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互联网对实体书店造成了不小
的冲击，一些书店消失了，但总有另一些
书店在兴起，无论是在全世界，还是在中
国，在上海。

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
《书店漫游》一书里，西班牙作家豪尔赫·卡
里翁讲述他在世界各地寻访书店的经
历，打捞发生在书店里的故事，挖掘书店
背后的文化。

今天的阅读版，我们为读者整理摘编
了书中的精彩内容，希望以此来考察书店
如何滋养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参与了城市
文化的构建。 让我们一起走进书店。

———编者

由于文学作品的社会性，对于它们的
阅读必然会伴随着大量评论的出现。20世
纪上半叶巴黎最重要的两家书店（也有可
能是20世纪全世界最重要的两家书店）出
版了几本回忆录式的图书，让我们有机会
接近那些传奇式的书店。

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的《奥黛翁街》和
西尔维亚·比奇的《莎士比亚书店》让我们
看到了伟大书店的发展历程。我们甚至还能
在书中读到和书店财务有关的事情，1915

年莫尼耶能够把书友之家书店开起来，要感
谢她的父亲在一次交通事故中获得的赔偿
款，而比奇的母亲则把自己的毕生积蓄给了
她，用以支持她的事业。 1919年，比奇在家
附近开了一家书店，并在两年之后把它搬
到了奥黛翁街。 对于莫尼耶和比奇而言，

这项事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经常见
到那些常来光顾她们书店的作家，而且和
他们交上朋友。她们的书店里所卖的书有
很多都是这些顾客所写：瓦尔特·本雅明、安
德烈·布勒东、保尔·瓦莱里、于勒·罗曼和雷
翁一保尔·法尔格等人都是书友之家书店的
常客，而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普雷沃、安德
烈·纪德、詹姆斯·乔伊斯和瓦莱里·拉尔博等
人则经常光顾莎士比亚书店。乔伊斯全家都
和莎士比亚书店有着不解之缘：年轻的乔治
和露西娅在莎士比亚书店从其所在的原址
杜皮腾街向奥黛翁街搬家的时候，还曾帮
忙搬运过大件小件的行李，后来莎士比亚
书店就变成了乔伊斯一家人的办公场所，

他们甚至在那里接收信件、存放钱物。

莫尼耶曾说过作家们和有文学素养
的读者们的光顾是“美妙的来访”。 而人们
到比奇的书店去时则往往带着 “朝圣”的
感觉，毕竟那里是毕加索、庞德和斯特拉
文斯基曾经去过的地方。这两家书店还有

一个相同之处， 就是有外借图书的功能
（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曾解释说自己
“当时压根儿没钱买书”）。 在莎士比亚书
店中还有一间客房———也就是说它同时
拥有书店、图书馆和旅店的功能。

1941年的一天， 一名 “德国高级军
官”出现在了比奇面前，用“极为标准的英
语”对她说他想买一本橱窗里摆着的《芬
尼根的守灵夜》， 而她却拒绝了。 半个月
后，军官再次现身，并且对比奇进行了恐
吓威胁。 于是比奇决定关门歇业，并把图
书都藏到了同一栋大楼的另一个房间里。

莎士比亚书店于1951年在布彻斯希
街37号重新开门营业，还更名为“米斯特拉
尔书店”，直到比奇去世后的1964年，店主
乔治·惠特曼才把店名改回 “莎士比亚书
店”，以此来纪念他所崇敬的先驱比奇。 他
从米斯特拉尔书店建立之初就在书店里放
了张床，还架了口锅来加热食物，同时设置
了一间图书室给那些买不起的人借书看。

这种书店－民宿的模式持续了几十年：为了
维持这种模式， 惠特曼根本不去考虑自己
的隐私， 他就这样和不同的陌生人在同一
屋檐下生活着。 在莎士比亚书店重新开门
营业后的这60多年的时间里，大约有10万
人曾经在此留宿， 而书店对他们的要求则
是在闲暇时给书店搭把手， 同时还要求他
们坚持阅读和写作。在书店里，旧书和新书
混杂在一起， 沙发和扶手椅都允许人们随
意使用，就像图书馆一样。惠特曼的座右铭
就写在这座图书的迷宫之中：“对陌生人热
情一些吧，他们可能都是天使的化身。 ”作
为一名文学爱好者， 惠特曼曾多次声称自
己最伟大的作品就是莎士比亚书店：书店
中的每一个房间都是这同一本小说中的
不同章节。

