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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回归阅读初心，安放好书店的灵魂
在实体书店业态整体回暖的当下，除了靠“拼颜值”“混合业态”吸引顾客之外，经营者当思考———

用“扩张速度惊人”来形容近年实体

书店创办热潮，并不夸张。 越来越多“最

美”“高颜值”“豪华” 实体书店在全国涌

现， 其中有书店甚至成了网红景点和打

卡地标。 只是，书店品牌的深入人心，仅

靠 “自拍美、 咖啡香” 是远远不够的。

《2018-2019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把

这种现象称为“只走进了消费者的行程，

却未走进读者的精神生活”。

该报告显示， 过去一年各地新华书

店集团、大型连锁书店、新兴书店大部分

加入了开店热潮； 图书销售网点同比增

长达4.3%，部分知名连锁书店品牌一年

新增店铺多达100家以上；多座城市宣布

了年度新增数百家乃至上千家的书店扶

植计划等。在一轮轮书店升温热潮中，书

店经营困难的坚冰完全打破了吗？

记者在走访多家新开书店时， 有店

员直言：“来打卡拍照、 喝咖啡的消费者

很多，真正来买书的比例并不高”。难怪，

一些以设计装潢“颜值”胜出的书店，也

引发了业内对其“偏离主业”“本末倒置”

的忧虑———仅靠“拼颜值”“混合业态”吸

引的顾客回流， 尚不能完全断言实体书

店已真正走进大众阅读日常， 是时候谈

谈该如何回归阅读初心， 安放好书店的

灵魂了。

只为“打卡”本末倒置？

网红效应是把双刃剑

有网友吐槽：“有的网红书店里人多

到爆，堪比苹果发新机，奶茶出爆款，扫

码领鸡蛋， 门口甚至拉起警戒线限流

进入。看书的人寥寥无几，更多的是去

喝咖啡、买文创、闲逛、谈恋爱以及找

角度自拍……”不过，也有网友“鸣不

平”：读书本来就是一件很“美”的事，

并不一定得寒窗苦读、正襟危坐。

在上海钟书阁创始人金浩看来，

“网红效应”对于书店是把双刃剑———

若不够红， 书店客流与业绩会受到影

响；但若是过于网红，又往往被火爆所

累，造成客流过剩，有丧失专业性的风

险。“卖咖啡的话，一天流水有2000元；

至于卖书，一天也就是200元，两者基

本是一比十的关系。”另一位实体书店

经营者道出尴尬现状。不难发现，如今

大多新开的书店都讲究空间美学，追

求店面的“高颜值”，卖咖啡、卖文创、

办读书活动，多管齐下，这对经营来说

无可厚非。但有出版界人士提醒，如果

读者走进书店只为了拍照或喝咖啡，

那么书店存在的意义何在？ 若这些炫

目元素仅简单堆砌在一起， 或复制了

一个“最美”模式的空壳，那书店就沦

为“背景板”，所谓人文情怀也不过是

空话了。

“在一些投资人看来，开实体书店

等于开免税的咖啡店、饭馆，且书店规

模越大、 装修越漂亮， 减免房租就越

多，得到的补贴也越多。 这就是说，只

要把故事讲好，就可能挣到大钱，如此

好事，资本当然不会放过。 ”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书店经营者说， 这是引发

实体书店热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未必

能契合普通读者诉求， 不少读者更需

要深入社区的中小书店， 而非大卖场

的豪华摆设。

百道网CEO、 出版人程三国也曾谈

到， 网络书店的冲击让实体书店不得不

努力探寻吸引消费者重回书店的可能

性。 但是，过分注重书店的环境装修、配

套设施，而忽视了培育内容塑造“灵魂”，

对书店的长期发展无疑是不利的。

从“拼颜值”到“有灵魂”，

书店还缺了什么“配方”？

如何引导顾客在“打卡”之余，更多

地感受阅读的魅力， 培养起深读兴趣与

习惯，对书店蜕变成“城市书房”提出了

更大挑战。

好的书店必定有独特的阅读主张，

“我们宁愿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书目，也

不愿意迷信网上的畅销书单来选书。”在

PageOne书店负责人陈鹏看来，为值得反

复阅读的好书留有一席之地， 也是它能

否活得滋润的资本。“如果大家拍拍照就

走了，书店也要负一定责任，说明店内书

籍和设置可能并没有很好引导读者多逛

一会儿。 ”

