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本版编辑：焦翊
E-mail：215755801@qq.com

排版：艾林
2021年11月16日 星期二 第2771期

“我去你店里看过，我不知道你怎么赚钱，但我觉得还是得找一些能赚钱的事情做。”

这是2017年无料书铺首家门店开业后，创始人张潇得到的质疑之一。但随着2021年 5

月29日无料书铺上海旗舰店开业，这家“更新了超过70%图书和85%以上文创商品”的

门店，与无料书铺其他11家门店，既打破了人们的质疑，也为民营实体书店注入了新活

力。《2020-2021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虽有约1570家实体书

店关门，但新增实体书店约4060家，远超关店数量，这其中民营书店占很大比重，更多的

不少是成立时间不超过5年的民营新品牌书店。

当“夕阳产业”“理想主义”成为实体书店标签之时，类似于无料书铺这样的民营新品

牌书店为何会“肆意生长”？新一代书店经营者又是如何想、怎么做的？商报记者对数位

民营新品牌书店负责人进行了采访，从他们对自身书店的构想中，一窥行业未来发展。

/ 民营书店

“理想”入局“理念”落地

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还是当下，入局实体

书店，“理想主义”是一个挥之不去的符号。图

书是文化的具象化表现形式，文化天然具有的

理想主义属性，也自然被带进了书店。

想要了解一家书店，不妨从名字说起。名字既是

一个标识，也能传达出起名人的心境。闻山君竹书店

位于洛阳，何为“闻山君竹”？书店创始人赵恒宇说：

“闻山君竹的名字源于对诗意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来

源于‘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

清斋折露葵；君还洛邑分明记，此处同来阅岁华；竹下

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这4句诗，各取一字，便

成了‘闻山君竹’。”音乐专业毕业的赵恒宇为何要开一

家书店？她坦言：“因为自己喜欢看书，所以也特别想

给同样喜欢看书的人创造一个可以阅读的空间”。

武汉鹅社书店艺术馆这一名字来自骆宾王的《咏

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在醉心阅读5年后，鹅社

创始人兼董事长毛恒谊觉得应该从书本中走到现实，

与追寻知识和思想的人有更多交流，并开展社会实

践。从最早做学社、读书会及文化教育公益，到现在

以书店和艺术馆作为平台实体、以企业业务经营为

发展体系，学社艺术、建筑概念、品牌整合三大经营

模块，目前，鹅社已经初步形成一个文化艺术创新平

台的雏形。“鹅豪情而勇猛，又可以是高贵而美丽的

天鹅，在许多的神话故事中出现。既要脚踏现实，也

要有翱翔天空的梦想，这个城市应该有更多这样的

‘鹅’。所以取名‘鹅社’，不仅仅要为城市呈现活力

性、公共性与实验性，更打造成为一个小小的港湾、广

场、舞台和剧场。”

无料既有免费的意思，也有无聊的意味。张潇表

示：“关于‘无料’的由来，是因为我们提倡免费，顾客在

店里，即使没有消费，也可以免费看书。此外，相对于

知识付费，我们开玩笑说自己是‘没有料’的一群人，

但事实上，我们渴求于让每一个独立而又丰满的灵魂

都有处可栖。”在无料书铺，张潇希望通过对空间的打

造，能够链接各种有趣的人、发现有创意的产品、推荐

值得阅读的书籍、营造舒适的休闲场所，不仅有书、有

酒、有茶、有人、有故事，还有好沙龙、好展览、好演出、

好课程。

Tips

当下，越来越多的书店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无论

是街尾巷角还是公园江边，这些书店多由 80 后、90

后创建，不同于传统书店，这些书店并没有特别明显

的“主副”业态之分，而更像是一种理念的落地——

书店的核心是图书，图书的核心是阅读，阅读的核心

是满足人们对文化知识的向往。对新理念的理解，

张潇的观点颇有代表性，他认为书店的“空间逻辑应

当转变为用户逻辑”，这并非创新，而是一种回溯。

“我们要回到书店这个行业的本质来看待书店未来

的发展，即提供阅读服务的本质，从内容出发考虑读者

的真正需求。”

没有传统书店包袱 赋予更多社交属性

在生活方式平台小红书上，未来书店、下午

茶、萌宠书店、周末去哪、洛阳打卡地、情侣约

会地，这些以前几乎与书店毫无瓜葛的词语，

如今却成为定义洛阳闻山君竹书店的标签之

一——“成为年轻人的社交场所”是当下越来

越多民营书店努力转型的方向。

强化社交属性，构建年轻人的交际平台。在变革

中，以80后、90后管理层为主的民营新品牌书店没有

传统包袱，而是无需转变、天然自带的新理念——将书

店打造成为年轻人的社交场所。初见书房品牌负责人

缪琪表示，当下读者到书店的诉求与过去相比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除了“能在书店阅读喜欢的图书，买文具、

