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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农村乡镇开出越来越多书店，只有卖教辅和文具这一条路 他们做咖啡、奶茶，办复习班，跨界联名……

那些还在试着“活”下去的书店老板
■本报见习记者 朱凌君
过去的 5 年多时间里，卢志俊几乎没有看
过书， 虽然他在浙江横店经营着一家书店，每
天都在和书打交道。 卢志俊是忙得没空看书，
自从接手了家里的书店生意后，生存是头等大
事。书店是一种营生，而不是情怀。
其实，卢志俊有情怀，他是个“书二代”，从
小在书店长大，小时候最爱的，就是在自家书
店里找书看。
为了经营书店， 他经常跑到附近的甜品
店、奶茶店取经，打听它们的经营之道，还想通
过联名的形式拉动人气。去年，他提出自家书
店要转型，做“阅读+”。今年以来，卢志俊也做
了很多尝试， 疫情期间书店开通了配送服务，
为有需求的顾客配送图书及文具。中小学线上
开学后，他又在朋友圈卖起了学习机和相关的
电子产品。点开卢志俊的朋友圈，几乎都是自
家书店促销活动的广告， 还有各种带货信息，
从口罩、文具到电子产品，应有尽有。
不过，即使做了这么多准备，困境依然明
显。
进入 6 月， 卢志俊的书店几乎看不到顾
客。大多数时候，书店里只有他和妻子两人，相
顾无言。与之相对的，则是线上图书销售的火
爆场景。根据公开数据，今年“6·18 大促”活动
中，京东图书文教类成交额再创新高。当日，童
书和中小学教辅书成交额分别同比增长了
43%和 40%， 进口原版书同比增长了 57%，而
数字内容成交额则是去年同期的 15 倍。 当当
官方数据则显示：18 日当天 5 分钟图书销售
3861351 册，30 分钟售出图书 4796271 册，10
小时图书码洋同比增长 65%，其中童书同比增
长 89%。
实体书店受到电商冲击已经是老生常谈，
但对于像卢志俊这样的小书店老板们来说，这
可能是第一次直面挑战。 此前的很多年里，
他们偏居一隅，小心翼翼地经营着，依靠教
辅和配套文具就足以维持生计。如今，他们
却不得不走出舒适区，去转型，去尝试更多不
同的可能性。
于他们而言，书店是生意，也是生活。

眼的位置。 书架边划分出了可休息读书的区
域，书桌上摆放了绿色植物，天花板采用了部
分玻璃的设计，采光很好，也很适合拍照打卡。
天气好的时候， 阳光可以透过头顶的玻璃，在
书桌上映出有趣的影子。
书店原本人气不旺，楼凌枫听了在隔壁小
学教书的女朋友建议，把选书重点转移到教辅
和课外读物上来，书店经营才有起色。原先书
架上摆满了文艺类书籍，但销量很差，就都退
回去了。文艺范和网红装修可以是追求，但对
大部分个人经营的乡镇小书店来说，主营教辅
几乎是商业逻辑下的必然选择。
此前，大多乡镇书店还可以通过加强与当
地学校的合作， 拿到教辅书籍的批量订单，以
此抵御互联网的浪潮。但近年来，这样的“法
宝”也在逐渐失灵。
卢志俊的新想法是扩大零售， 在教辅之
外，也要做图书和儿童绘本之类的生意。在他
看来，扩大零售的基础是关注和引流。为此，他
做了不少“博眼球”的活动，从打折促销，到奶
茶联名，目的都是吸引更多的人来逛书店。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实
体书店转型，农村和乡镇开出了越来越多的书
店，个个号称“最美”。地方政府、资本方、书店
主、读者群等多方力量参与其中，打造“网红”
书店，已不仅仅是书店老板的个人诉求，也成
了迎合文旅市场潮流的选择。