换句话说， 如果书店方不能成功地

让潜在顾客选择阅读到有价值的书，这

就是书店从业者的失职。人们期待，更多

书店推介的不再是同质化、 千篇一律的

畅销书，而是经过筛选的、有策划意识的

人文书单。“不少顾客并不清楚自己需要

阅读什么， 这对于实体书店来说恰巧是

个机会，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扮演专业荐

读人的角色。”法国书店协会主席莫查林

介绍， 法国有专门的协会和团队为全国

每家特色书店打星，就像品红酒一样，从

图书、空间、顾客体验等多重维度作出细

致评级，倒逼书店积极洞察市场需求。

业内有个共识： 书店通过设计装修

的“第一眼”吸引读者，第二眼需考虑能

否通过“内涵”留住读者，将大量客流转

化成实际销售， 将普通顾客升级为忠实

粉丝。一些国内传统书店逆流而上，借助

互联网和前沿人工智能技术拓宽了经营

渠道，重焕生机；还有一批书店强调特色

化、差异化，凸显“人格特质”。比如，预计

今年开业的上海思南诗歌书店， 将以经

营中外诗集、诗论、诗人传记等图书和诗

歌杂志为主， 以诗歌诵读为特色的常态

化读书会单元也将同步问世。 音乐书店

有望2020年落地上海， 与诗歌书店和正

在酝酿中的电影戏剧书店、 学术性二手

书店等项目，合力构筑“术业有专攻”的

小而美城市艺文空间。

当读者黏性大大增强， 实体书店便

能激活当地文艺版图， 成为促进培育文

化空间不可或缺的力量。 实体书店必须

证明顾客有理由到店里来， 让逛店体验

比线上购书更有愉悦感和附加值。 青年

批评家李壮用了一个比喻———我们步入

书店空间， 像戴上了精神生活的VR头

盔， 暂时自绝于由冰冷数据所充斥着的

日常逻辑， 在消费时代高度抽象的符号

统治间隙里，这种体验显得多么奢侈。

从美感转向品牌，从吸引进阶到黏性，

显然，实体书店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塞林格：走向独白写作的守望者
今年正值塞林格百年诞辰， 对他的

