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店渐远，记忆永存。愿文化殷盛，人能祥

和。”前不久，开办22年的北京独立书店“盛世情”

停业当日，这封手写告别信迅速刷屏互联网，引发

众多网友对于书店生存现状的讨论。此前，言几

又等知名连锁书店的网红门店也相继谢幕……人

们不禁疑惑：实体书店，是否已步入黄昏？

然而，《2020—2021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

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有 4061 家实体书店新开

面世，同比净增 2488 家。在经营状况普遍低迷

的大环境下，实体书店数量竟不减反增。真实情

况到底怎样？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实体书店经历

了什么？该如何创新模式，顺利突围？

空有情怀，书香难持久

“书店是许多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也是不同

城市街头巷尾令人难忘的人文景观。但这一切都

在发生改变。”望着“盛世情”书店匆忙作别的“背

影”，20年的老顾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

勇向记者回忆实体书店的潮起潮落。从少年时代

在新华书店门口排长队，到青年求学时在“盛世

情”以文会友，再到如今，他刚为学生列出课业书

单，学生随即就在互联网平台下单折扣书籍。随

着大众消费方式、文化思维、阅读习惯迅速变化，

传统实体书店似乎“追赶”得愈发吃力。

“每家书店都有自己的模式和际遇。逛书店、

选书、买书，甚至在书店里抱着一本书看半天，这

都是传统行为，是现在许多人无法做到的。与连

锁书店的自我调整和资本运作相比，独立书店处

境必然艰难。当读者不再光顾书店，独立书店也

就到了关张倒闭之时。”赵勇认为，唯有与时俱

进、供给创新，才有可能让实体书店更好生存，更

好地为大众文化生活服务——但这还需要时间。

2020 年，受疫情影响，实体书店行业陷入低

谷。空荡的书架间，店员们在例行消毒，偶然往

来的顾客数量比店员还少。这是 2020 年上半

年许多实体书店的常态。

谈及具体经营情况，大部分书店选择避而不

谈，却对惨淡经营的场景记忆犹新。北京一家书

店店员回忆，疫情期间，店内每天销量最多也不

过十多本，有些爱书的员工实在不忍，甚至自掏

腰包买走店内书籍。去年2月，“书店行”对1000余

家实体书店的问卷调查显示，91.97%的书店几乎

没有任何收入来源，37.02%的书店资金储备仅能

维持不足一个月，42.02%的书店撑不到3个月。

现实来看，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

“疫情，只是导火索。”不少书店负责人表示，

线下图书业务收入毛利率平均仅为 30%，却是书

店主要收入来源。互联网冲击下，很多人来书店只

看不买。靠文化活动拉动客流，往往是文化公益效

益远大于经济收益。“书店日租金每平方米三四块

钱，再加上轮值员工每人每月6000元左右的薪金，

以及每月3000元左右的水电费。一天若没有千八

百的收入是不行的。”南京首家24小时开放的公共

阅读空间“二楼南书房”负责人陈烨告诉记者。

房租、人工，都可以成为压垮实体书店的最后

一根稻草。每位书店经营者都心怀理想，也必须面

对现实。书店经营既然是一门生意，就必然面临优

胜劣汰的考验。显然，光有情怀，经营不好书店。

对此，书店经营者们并没有“坐以待毙”。

多元模式，变局中涅槃

今年清明节假期，南锣鼓巷入口处人流涌

动，兼具现代艺术性和古典京味儿气息的“南锣

书店”，成为许多人探寻北京胡同文化的“打卡

地”。人们不知道的是，这家不满“两岁”的新生

代“网红书店”，刚刚经历过一场蜕变。

“开办书店，不仅要有情怀，还需要团结更多

力量、思考更多维度。”南锣书店创始人温京博

说。2019 年，作为海归艺术家和青年教师，温京

博与高校教师付建军怀揣着复兴胡同文化的愿

望，承担起南锣书店的整体设计和经营工作。这

是一家与国企合营的创新模式书店，主打胡同文

化与文艺沉浸体验。当一切刚步入正轨，2020年

伊始，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书店成长的步调，

精心制定的营销计划还有特意准备的年货文创

产品没了用武之地。

困境中的沉淀，亦是破局的关键。温京博意

识到，在差异化特色基础上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才是实体书店发展的支点。2020年8月22日，南