书店的未来

▲楼凌枫的书店里，原先书架上摆满了
文艺类书籍，但销量很差，就都退回去了。
朱凌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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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但对于像卢志俊这样的小书店老板们来
说，这可能是第一次直面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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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折的转型
时间退回到去年底。
彼时，卢志俊正意气风发地畅想书店的未
来，完全没有意识到接下来的麻烦。去年底，卢
家在浙江横店开了 20 年的书店因为房租到
期，不得不整体搬迁。
新址是卢志俊定的，就在浙江横店著名景
区明清宫苑的正对面，两层楼，八间房，宽敞明
亮。书店里还增加了奶茶店、打印店和复习班，
要做“阅读+”。另外，卢志俊还策划了不少开业
活动来吸引年轻人， 提前很久就在网络上预
热，直言要把书店打造成当地的“网红”。在他
看来，办活动、多样化是城市书店发展的成功
经验。
不过，卢志俊的想法遭到了父亲卢金东的
强烈反对。做了大半辈子书店生意的卢金东想
不通，新书店开业为啥要弄一堆花花绿绿的海
报，还要抽奖送冰箱、洗衣机。在他看来，很多
活动都是讲噱头，不务正业。不过，在儿子的一
再坚持下，卢金东妥协了。
去年 12 月 29 日，新书店开业，十分红火。
活动效果也出乎预料，开业前三天，仅书籍营
业额每天都超过了 15000 元，而老店每天书籍
营业额不过 3000 元左右。
头炮打响，卢志俊踌躇满志。然而，很快，受
疫情影响，他的转型计划刚开始便面临夭折。书
店直到今年 2 月 19 日才恢复营业，但即使开业
了也人数寥寥。“每天只有几个人来店里， 店里
的 4 个员工离职了 3 个。”卢志俊感叹。3 月，新
学期教辅、课外读物和文具在店里堆得很高，卖
不动，老顾客也不来了，纷纷从网上买教辅。
卢志俊做了不少尝试。比如，书店开通了
配送服务， 为有需求的顾客配送图书及文具。
“部分道路和小区封闭，绕路很多。一趟下来，
订单的盈利也许还抵不上油钱”。遂作罢。

错失的机遇
卢志俊看来， 自家书店本是可以成为
网红的。
横店群演多、小演员多，书店也有鲜
明的地域特色。在书店里，广西师大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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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的《演员的自我修养》一直最畅销的，书的
定价 65 元，有些贵，但总是供不应求，这是
不少“横漂”心中的必读书目。
见的“横漂”多了，卢志俊的父亲卢金东
一眼就能看出来，“一般两三人同行，穿戴随
便，衣服搭配不按季节，羽绒服里裹着夏天
的服装，手里拿着奶茶。”不用问也知道，他
们来书店多半会问：有没有《演员的自我修
养》？此外，他们还会看看热门影视剧的同名
图书。
卢志俊希望强化这种横店特色，新书店
的选址特意选在了明清宫苑景区的对面，店
里影视类图书的专柜也比之前大了。 不过，
远远望去，书店在林立的特色小吃店中间并
不突出，反而显得有些突兀和落寞，不如隔
壁的麻辣烫有存在感。
卢志俊一直对父亲的守旧耿耿于怀，自
家书店早就有机遇。2013 年， 编剧于正在横
店举行新书签售， 场地就放在卢家的书店，
卢志俊参与了活动全程的策划和组织。两小
时的活动共签售图书上千册，可惜，之后没
有更深入的合作，书店也没有再举办过类似
的活动。
卢志俊和父亲在经营理念上一直有分
—和不少在大城市里学习和工作过的
歧——
年轻人一样，他想要“阅读+”，奶茶、咖啡是
肯定要的，业态一定要多元化。这个想法从
一开始就遭到了卢金东的反对。那时，卢金
东还是书店的掌权人， 听了后气得直拍桌
子：“书店不卖书还叫什么书店！” 在之后 5
年多的时间里，这样的场面反复发生。
甚至在卢志俊的新书店里，虽然装修风
格和业态都偏年轻化，但书店里摆了好几排
看上去年代久远的书柜，就是老卢坚持要求
留下的，与店内的装修风格迥异。
父亲总 会 怀 念 起 书 店 的 旧 时 光 。2014
年，卢志俊刚辞职回家“接班”书店生意，一
年光书籍的销售额就能破百万元，其中教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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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了七八成。一到开学季，卢金东提前准备好
的各类教辅书都会被抢购一空，一家人加上员
工一共 5 人，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如今，卢金东也不得不服，幸亏儿子招来
了咖啡和奶茶，在低迷期帮助书店负担了一些
成本。