阅读和讨论终将延伸到“麦田”之外。

从1953年到1959年的六年里， 塞林

格以每两年一部小说的速度， 在 《纽约

客》杂志上依次发表了《弗兰妮》《抬高房

梁，木匠们》《祖伊》和《西摩：小传》。然后

一直要到1965年， 他发表了反响一般的

《哈普沃兹16，1924》，这是他最后一次在

《纽约客》杂志露面，也是其最后公开发

表的小说。1965年以后，塞林格彻底离开

了公众视线，但他的写作没有停止，直到

他以91岁高龄去世。 据塞林格的儿子马

特·塞林格回忆，父亲每天写作5小时，坚

持了近70年， 但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

里，他的写作处在“不发表”的状态。儿子

在过去的十年里全副精力投入整理父亲

的遗稿，他希望未来这些“素材”会给读

者惊喜。

其实，这些“素材”即便不构成惊喜，

也足够值得期待。 它们的存在以及未来

可预期的出版， 能让人们看清塞林格的

写作进入了一片什么样的密林，到那时，

讨论度不够高的《西摩：小传》和一度被

轻视的《哈普沃兹16，1924》也许会迸发

出价值光芒———一位青春的守望者，在

坚决地戒除了现实世界以后， 走向独白

式的写作。

“用兢兢业业的态度调度
所有的技巧”， 确立美国当代
文学的行业标杆

1961年，《弗兰妮》和《祖伊》合并成

一部小长篇出版；1963年，《抬高房梁，木

匠们》和《西摩：小传》结成一部小集子。

然而从阅读体验出发，按照《纽约客》的

发表顺序来读，会更理想。

篇名里的人物弗兰妮、祖伊、西摩，

以及《抬高房梁，木匠们》的主角巴蒂，都

是“格拉斯家的孩子们”。 大哥西摩最早

出现在塞林格笔下，那是在《九故事》的

第一篇《捉香蕉鱼的好日子》，他是一个

苍白的年轻人， 在佛罗里达的海滩边自

杀。 塞林格在和《纽约客》杂志深度合作

的20年里， 一直在写格拉斯家的年轻人

们 ， 他最后公开发表的 《哈普沃兹

16，1924》里，西摩正面出现了，整篇小说

是他给弟弟巴蒂的一封长信。

在塞林格后期的这些小说里，《弗兰

妮》《抬高房梁》和《祖伊》仍是“常规”的

小说。 作家把绝对的热情投入对小说艺

术的追求，“用兢兢业业的态度调度所有

的技巧”，《弗兰妮》和《抬高房梁》这两个

短篇，确立了美国当代文学的行业标杆，

定义着短篇小说写作的至高海拔。

《弗兰妮》的篇幅很短，核心场景只

有一个， 格拉斯家的小女儿弗兰妮在周

末去见男朋友赖恩， 正陷在内心困惑中

的弗兰妮和自命不凡的赖恩话不投机，

两人吃了一顿潦草的中饭， 最终弗兰妮

的猝然晕厥结束了这次糟糕的约会。 塞

林格的作品里， 感性层面特别动人的是

他对“年轻”和“年轻人”的直觉，这在《麦

田里的守望者》已经表现得很明显，到了

《弗兰妮》，他把“青春的无意识”用极致

的写作艺术呈现出来。 一对不怎么情投

意合的恋人之间短暂的相处———揣测、

躲闪、逃避、蔑视，甚至无聊，这些微小的

莫名的暗流， 被塞林格写出了悬疑片的

紧张。 “我习惯于接受别人的价值观，我

喜欢掌声，喜欢看到别人为我疯狂。我感

到羞耻。我厌倦了。我厌倦于自己没有勇

气做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弗兰妮对赖

恩的这段对白，很容易被当作格言摘抄，

但《弗兰妮》的好处，不在于格言式的金

句， 它弥漫着一股湿漉漉的让人惆怅又

焦心的氛围， 就像弗兰妮因为紧张而湿

漉漉的额头，这也许可以形容为，年轻的

情状。

《抬高房梁》 是塞林格式幽默的大

爆发， 带着雅俗共赏的好看。 小说的主

角巴蒂是格拉斯家的二哥， 他承前启后

地串联了家族叙事。 时间从 《弗兰妮》

的1955年朝前拨到1942年， 正在参军的

巴蒂好不容易请到假期去纽约参加大哥

西摩的婚礼， 然而新郎没有出现在婚礼

现场， 混乱中， 巴蒂意外上了一辆载满

新娘家至亲的车， 这群人被一场军乐队

游行拦在半路上， 在酷热的午后， 他们

无法前进， 也找不到一个能打电话的地

方， 一筹莫展中， 巴蒂只能把这些 “不

速之客” 带回他和西摩的小公寓里……

塞林格把一段婚礼事故写得热腾活络，

六月的热浪里， 脂粉和香烟裹着汗味，

哭笑不得的意外一桩接着一桩， 巴蒂一

脚踏进人间的烟火气， 迎接他的是无休

无止聒噪又荒诞的剧情。 “事故” 的结

尾是新郎带了新娘私奔 ， 众人作鸟兽

散， 仿佛皆大欢喜。 巴蒂独自在漆黑一

片的客厅里醒来， 回想起自己刚才意外

读到的西摩的日记， 滑稽戏转入正剧苦

涩的频道———害怕被世俗的 “幸福” 绊

住的西摩成功逃离了么？

不想成为“写得很好看”的
作家，回望“麦田”的精神脉络

小长篇 《祖伊》 和塞林格的成名作

《麦田里的守望者》构成奇异的互文。《祖

伊》的故事情节发生在《弗兰妮》之后两

天， 开始于格拉斯家的小儿子祖伊和母

亲针锋相对的争议， 结束于弗兰妮走出

精神困境。《祖伊》的精神脉络和《麦田里

的守望者》 是相似的， 或者可以说，《祖

伊》 是生理上已经不那么年轻的塞林格

对“麦田”的一次回望。 在他写“霍尔顿”

时， 是以年轻的视角写一个年轻人的困

境，他意识到世界有问题，但他的反叛有

着温柔的底色， 没有放弃将心比心的善

良。 《祖伊》相对于“麦田”，曾经“一往无

前的年轻”被年近不惑的塞林格写出“天

凉好个秋”的况味。 在和母亲的对话里，祖

伊散发愤世嫉俗的锋芒， 而面对妹妹弗兰

妮，他的“尖刻”既有对成人世界的冷嘲热

讽，也是自省的，对年轻的局限有清醒的洞

察。 祖伊越是表现得清醒、矛盾和痛苦，塞

林格就越是难掩他的温柔：他赞美年轻人，

哪怕他们傲慢、挑剔、伤人而不自知，他赞

美年轻人，因为他们努力地保存自我。霍尔

顿选择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愿在悬崖

边捉住每一个跑向悬崖的孩子。 祖伊则在

电话里对弗兰妮说：“我们应该为全人类去

演戏。”———这简直是塞林格笔下最柔情的

瞬间。

写到《祖伊》，塞林格无疑已经是能把

小说写得“很好看”的那类作家，但是他拒

绝了。 《西摩：小传》的叙事者是巴蒂，他在

回忆大哥吉光片羽的往事时， 展开了一段

面向自己内心的沉思录。《西摩》的开篇，塞

林格引了一段卡夫卡的话：“我的创作力变

幻不定，无法直击真实人物的要害，反而在

我的一往情深中迷失了自己。 ”在正文里，

身份是作家的巴蒂又不时调侃了文学编辑

和评论家， 这让它看起来是一部探讨 “创

作”的“元小说”。 但如果把《西摩》和《哈普

沃兹16，1924》结合着一起读，就能明白作

家的意图不在于文体的实验，他的“先锋”

