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逛逛日本的那些“下一代书店”

看看硬挤进书
店圈的 Village Van‐

guard 如何不务正业

列举日本的几家大规模连锁

书店———文教堂、三省堂、茑屋书

店、纪伊国屋书店……这家叫 Vil‐

lage Vanguard（以下简称“VV”）的，

从名字上就显得有些特立独行。

第一家 VV开在名古屋郊区的

一处铁皮造的农业仓库里， 老板菊

地敬一喜欢爵士乐， 便借用了美国

一家爵士酒吧的名字。 自诩书店的

VV自开业起就 “不务正业”———不

仅卖书，商品还涵盖零食、杂货、小

型电器、音乐 CD等等。

最初的 VV， 像主人拿自家闲

置的后院仓库改造的秘密基地，摆

自己感兴趣的书，放自己喜欢的音

乐，备着爱吃的零食，甚至还有一

张台球桌。 书和杂货也不刻意分

开，经年累月，东西越堆越多———

过道变得狭窄， 海报贴上了天花

板，甚至牵起绳子，把头顶的空间

也利用起来。

后来发展起来的 350 多家连

锁店也延续了这种看起来有些杂

乱的“仓库式”陈列。 只是，这些“仓

库” 已经由菊地敬一的个人兴趣，

逐渐延伸成了各个店铺的店员的

兴趣集合，每家店铺都由店员最大

程度地参与选品和陈列。这样的运

营方式让每家店都个性十足，比如

VV粉丝们就发现———下北泽店有

个绘画高手，新宿店原创的杂货特

别多，而涩谷店的店员里一定藏了

个漫威迷。

“排得太整齐， 会让人无法触

及。 ”VV东京下北泽店次长长谷川

朗更愿意让店里看起来“乱一点”。

当然不仅如此。书和杂货混着

卖，看似毫无章法的陈列方式其实

是深思熟虑过的联想游戏。简单一

点的， 摄影集附近或许摆着拍立

得， 小说附近摆着作者爱吃的饼

干。除了简单的关联摆放，VV还会

在店铺中央设置一个个主题货架。

比如一个减肥主题的货架里，

店员预想你可能需要一些减肥成

功后的美好形象来刺激一下减肥

欲望，这里就会摆上一本以苗条女

性为主角的写真集。据说蓝色是最

让人没有食欲的颜色，这里就会摆

上蓝色的盘子或是蓝色的果酱。当

然要减肥的你还需要多运动，这里

就能找到一本登山指南，甚至还为

你配好了必要的登山包。每一个主

题货架的个体商品，甚至相邻的货

架之间都存在些微妙的联系。

VV 的货架摆得像是迷宫，让

你一眼看不到尽头。 “客人们会有

被拽进来的感觉。这能让他们产生

兴奋感。 而且看不到前方路线，会

让他们在店内逗留更多时间。 ”长

谷川朗说，客人们平均在店时间大

约有二三十分钟。

在 VV， 玩一个什么主题的联

想，这个联想要怎么玩，大多取决

于店员们的脑洞，VV 的店铺中几

乎很难找到相同的主题或是完全

一样的摆放方式。东京涩谷店里最

近设了一个“大便”主题，你不仅能

找到“大便”形状的水杯和玩偶、便

器形状的食器、老派的塑料厕所专

用拖鞋，甚至还能找到几本适合消

磨厕所时间的填词游戏。

当然，它也会遵循零售店的基

本定理。 像在东京下北泽店，通向

正门的主通道就是店铺的“黄金销

售区”， 两侧摆满了不同主题的各

种“堆头”，一些带有店铺特色、能

够与更多收入潜力关联的主题区

域也会获得更好的位置。下北泽是

年轻人聚集的文化胜地，也是喜欢

演剧人群的著名亚文化据点，VV

下北泽店就以此为核心，找到很多

与书籍主题相关的艺人来合作活

动，既聚拢人气，也促进书籍销量。

VV并不刻意回避出售主流商

品，2017 年 12 月卖得最好的 CD

是广末凉子的新专辑，村上春树、新

海诚的作品仍摆在显眼的位置。 但

VV在书籍和 CD的选择上更偏爱

那些小众主题，以区别于其他书店。

长谷川朗归纳了他的选品原

则———“少见”，换句话说，要一眼

望去有冲击力，与其他店形成差异

化。即便是在书店必备的旅行书籍

专区，你一定找不到列好观光景点

或是画满地图的旅游工具书，却能

找到诸如《1日往返的喝酒之旅》《3

年在谷歌地图上插满 100 个图钉

的扎地球指南》等书。

“VV 花更多精力在开发原创

商品和发掘小众的趋势上。 ”VV商

品企划部长加藤祐贵说。

目前，VV 已经成为独立创作

者的重要发展平台。总部和各个人

气店铺几乎每天都能收到独立创

作者的投稿，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在

VV上架出售。 它们包括一些创意

手工、自费出版的漫画或写真集甚

至音乐专辑。店长们和总部的商品

部门需要在大量投稿中掘金，并商

谈合作事宜。 VV三年前开始举办

杂货创意大赛。 目前，这些原创商

品在网络中的销售额以每季度三

位数的速度增长，成为 VV最吸引

人的商品类别。

VV 店员不常在店里走动，也

很少上前主动与顾客沟通。但当你

目光扫过那些贴满店铺各处的大

大小小荧光黄卡片，就发现他们在

与你对话。 书架旁的地板上贴着

“站在这里拿起一本书看， 会让你

看起来很聪明”， 游戏主题货架上

写着“游戏每天只能玩一小时哦”。

两层的店铺，刚要走出门去，就看

到门口的小卡片，似乎还带着点撒

娇的语气说“不去楼下看看吗？ 真

的不去吗？ ”