周边产品，渴了可以喝咖啡茶饮，饿了能吃顿简餐”，书

店的社交属性也越来越强。“书店开展作家分享活动，

还定制了知识属性的剧本杀剧本，已成为消费者结交

新朋好友的社交场所”，缪琪补充道。

书店是一个文化场所，艺术与文化密不可分，书店

与艺术也相辅相成。因此，不少书店通过发力艺术文

化，打造了本地青年艺术家的交流平台，并通过开展系

列服务，构建属于年轻人的艺术交流中心。武汉鹅社书

店艺术馆不仅是“书店+美术馆+文创市集”的集合体，毛

恒谊还认为，鹅社是一个青年艺术家展现活力、实现交

流、展示创作以及艺术作品市场化实验的平台。“鹅社承

载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展览与销售、文创展示与市场实

验、原创创作与音乐展示、作品发布与各类活动交流，相

继推出了鹅社文创市集、城市艺术节、艺术家与孩子、城

市文化与青年视野、非遗文化等城市文化及公益活动，

打造了青年创业示范基地、青年设计艺术交流平台以及

校企合作项目等，并通过城市人本化与人文化研究，开

展建筑概念与品牌等经营业务。”

引入多种业态实现“书店+”，深度发力复合型经营

新模式。在图书经营外，引入多元经营实现复合型发

展，是当下实体书店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以80后、90

后为主的民营新品牌书店经营者，对引入咖啡饮品、课

程培训、场地租赁等可谓轻车熟路。在赵恒宇看来，想

要打造一个以文化沙龙、咖啡、电影、创意、生活、创业

为主题的开放性平台，在经营理念上，要更加“自由”和

“先锋”。“在实体书店，读者除基本的阅读、环境需求

外，还表现在对书店文化内核的挖掘和探索以及对品

质生活和精神层面的追求。”闻山君竹书店不仅开办了

读书会，还邀请西班牙语、书法、绘画等的培训机构到

门店开展兴趣课程，推出自习室及夜间自习卡，并联合

商家引入如美甲美睫、皮肤护理、手工课等项目。赵恒

宇表示：“以咖啡项目为例，随着咖啡文化的普及和白

领阶层需求的变化，针对咖啡这一业态书店进行了更

加纵向、深度的拓展。如推出价值499元的啡阅卡，包

含店内全年免费图书阅读及20杯咖啡。”

今年6月，河南北岛书屋第二家门店普罗旺世店开

业，除了图书与文创，该店还将销售有机果蔬食材的稻

草人市集与书店相结合，同时满足读者的文化消费和

物质消费需求。“这种转变，是基于书店与读者之间出

现的新变化。”北岛书屋主理人赵千源觉得，读者选择

书店的原因越来越多样，除了购买图书这一诉求，书店

员工带来的氛围、书店与读者之间的关系等都成为消

费者选择书店的原因。“书店逐渐转变为情感文化的寄

托处，置身其中可以结识到新朋友，提升自我、互相学

习。每家书店都有自己的态度，在选品上有独特之处，

北岛书屋的图书适合大众需求，在饮品尤其是咖啡业

态的经营上，更加彰显自身的的企业文化和态度，做到

超出以往。作为社区的配套书店，希望成为社区居民

精神文化交流分享的一个空间。”

向线上发展，产品与服务双料推动“+技术”。疫

情改变了人们的购书习惯，书店向线上转移已成趋

势。但单纯的将线上拓展为销售渠道，在实体书店打

造成为文化空间的当下，显然并不符合发展逻辑。因

此，除了销售向线上靠拢，优质的服务也要向线上靠

拢。如河南北岛书屋、云南墨点世界书局等，都借力

社群开展营销活动。“从单纯的买书到体验消费到文

化空间打造再到智慧化书店，实体书店的呈现形式

越来越多样化。”云南墨点世界书局分销总监吴从伟

介绍，书店在线上重点发力，重塑书店的线上商城，

并开展拼团、直播等活动，推动图书的线上销售。此

外，在活动方面，还通过构建的读者群，对活动进一

步细分。“一系列活动的引入让书店再次焕发生机。

尤其是经历过疫情洗礼，让越来越多的经营者反思

书店的发展与出路，确立和保持与读者的连接才是

实体书店的重要方向。”浙江无料书铺将重点放在了

门店的数字化改造上，在新书店规划中，打造如问答

式门店等，探索适应读者消费习惯的服务模型。张潇

坦言：“目前读者习惯了互联网的检索方式，其思考模

式和搜索模式也发生变化，因此需要通过数字化的方

式对实体场景的检索效率和服务体验进行提升。此

外，我们也在尝试在品类方面突破实体空间种类的限

制，并且探索多渠道价格趋同的方法，毕竟图书是标准

品，理应在不同渠道都享受相同价格。”

