别为48、
40、
34次。
“疫情期间的数据其实也挺让我们意
外的。”宁波图书馆一位负责人说，
“四大名
著的借阅率虽然一直不算低，但像这次这
样霸榜，确实是非常少见的。
”
宁波图书馆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他们还有一个“未成年人借阅排行榜”，位

列前三的分别是《稻草人》
《格林童话》和
《一只想飞的猫》，借阅次数分别为 61 次、
50 次和 47 次。
“ 这几本是暑假突然蹿上来
的，
很可能是老师布置的暑期必读书目。
”

购买类榜单：
红色经典登顶
宁波新华书店集团各门店自 2 月 21 日
恢复营业至今，已有将近 7 个月。根据提
供的数据来看，截至 9 月 14 日，位居购买榜
第一的是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
（青少版），销量为 339 本；排名第二的是罗
广斌的《红岩》，销量为 228 本；
《艾青诗选》
（典藏版）
《人生海海》
《白夜行》紧随其后，
销量分别为 165 本、161 本和 153 本。
“东野圭吾的小说，
像《白夜行》
《解忧杂
货铺》，一直都是我们榜单上的常客。”书店
工作人员跟记者说，
“一个是粉丝效应的加
持，一个是影视剧改编的反哺，都增加了相
关书籍的知名度。
《平凡的世界》不用说了，
知名度太高，
看过的人可以说是非常多。
”

《2019 年浙江省全民阅读服务发展报
告》和《2019 年浙江省居民阅读指数调查
报告》显示，在成年居民阅读率方面，全省
11 个地市的平均值为 88.7%，宁波成年居
民综合阅读率以 90.8%携手杭州、温州数
据领跑全省。
记者 谢晔 通讯员 陈莹 陈吉

福彩开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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