锣书店联手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展的“露天展映”

正式启动，成为疫情阴霾下勇于破局的文艺先

声。随着疫情得到控制，书店内外重新热闹了起

来。“未来我们还会尝试将更多知识讲座、亲子项

目等文化活动带到书店，以多元化行销来激发书

店活力和带动营收。”温京博告诉记者。

对此，文化学者崔岱远表示，回归实体经营

并寻找文化体验中的差异化，是书店破局的必由

之路。“2020 年，北京投入 2.4 亿元扶持资金助力

实体书店，一大批各具特色的本土文化阅读空间

破茧而出。”崔岱远告诉记者，无论是老牌新华书

店、三联韬奋书店等国营书店，还是依托城市区

域特色建设的全民畅读艺术书店、南锣书店这类

合营创新模式，一些书店没落了，一些又应运而

生，它们的际遇折射出了时代的发展。

思维创新，跨界焕新生

变局之中，一些房地产和互联网行业公司尝

试投资实体书店，将“财商”融入“书香”。

借助商场选址地利优势，2020年世界读书日

当天，无界书店创新推出“无界盲选”，引发当地

读书爱好者的关注，多次紧急补货仍一再售罄。

“搭上‘盲盒经济’的快车，既为实体书店带来

热度，也为进一步开展多元业务提供了可参考模

式。”无界文化总经理陈丞告诉记者，盲盒经济是

疫情之下实体书店“曲线救国”的新尝试，类似还

有直播带货等多元业务转型，大家都在不断摸索。

由格力地产创办的无界书店，似乎已经逐步

突破书店本身的概念界限，逐渐实现着由“艺文

空间”到“城市文化客厅”的转变，成为珠海城市

文化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和朋友经常到无界

书店看看，买文创、看书、喝东西都可以。”珠海市

民刘玉洁告诉记者，作为一家开在商场的书店，

这里更像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公园。

互联网思维，也改变着实体书店的格局。“用

户永远是第一位的，经营者要适应经营用户的思

维。”厦门十点书店总经理黄晓玲说。2018年底，

文化品牌“十点读书”的全国首家实体书店在厦

门开业，依托其在线上搭建的完善供应链与在全

网积攒的 3800万粉丝，店铺经营逐渐步入轨道，

线下每日为线上贡献的活跃会员数量越来越多，

日均流水突破200万元，各地分店也筹备落地。

经营压力大，缘何实体书店数量不减反增、

跨界开店者层出不穷？

从经营传统书店到加入十点书店团队，副总

经理俞正辉告诉记者，各行业入场书店行业并非

一时冲动。“就像是为什么人要爬山，因为山就在

那里。”他与同事们相信，书店在精心设计与系统

化思考下，即便会短期占据现金流，但对于用户价

值的培养、品牌价值的提升，实体书店拥有长远而

深刻的价值。

探索突围，商道助文脉

采访中，不少书店负责人向记者表示，虽有

各界大力扶持，书店数量也在增加，但书店在图

书价格、活动场地等方面均存在短板。中国人民

大学教授杨庆祥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转

型，新一代书店需要从社会形象方面重新定义，

应开创属于书店自身的空间美学、营销美学等设

定，同时自主承担起打破文艺创作者与普通大

众、城市与乡村、过去和未来之间界限的使命。

共同打造当代读书的文化生活方式，是众多

实体书店正在与大众彼此寻找的默契。

下午三点，作家阿乙准时踱步到住处附近的

单向空间书店，点上一杯咖啡，打开笔记本，继续

写作。不时有认出他的读者与他相视而笑。作

为中国第一批“驻店作家”，阿乙眼中，在每座城

市的书店中，知名音乐人、作家、电影人，经常与

光顾书店的顾客们并肩而坐，是一件乐事，也许

会是未来的一种常态。

改建有纪念意义的旧建筑物并加以活化利

用，落地田野乡村，也是特色书店的一条新路。

阿乙认为，“关旧店开新店，是书店正经历的蜕变

和沉淀。海外很多知名书店有着悠久历史，也被

作为旅行目的地之一，比如阿根廷的‘雅典人书

店’，就改建自一座古老的剧院。中国成熟的书

店品牌，在设计上不亚于海外名店，也正成为一

座城市的标志。比如先锋书店，他们很多选址在

古道、山村，但并不比城里的销售额差”。今年是

南京先锋书店创立 25 周年，其前开设的 18 家书

店中，有 7 家选址于山川田野间打造“乡村店”，