“前浪”的忠告
卢志俊是后来者。他有想法，有拼劲，但在
很多行业“前浪”眼中，他有些操之过急。
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 经营了 16 年小书
店的老板朱菊英直言：“传统的乡村书店远还
没到发展的尽头。”
近年来，实体书店的经营起起伏伏，但在
朱菊英的店里，时间仿佛停滞了。这不仅体现
在店铺有些复古的装修上，也反映在书店稳定
良好的经营状况上。她的书店就开在镇中心小
学附近，学生是主要顾客，教辅资料的营收几
乎占到了图书营收的九成以上。书店的生意很
好，常有学生在放学后过来买书。
朱菊英的书店店面不大，门头和装修是乡
镇里很常见的风格，玻璃门上贴着一对“福”字
大红窗花。拉门进去，100 多平方米的店面被挤
得满满当当，练习册和小学教辅被摆在了进门
最醒目的地方， 边上还摆了 4 个木头板凳。店
里的大多数书架摆的是教辅资料，按年级划分
后整齐地陈列。靠墙的书柜，放的是青春文学
类的书籍， 书架与书柜之间留出的通道很窄，
只够一人通过。 店面的另一半被各式文具占
据，角落里设了专卖学习机的柜台。生意好的
时候，朱菊英在一天里卖出了 20 台学习机。
传统书店多是夫妻店，朱菊英的丈夫另有
工作，大部分时间是朱菊英在顾店。生意再忙，
她也不忘了“精致”，每天都要认真涂上口红、
化好妆才开门，笑容满面，热情又亲切。
这两年，图书电商的不断发展，让书店每
年的销售额下滑。但朱菊英觉得，网络购书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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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替代实体书店。“常有家长跟我讲，网上买
教辅不靠谱。”朱菊英有些得意，她告诉记者其
中的“门道”，不少教辅封面看着相似，适配的
教材却不同， 这种差别在网购时容易被忽略，
所以许多家长还是愿意来书店买。
不过也有让人担心的， 她明显感觉到，现
在来买书的学生在书店停留时间明显短了，往
往前脚学生刚进门看书， 后脚便有家长在门
口大声催促离开， 连带着店里的文具销量也
下降了。
在近年来的书店转型呼声里，朱菊英也动
念头。在德国留学的女儿陈焕，也给过母亲很
多建议，但被一一否决：“农村里谁会来书店喝
咖啡？”在朱菊英看来，还是多卖些“网红”爆款
文具和畅销书来得更实在。
和她想法类似的，还有在嘉兴桐乡濮院镇
开书店的麻鑫有。从去年开始，麻鑫有进了许
多抖音上比较火的同款文具销售， 销量不错。
他还在店里醒目位置贴上了二维码，扫码关注
微信号可以领取福利，还会定期通过微信发布
优惠信息。不过，夫妻俩不会用微信的公众号，
店铺的微信实际用的是麻鑫有妻子的个人微
信。