Tips

在互联网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线下消费的

要求越来越高，如何重新吸引年轻人走进书店这一“传

统场所”，线上营销显得非常重要，诸如微信号、抖音、小

红书、大众点评等年轻人的聚集地，成为了书店寸土必

争的地方。传统的文化分享并不能满足年轻人的需求，

因此诸如剧本杀、话剧、展览等纷纷被引入到书店。书

店的未来是怎样的？也许正如缪琪所认为的，是“技术

赋能、人情关怀、文化碰撞的线下新社交场所。”

张潇：站在经营者的视角看，当下实体书店的

发展进入一个徘徊期，一方面是以设计为主导的

模式陷入僵局，另一方面真正适合书店发展的模型

没有摸索出来。这与近15年来互联网快速发展背

景下，书店行业没有及时跟进转型有关，因此在零售

行业变革的时候，书店行业总跟在后面，没有从根本

上摸索出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式。自2020年疫情开

始后，直播电商的兴起已经在根本上改变消费者的消

费习惯——原本对于体验尚且有一定需求，而在习惯

了在线消费后，实体店体验与内容对消费者的吸引力

进一步弱化，消费者获取信息的方式更方便也更全

面，同时也有更多渠道寻找到符合自己个性和需求的

阅读产品。在此背景之下，书店的选品逻辑、推荐能

力也正面临挑战，能否在实体场景里提供易于检

索、用户可感知的服务，是目前面临的挑战。

毛恒谊：开书店其实就是堂吉诃德式理想化

的实验，它也许会让我更深沉地坠入这个世界

中。我认为，实体书店不存在所谓市场模式或者

资本模式的商业化认知和理解，其实就是尽可能

用自己理想化的样子努力实践，用思想者一样的辩

证逻辑和应变思维开展经营。书店不是拍照打卡

的地方、不是消费主义的景观、不是商业模式化的

资本、不是一个个所谓其实虚伪的理由。书店是真

实的、也是真诚的、它并不完美甚至有许多缺憾，但

它是努力而且笃定的；它其实就是一个真实的人，

它安静、简单、温暖、谦和，不浮华、不谄媚，它的艰

辛不易都会化作一种亲和的朴实，它会象一个人一

样——到来与离开……做好自己，用一种当下的

力量活在当下就好。

赵千源：书店是理想生活方式的研究所。一方

面，要根据读者的需求指定产品规划，真的让书店

成为大家一个可以发现和感受生活之美的所在；另

一方面书店的小场景、小氛围营造也极为重要，通

过氛围的打造，得到读者的认可，传播书店品牌。

吴从伟：读书学习如一日三餐，只有搭配丰富

的食材，才能为人提供丰富的营养。未来的书店

会越来越多元，越来越丰富，目的只有一个：从品

质出发，满足读者的实际需求。因此，墨点世界书

局将依托图书产品为核心，尝试搭建活动生态系

统，智慧书城系统和合作链接的平台。

赵恒宇：书店应该打造成为美学生活空间。在

发展中，要在潮流大局中把握机遇。闻山君竹书店

很多的业务在横向拓展，等到一定时候，就会开始深

入挖掘每个项目的潜力，往纵深开拓，提升专业度。

书店未来：从“千店一面”到“千店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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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见鹿”典出诗仙李白的诗句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寓意为