阅读

【福伊尔书店】

位于伦敦查令十字街中心地段的
福伊尔书店不愧曾被誉为 “全球规模
最大的书店”。 在以前， 福伊尔书店能
够成为一个吸引大批游客的景点不仅
要归功于它的规模， 也要归功于它当
时的女主人克里斯蒂娜·福伊尔的奇思
妙想 ， 她将这家书店变成了 20 世纪
下半叶最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一栋建筑：

她拒绝使用计算器、 收款机、 电话以
及其它为买卖提供便利的进步科技 ；

她规定按出版社的名称来排列图书 ，

而拒绝按照作者或是图书种类进行排
列； 她还规定顾客要排三次不同的队
来购书； 而且还会莫名其妙地辞退员
工。 她对这家建立于 1903 年的书店
的奇特管理从 1945 年一直持续到
1999 年。

或许从遗传的角度可以理解她的
一系列奇怪做法： 她的父亲威廉·福伊
尔在把书店委托给克里斯蒂娜之前也曾
干出过一系列古怪的事情。 可是不得不
承认的是： 正是在克里斯蒂娜的管理
下， 福伊尔书店迎来了其历史上最辉煌
的时期， 尤其是书店里举行的文学午餐
更是远近闻名： 从 1930 年 10 月 21

日直到如今 ， 总计有约 50 万名读者
和超过 1000 名图书作者在这里吃过
饭 ， 这些作者中包括 T.S.艾略特 、

H.G.威尔斯、 萧伯纳、 温斯顿·丘吉
尔和约翰·列侬。

所有这些都已经变成了过去时 ：

2014 年，福伊尔书店搬到了邻近的一
栋大楼里，就在查令十字街 107 号，它
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家很现代化的书
店 。 书 店 布 局 设 计 由 Lifschutz

Davidson Sandilands 建 筑 设 计
公司负责 ，为了和英国大部分在 21

世纪创建的书店布局有所区别 ，福
伊尔书店选择在中央位置留出一片
空地 ， 好让头顶巨大的吊灯灯光能
够无遮挡地照下来 ， 四周则是供读
者上上下下的楼梯 。 总是喧哗嘈杂
的咖啡厅位于最顶层 ， 旁边是一间
展室和一间礼堂 。 当读者进门时 ，可
以在与地面齐平的地方看到一句标
语 ：“欢迎您 ，爱书之人 ，这里都是您
的朋友 。 ”

要是克里斯蒂娜看到这一切会怎
么想呢……好吧， 至少还有一整面墙
被用来纪念那些著名的文学午餐。

【最古老的书店】

一家书店如果有悠久历史的话自
然是好， 而如果从外表一眼看上去就有
厚重的历史感的话就更好了。 当你走进
位于里斯本希亚多城区 Garrett 街
73号、 离巴西咖啡馆和费尔南多·佩索
阿的雕像不远的贝特朗书店时， 你一定
会看到书店那红色的标志， 标志上有一
个大大的字母 B， 还有一个透着股骄傲
气息的日期：1732年。

第一间大厅里处处透着古老的气
息：珍贵的图书被放置在了玻璃柜中；滑
轮梯子和木制书架梯使得人们能够把手
伸到古老的图书搁板中最高的那一层；

生锈的标牌上写着 “阿基里诺·里贝罗”

几个字，这也正是这间大厅的名字，取此
名也是为了纪念这位贝特朗书店最有名
的顾客。 还有的标牌上写着其他几个名
字， 但是其中最重要的还得属吉尼斯世
界纪录证书， 上面写着：“贝特朗书店是
世界上最古老的书店。 ”