这种小卡片叫作 “POP”，是

“point of purchase advertising”的缩

写。 因为灵活性高，常常作为店员

与消费者语言沟通的补充，被广泛

运用在追求个性的零售商店。长谷

川朗就是写 POP 卡片的好手，如

今，他也要求店员在各自领域写出

吸引顾客的卡片。

“书店”VV要靠更多元的商品

来提振业绩，但书仍将在 VV保有一

席之地。 多年前，书店销售书籍；如

今，它们销售的是“体验”与“话题”。

“把东西放着就能卖出去的时

代已经结束了。 未来是 idea 的时

代。 ”长谷川朗说。

“每次只卖一本
书 ”的森冈书店如何

诞生

2018年 3月的一个星期，森冈

督行在他的书店出售中国台湾设计

师 Olivia Pan设计的一本黑色笔记

本，也是一本广泛意义上的“书”。那

段时间， 森冈书店同时也展出了意

大利佛罗伦萨艺术空间创意总监

Martino di Napoli Rampolla、中国台

湾艺术家蓝仲轩及台湾摄影师Matt

Liao在这本笔记本上的创作， 左右

两边墙面上错落地挂着几位艺术家

的摄影作品。 购买这本书的读者可

以得到一本包装精致的空白笔记

本。 展览期间， 森冈督行与 Ram‐

polla还有一场小型对谈讲座，并为

到场的人提供意大利巧克力和

Rampolla 家族酿造的红酒———这

算是森冈书店普通的一周。

经过媒体们的喧嚣报道，如今

的森冈书店已经有了些人气店铺

的感觉。店铺所处位置并不算热闹

街道，但还是不时有人拿着地址寻

访到那里。

森冈督行自己做了店铺的室

内设计，墙壁天花板都刷成一水儿

的乳白色，墙上留着钉挂过的坑洼

痕迹，天花板上露出的钢筋管线也

不刻意遮盖。 一间 16平方米长方

形小屋、一张木质老柜台、一部电

话、 一盏小黄灯———没有展览时，

森冈书店从玻璃窗外就一览无余。

这间书店准备了不同大小的

桌子或可拆卸的壁挂木框来满足

不同展品的需要，作者也可以自由

参与规划和陈列。就在我们拜访后

的一周，森冈书店要配合一本《多肉

植物图鉴》， 变身为一间多肉植物

店。依据书的内容，森冈书店还会成

为限时一周的蛋糕店、 杂货店或服

装店……通过这样的方式，将二次

元的书立体化， 让读者更直观地感

受这本书的世界， 这也是森冈书店

“一次只卖一本书”的核心概念。

将“只卖一本书的书店”这样

有些理想主义的点子商业化，也少

不了愿意冒险的生意人助推 。

2014 年 9 月 ， 日本设计公司

Takram 邀请企划运营投资公司

Smiles 的老板远山正道做了一场

关于“新商业”的演讲。 在这个主

题下， 数名参加者有机会展示自

己的商业设想。 森冈督行在那次

活动上获得了远山正道的青睐。

大半年后，主打“一册一室”概念

的森冈书店就在银座一处僻静小

道里点亮了灯。

Takram公司参与设计了店铺

logo。在森冈督行看来，“铃木大楼”

这个坐标是森冈书店 DNA的重要

组成部分———设计了 1964年东京

奥运会图标的设计师龟仓雄、摄影

师土门拳，这些战后日本出版界的

大咖们都曾在这里工作，这栋楼也

可以说是日本战后出版界的起点。

这套logo 设计和森冈书店品牌先

后获得 2016 年红点设计奖、IF 设