“网红”的不易
现在，卢金东已经完全不过问卢志俊书店
的生意，乐得清闲。
卢金东认同儿子“书店不只是书店”“要做
附加值”等看法，但他也会提醒：“步子不能一
下子迈得太大。”在他看来，书店的基础还在于
书本身。虽然，他口中的书，几乎等同于教辅。
这样的想法不无道理，在金华东阳开书店的楼
凌枫的经历就是参考。
楼凌枫的书店开在东阳的白云镇，书店离
小学很近。书店装修很文艺范，整体风格年轻
化，一楼主营文创产品，传统书店的部分被转
移到了地下室，畅销书、教辅都被摆放在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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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受“6·18 大促”的启发，卢志俊想多做线上
的内容，但受限于资金和技术，尝试有限。
有人先尝鲜了。最近，台州开出了浙江首
家 5G 乡村书店“水心草堂”。这家 500 平方米
的乡村书店，是当地为纪念南宋思想家、文学
家、政论家叶适所建，书店依托 5G 技术，设置
了人脸识别、自助购书、高清无延时直播等服
务，还有“5G+远程全息互动”“5G+VR 沉浸式
阅读”等功能
嘉兴新近开业的一家乡村书店，主打“生
活家”的概念，以新零售、新区域，新思维追求 3
公里生活圈效应， 不但售卖书籍和文创产品，
还将亲子游乐、沙龙课堂等融入其中，尝试打
通线上线下渠道融合、充分挖掘客户个性体验
式消费。
往线上求创新求生存之外，书店跨界“合
体”是个好办法。
在衢州开化，书店与图书馆相结合，以此
向文化空间转型。当地的“南孔书屋”是浙江省
首家开在实体书店里的图书馆，也是浙江省公
共图书馆开展“到书店借书”后的又一探索。书
店面积约 300 平方米，可供借阅的图书数量超
过 2 万册，配备自助借阅设备、投影仪、音响等
设施， 以及大空间的阅读讲座区和休闲消费
区。 书店每年要举办 200 多场读书分享会，不
少读者会选择在参加分享会后，借阅推荐的图
书回家阅读。
杭州萧山的信息港小镇， 是一个科技园
区，汪波波的书店成了第一批商业配套。场地
和基础装修由当地政府出资，运营则由萧山新
华书店负责，汪波波是第三方，以加盟的形式
参与书店的实际运营。 汪波波采用 “书店+奶
茶”的经营模式，以前园区里商业配套不多，书
店一度成了小镇内的下午茶聚集地，一些互联
网大佬来考察小镇时，还会到此一游。萧山新
华书店副总经理方甫良对此颇为得意：“基本
是拎包入住，书店里的咖啡机都由政府采购好
了”。方甫良告诉记者，此举意在最大限度地给
书店老板减少生存压力。
不过虽然头顶“网红”的头衔，汪波波书店
的实际销售效果却相对有限。不仅如此，书店
出名以后，成了周边居民的“带娃胜地”。儿童
的哭闹声影响书店的阅读氛围， 偶有淘气的
“熊孩子”让人头疼。汪波波为此专门开辟了
孩子的阅读区域，并设置了相关提醒，但收效
甚微。
要动脑筋的地方还有很多， 依靠年轻人，
依托互联网，传统书店总有创新的活路。卢志
俊靠着在朋友圈卖学习机和电子产品，近期让
书店开始扭亏为盈。夏天来了，横店明清宫苑
景区门前广场十分热闹，夜市也红火。卢志俊
做起了亲子活动的策划， 希望借夜市的人气，
拉动自家书店的夜游和夜购，蹭一把热点。
不过他明白，书店不能总靠“蹭”。

商品房预售许可范围变更公示
我 司 开 发 的 位 于 白 玉 路 616、620、622、
626、630、632 号，638 弄 1、2 号《上海市商品房
预售许可证》商品房项目，于 2016 年 9 月 22
日已领取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证号为：普陀房
管（2016） 预 字 000422 号 ）， 白 玉 路 616、620、
622、626、630、632 号、638 弄 1、2 号的房屋尚
未预订、预售及以任何其他方式销售，拟申请
变更该预售许可范围， 现按规定予以公示，公
示期为 15 天，自 2020 年 6 月 16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利害关系人有异议的，可在公示
期届满前向原发证机关（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
屋管理局）提出。
公示人：上海绿地新龙基置业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