走得更远。文艺理论家雷蒙·威廉斯在分析

契诃夫作品时提出：“20世纪文学的潮流是

普遍的幻觉意识取代了真实的生活与个

人。 ”那么，塞林格最后公开发表的两篇小

说是对这股潮流的背离和对抗。他在“后小

说”和“元小说”的写作中，拒绝虚构一个故

事内部的交流系统，不再提供故事的景观，

他把小说写作变成了独白。 这让文学的交

流进入另一个维度， 虚构人物的内心告解

和写作者真实的思考重合了， 当塞林格说

出“世界并不比梦境更真实”，他远离人群

和现实世界， 仍渴望在写作中找到不戴面

具的自我。

《西摩》和《哈普沃兹》是塞林格“为了

挣脱虚幻的写作”的惊鸿一瞥，这条“林中

路”究竟通往何方，也许要等待他的未发表

的“素材”来告诉我们。

海外书店业“他山之石”

■日本森冈书店：为一本书策展

位于日本银座，门面非常小，书店
方调研发现， 来逛书店的顾客往往没
有明确目的， 很多时候顾客选书花了
很多时间，没找到合适的就离开了。 书
店创始人提出 “一册一室 ”概念 ，设有
专门的买手团队，通过研究大数据，结
合消费者行为， 书店每周只挑选并售
卖一本书， 然后再策划出一系列相关
的展览活动。 这种以少胜多的极简挑
书模式，受到一批拥趸的青睐，成了本
土网红地标。

■法国莎士比亚书店：文学青年
庇护所

曾经书店把最显著的位置留给最

热门的畅销书， 但有些人文书店更愿
意把聚光灯打在新人新作上。 法国莎
士比亚书店就是代表性案例， 它远远
超出了单纯售书的意义， 带有英语文
学青年庇护所的象征意味。 书店允许
年轻艺术家以打工形式在书店二楼免
费寄宿； 曾经还顶着巨大压力为作家
乔伊斯出版了巨著 《尤利西斯》。

■波兰“选择的艺术”书店：深耕
细分市场

坐落在波兰格但斯克城市中心地
带的“选择的艺术 ”书店 ，不走大型连
锁店路线，而是深耕细分市场土壤，侧
重美学、艺术、摄影图书。 店长麦克·乌
班尼卡说， 书店用这种方式为周围居
民传达一个理念———我们不仅是书

店， 同时也是文化艺术爱好者的聚集
地，满足读者的人文美学需求。 去年这
家书店还策划组织了第一届格但斯克
书展，约1.5万人参与了书展，今年书
展还将继续办，扩大书店磁场效应。

■澳大利亚瑞丁思书店：设文学
奖项

瑞丁思书店设立多个文学奖项 ，

包括 “女性写作大奖”“儿童文学新人
奖”“小说类新人奖”等，这种做法对于
实体书店来说别具一格。 比如“小说类
新人奖”面向作家创作的第一、第二本
书，由书店和特邀评委一起票选最佳。

除了奖金， 书店还为获奖小说设立专
门展示区域、定制销售方案，打通新人
作家最渴求的传播渠道， 扶持本土新
人新作的出版。书店还拿出利润的10%

成立专项基金， 资助年轻但有潜力的
艺术家，不少作家、艺术家因此成了书
店的朋友，还有人来书店当兼职员工，

为更多读者推荐好书。

荨美国作家塞林格。

（均资料图片）

▲塞林格代表作 《麦田里的守

望者》 《九故事》 等中译本书影。

■本报记者 许旸

█ 当读者黏性增强， 实体书店能激活当地
文艺版图 ， 成为促进培育文化空间的重要力
量 。 实体书店必须证明顾客有理由到店里
来， 让逛店体验比线上购书更有愉悦感和
附加值， 正如一位批评家的比喻———我
们步入书店空间 ， 像戴上了精神生活
的 VR 头盔， 暂时自绝于由冰冷数据
所充斥着的日常逻辑 ， 在消费时代
高度抽象的符号统治间隙里 ， 这
种体验显得多么奢侈

相关链接

①旧金山城

市之光书店。

②荷兰教堂

书店。

③法国莎士

比亚书店。

④波兰 “选

择的艺术”书店。

（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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