计奖和日本优良设计奖，一时这间

16平方米的小书店声名鹊起。

媒体采访和观光客蜂拥而来，

开业接近三年，森冈督行依旧每周

都要应付采访。 然而，与媒体的高

度关注形成反差的是，观光客常常

不会逗留太久，甚至因为语言障碍

也不会积极购买。 除了小型活动

时，店里会站上十几人，大多数时

间，店里往往略显冷清。 森冈督行

也直言，除掉自己的工资，森冈书

店也只能说是勉强实现了收支平

衡，卖得最好的书还是那些更有知

名度的作家的作品。

随着森冈书店的成名，森冈督

行的审美水准被更多人认可，相比

一家书店店主，他更像一个文化名

人。 除了大量的策展、讲座邀约，你

甚至能看到他为 COACH 的新款

男士背包做广告，还有服装品牌老

板找上门来，合作设计一款白色 T

恤,也曾受无印良品邀请，去上海为

新开业的店铺选书。越来越忙的森

冈督行依旧尽量保证每周能有两

天在店里。两名助手会辅佐看店或

处理一些基础事务，书的选择和展

出方式依旧由森冈督行一人操持。

2018年年初， 森冈书店的每周展

出计划都已经排到了年末。

在书的选择上，小说、绘本、摄

影集……书店展出的书范围很广

泛，没有什么量化的标准，主要还

是凭森冈督行的个人感觉，也不会

特意考虑市场喜好什么的。 “现在

很多创作者认可我们的出售方式，

主动联系我们， 希望借用这个平

台。 相对于选择书，我们越来越多

成为被选择的那一方，现在差不多

两种情况各占一半。 ”

“每周只卖一本书”的森冈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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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边的书店正在发生变化。

咖啡空间纷纷开进了书店；书店更喜

欢办活动了，甚至服装杂货等零售店

也将店铺内一定区域让给了书。 看起

来好像实体书店在复苏？ 但也有太多

书店关门的消息。 实体书店最重要的

价值是什么？ 独立书店如何维持自

己的文化标签？ 在这个网络书店迅

速发展的时代，如何才能吸引读者们

不断到访？ 《下一代书店》探访了世界

各国各类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书店，分

析了现代书店的特质，试图为书店业

的未来走向提供参考。

《下一代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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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大党章精神

为指导，围绕新时代领导干部的政治修养和

执政能力，从六个方面阐述了新时代领导干

部应该具有的修为。 本书分为六章，分别从

初心使命、道德修养、工作能力、执政本领、

思维能力、个人定力方面阐述以上问题。

日本 VV 书店内的布置，

更像杂货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