有一份贝特朗书店在 1755年的书
单被保存至今，而那一年也正是里斯本大
地震爆发的年份。 在那份书单中，两位法

国兄弟罗列了近两千本书， 其中有 1/3

是历史书籍，另外 1/3 是科学和艺术类
书籍， 最后剩下的 1/3 则涉及法律、神
学以及文学。

温彻斯特的 P?G 威尔斯书店毫无
疑问是英国最古老的书店， 也有可能是
世界上从未改变过经营地址的书店中历
史最悠久的，而且它还不是连锁书店（只
是在 20世纪末才在当地的大学里开了
一家分店）。

1768 年，P&G 威尔斯书店开始了
它与霍奇斯·菲吉斯书店的合作， 霍奇
斯·菲吉斯书店如今仍然存在， 不仅是
爱尔兰最古老的书店，还是该国最大的
书店，共有约六万种图书。 同时它可能
还是最具都柏林风格的书店，因为它出
现在了最具都柏林风格的一本小说
中———我并不是指《都柏林人》，而是詹
姆斯·乔伊斯的另一本巨著 《尤利西
斯》：“她，她，她。哪个她？就是那个星期
一在霍奇斯·菲吉斯书店的橱窗里寻找
你将要写的一本以字母为标题的书的
那位小姑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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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之家和莎士比亚书店】

【西班牙的“旅行”书店】

几乎每家书店里都会有那么一小
块旅游类图书专区， 但我接下来要说
的这几家书店怪就怪在， 它不像那些
专门卖儿童图书、 漫画、 旧书、 绝版
书的店那样专门卖旅游类书籍， 而是
整个书店的主题就是旅行： 在这些书
店里， 图书不是按种类分类的， 而是
按照地理概念来划分的。

这类书店中最有名的大概要属
阿泰尔书店 ， 它的总店位于巴塞罗
那 。 这家书店里卖的无论是诗歌 、

小说还是散文 ， 全都是按照大陆和
国家来划分的 ， 所以你会在某个国
家的旅游书和地图旁边看到那个国
家的作家们的作品。 在这些书店里，

图书分类的方式和它所售卖的图书
一样都是主角 。 如果你沿着阿泰尔
书店给你设计的路线走下去 ， 穿过
橱窗 ， 你会首先看到一个公告牌 ，

公告牌后面摆放着很多家居杂志 。

再然后就是小说 、 历史书和旅游手
册 ， 都是关于巴塞罗那的 ， 之后则
按照从近到远的顺序排列书籍 ： 从
加泰罗尼亚 、 西班牙 、 欧洲到其余
的大陆 ， 整个世界就分布在了这家
两层楼的书店之中 。 在一楼还有卖
世界地图的地方 ， 最里面还有一家
旅行社的摊位 ， 因为无论是公告牌
上的信息 、 杂志的内容还是阅读后
的感受都促使着读者踏上旅途。

位于西班牙赫罗纳市的尤利西
斯书店有一个别名 ， 叫 “旅途书
店”。 与阿泰尔书店的两位老板阿尔
伯特·帕德罗尔和何塞普·贝尔纳达
斯一样 ， 尤利西斯书店的老板何塞
普·玛利亚·伊格莱西亚斯自认为比
起书商或是编辑来 ， 自己更称得上
是一位旅人 。 而在巴黎的尤利西斯
书店， 女作家凯瑟琳·道曼甚至在每
个夏天都会让自己的这家书店随着

自己一起到外地去。

这类书店通常都会有一些醒目
的标语 ， 例如 “旅行者的天堂 ” 之
类的 。 马德里的德比亚海书店的宣
传语就突出了它关注旅游的特点 ：

“我们设计旅游线路， 出售书籍及旅
游装备。” 这几个词语的排列顺序可
能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 实际上全世
界所有的旅游书店基本上都会兼售
旅行装备 。 在马德里 ， 德斯尼韦尔
书店就专注于登山探险装备 ， 它同
时出售 GPS 导航设备和指南针 。 柏
林的查特文书店也是如此 ， 店内有
一片区域专门展示 Moleskine 旅行
笔记本， 布鲁斯·查特文一直在巴黎
的一家以家庭形式运作的小公司中
购买这种笔记本 ， 但是这最后一个
Moleskine 厂商在 1986 年也完全
停产了， 这一事件被布鲁斯·查特文
记录在了其著作 《歌之版图》 中。

▲位于 239米的上海中心朵云书院旗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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