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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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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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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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歧———和不少在大城市里学习和工作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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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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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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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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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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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荨进入 6月，卢志俊的书店几乎看不到
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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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对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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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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园林(2)
20:51 短纪录片
21:00 第三极(2)
22:55 制造的原理(31)

东方影视频道
13:18 连续剧:燕阳春(11-17)
18:58 47集连续剧:海之谣(1-4)
21:57 连续剧: 我爱北京天安

门(52、53)
23:55 连续剧:冰锋(49、50)

五星体育
12:05 2019-2020 西甲世界
13:45 五星足球特别版
14:15 我们的欧锦赛， 我们的

故事
15:20 直播:2019-2020CBA 联

赛复赛第 1阶段(上海-
辽宁)

17:30 五星足球特别版
18:00 弈棋耍大牌
19:30 我们的欧锦赛
20:30 延时直播:2019-2020CBA

联赛复赛第 1阶段 (上
海-辽宁)

21:50 科比与中国
0:00 2019-2020西甲赛事集锦
0:25 21 世纪 21 经典-2009

温网男单决赛(费德勒-

罗迪克)

2:50 2019 世界一级方程式
锦标赛阿塞拜疆站大奖赛
央视一套

13:13 电视剧:塞上风云记(11-

14)
20:06 特约剧场
22:38 航拍中国第 3季: 一同

飞越
23:31 电视剧:芝麻胡同(31、 32)

央视三套
12:01 向幸福出发
14:30 综艺喜乐汇
19:30 越战越勇
22:00 艺术人生 我的艺术清

单
央视五套

10:50 直播:2019-2020中国男
子篮球职业联赛复赛第
1 阶段常规赛 (八一南
昌-青岛国信双星)

13:03 奥运经典-里约奥运会
游泳多项决赛 (菲尔普
斯、莱德基等)

14:50 足球之夜-欧洲杯回顾
特别节目:意大利记忆

15:20 直播:2019-2020中国男
子篮球职业联赛复赛第
1 阶段常规赛 (上海久
事-辽宁本钢)

17:30 2020体坛风云会-中国
女排

18:35 足球之夜-欧洲杯回顾
特别节目-西班牙记忆

19:00 足球之夜-欧洲杯回顾
特别节目-法国记忆

19:30 直播:2019-2020中国男
子篮球职业联赛复赛第
1阶段常规赛(新疆伊力
特-北京首钢)

22:15 2020一场比赛-2016欧
洲杯小组赛第 3 轮 (克
罗地亚-西班牙)

23:45 曾经超越 再战征途-

2018 世界体操锦标赛
男子团体决赛

1:15 2019-2020 斯诺克英国
锦标赛决赛

3:05直播:2019-2020 英格兰
足球超级联赛第 31 轮
(利物浦-水晶宫)

央视六套
12:07 故事片:旭日驱魔

13:52 译制片:荧光幕后(美国)
16:03 故事片: 小警风云之寻

车记
18:15 故事片:大鱼海棠
20:15 故事片:画壁
22:39 故事片:天下第一剑( 中

国香港)

0:38故事片:大海道之魅影狂
沙
央视十一套

12:42 影视剧场: 湄公河大案
(33、34)

14:21 豫剧:头雁归来
16:24 影视剧场:老有所依(41)

17:15 影视剧场: 情满四合院
(1)

19:30 京剧:宝莲灯
22:02 影视剧场 : 诚忠堂(39、

40)

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
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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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