“极其幽静、宁和之所在，原是方外本

色”。作为一家以书店为载体的综合

文化公司，我们扮演着链接文化艺术

作品呈现给市场消费者的桥梁作用，

既是服务商，也是经营者，还是大咖

的经纪人。时见鹿书店打造的复合

型文化空间，并非简单的业态拼凑，

而是有内涵的自然延伸，将舒适、宽

容、富有意义的生活文化渗透到书店

的各个角落，让每一个空间业态的设

置和独特的陈设都是文化的体现、是

知识与品位的呈现。通过打造线上

线下立体零售模式，建立具有文化属

性的会员体系，用有质感的“文化新

零售”场景，营造出“城市当中的诗和

远方”。

现在的读者更加注重在书店内

的体验感和多样性，希望书店不仅仅

是销售图书的卖场，而且还是一个充

满着人文气息、节奏上不疾不徐、细

节上周到细致，能够带来格调、层次

和充满精神享受的空间，并且要年

轻，有朝气，跟得上潮流，能够让Z时

代年轻人所接受，除了补充知识，还

要有剧本杀、网红直播、手作工坊等

活动项目。因此，时见鹿书店重点

在空间打造、内容输出、业态融合等

方面发力，除图书外，还引入了文

创、禅茶、咖啡、甜点、膳食、主题民

宿、儿童空间、萌宠乐园、大咖书房

等业态。为了给读者更有品质的生

活，时见鹿书店打造了“鹿见学院”，

其中大师讲堂栏目定期举办各类丰

富的文化活动，如大咖分享、读者交流、昆曲戏

剧、相声评书、非遗手作等。通过举办多种文化活

动，与读者间产生更多新链接，创造一种新经营模

式。时见鹿书店还发力青少年教育，承办青少年

游学研学、才艺赛事、艺术展览展示等，丰富青少

年的文化生活，推进城市文化建设，成为书香社会

的文化载体。

产业融合是近年来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趋

势，以文化作为引流点，以旅游带动人流，以商业

促进消费，在旅游和购买活动中实现文化和商业

的价值，最终推动文化、旅游、商业的融合发展，

构建“文、商、旅”新模式。成为城市的会客厅，体

现时见鹿文化高地作用，打造 IP 创意新概念生

活方式。未来，时见鹿书店将会是承载读者阅读、

休闲、社交、延展等多方面需求为一体的复合型文

旅空间。

观
点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焦 翊

民营新品牌书店

判断一个行业发展的好坏，不仅要看到多少家店铺倒闭，也要看到有多少家门店新开，有多少年轻

人进入到该行业。值得欣喜的是，即便实体书店仍然未找到一种最合适发展的路径，但由于新力量的加

入，书店正在从“千店一面”，走向“千店千面”。新入局者以新的理念，创造了新的模式，这种新的模式，

既是书店的当下，也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书店未来的样子。

图
闻
片

新

宁波新华慈溪城南店开业

服务学生打造文化空间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 月 13 日，浙江宁波

市新华书店慈溪城南店开业。书店位于宁波慈溪

市旭升路537号，占地约1000平方米，共有2层，近

2万多种、5万余册的图书分布在书店首层的图书

文体区，涵盖人文社科书、文学名著、少儿读物以

及畅销书等类别。

书店的书架、展台以‘木’作为主基调，打

造了较强的空间感，力图让读者在清新淡雅的

环境里，拥有读书的好心情。为满足学生需

求 ，慈 溪 城 南 店 还 特 设 了 文 具 区 ，涵 盖 国 内

85%以上的文具品牌和品类。该店店长邢海伊

表示，作为一间比邻学校的书店，希望能给周

边市民尤其是附近就读的学生，提供一个集阅

读、休闲于一体的文化空间。“未来，在条件允

许的前提下，我们将免费举办如读书会、烘焙

体验等文化活动，期待读者参与。” （肖 颖）

《亲密关系的秘密》聚焦两性关系 提供解决方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日前，由北京新知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策划的《亲密关系的秘密》一书由湖南文艺出版

社出版。该书作者是心理学大师、“人与人心理学”创始人之一，曾为英国议会提供沟通和关系培训，并任欧洲众

多超大型公司顾问的杰夫·艾伦。

《亲密关系的秘密》是一本关于认知和改善两性关系的情感自助书，作者杰夫·艾伦在书中真诚地袒露了他与

妻子30多年婚姻之路上的情感陷阱，也展现了他们在知见心理学的帮助下共同跨越情感陷阱的全过程。在书

中，作者以向他们夫妻二人寻求心理咨询的客户和工作坊参与者的故事为案例，向更多的人传递经营长久舒适亲

密关系的密钥，也帮助更多的人在亲密关系中穿越人生的课题，活出更好的自己，过上更加幸福的人生。

全书共四章，分别以“爱情深处究竟藏着什么”“亲密关系四个阶段，一起走过才更幸福”等为主题，就“破解六

个致命的爱情迷思”“潜意识深处的图景，塑造了现在的你”“依赖与独立的拉锯”“幸福、快乐与成功来自好的关

系”等话题与读者进行了分享。拉康派分析师、精神分析行知学派成员戴军表示：《亲密关系的秘密》一书为“如何

看清亲密关系中的自己”和“如何看清关系中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阶段性问题”提供了目前为止最系统的解决方

案。“这本帮助我们处理亲密关系问题的工具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看见亲密关系中的自己，还提供了建构美好关

系的各种可能与技巧。” （肖颖）

《亲密关系的秘密》[英]杰夫·艾伦著 刘仁圣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11月版/49.80元

2018 年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成立

文化和旅游部。因此在我看来，如果说书店

以前是构建一个阅读空间，那么现在应该是

以书为媒的文旅体验空间。因为在文化旅游

行业深耕多年，所以能深刻理解文化为魂、旅

游为体的经营理念，让文化以场景化的生活

方式呈现，时见鹿书店就这样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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