以书店为媒介凝聚当代文艺，在旧建筑物上邀请

名设计师改造活化，在形成具有风格特点的旅游

地标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文旅经济发展。

阿乙曾见到创始人钱小华重返“乡村店”探

访，当地父老乡亲拿着当地特产向他致谢的情

景。“我理解这种感受，地方政府越来越注重文化

与产业相结合，更多成熟的商业模式正链接起城

市与乡村。”

行业之外，规则需完善

实体图书行业要实现突围，除书店自身要苦

练内功、创新经营模式外，不少专家建议，整个行

业应在图书定价制度建设、整合书店后端资源等

方面发力。记者了解到，如西西弗、十点等复合

型连锁书店，其图书收入通常占据门店总收入的

七成以上。可见，实体书价格策略的制定，对于

实体书店的盈利尤为重要。

《2020—2021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指出，

中国实体书店业的发展面临内部恶性循环——

书越出越多、定价越来越高，但单册平均印数越

来越少、折扣越打越高，实体店与网店书籍售价

差距越来越大。专家表示，在我国，建立一个图

书价格公平交易规则是有必要的。

如今，实体书店的意义不仅在于满足读者看

书、购书需求，更是城市精神文化地标的体现，发

挥着作为城市文化交往平台的公共作用，深入融

进地方文化产业发展之中。

在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社会氛围

下，不同类型的实体书店正各显其能，历经“寒

潮”考验，推陈出新、整合资源、厚积薄发，涌动出

“春风吹又生”的活力。

如今，不少实体书店经营艰难。与之对比

明显的是，电商平台的图书销售市场份额不断

扩张。《2020 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发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实体书店与网络书店零售码洋规

模占比从 2019 年的 3∶7 变为 2020 年的 2∶8，其

中固然有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因素，但决定性因

素依然是电商折扣。

目前，一些国家已出台关于图书定价保护

的法律法规，我国在这一制度的建立上进展稍

显缓慢。为了解图书定价保护制度在我国建立

的必要性及可能性等问题，经济日报记者专访

了《2020—2021 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主报

告执笔人、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吴赟。

记者：在《2020—2021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

告》中有这样一组数据，线下图书零售折扣平均

为 91.39 折，线上零售为 63.79 折。电商平台的

图书折扣是威胁实体书店生存的重要因素吗？

吴赟：从最近十年来看，实体书店的确受电

商平台的冲击最大。

为圈占更多市场份额，获得更多用户资源，

不少电商平台采用低价竞争。相比传统实体书

店主要靠书籍这一单一渠道盈利，盈利方式比

较多元的电商对低价图书包容度更高。当然，如

今知识的获取平台越来越多，获取途径越来越

多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实体书店发展。

记者：实体书店经营不易是全球性难题。

有些国家在建立图书定价保护制度方面已具备

较成熟做法，其中有哪些可借鉴经验？

吴赟：荷兰、法国和日本等有关做法对我国

有可借鉴之处。

本世纪初，荷兰以立法形式确立图书定价

制度，严格限制图书降价，在一定时限内，如果

要变更书价，必须向有关部门报告。上世纪 80

年代，法国通过《雅克·朗法》，自此实行出版物

固定价格制度并一直沿用至今。该法案以统一

售价政策、保护中小书商利益为核心，规定图书

出版后 2年内不得随意打折。日本为抑制出版

市场恶性竞争实施了“再贩卖价格维持制度”，

规定零售商既无权涨价也无权降价出售。

图书价格打折应当有序。比如可设置在新

书上市三个月或半年之内，价格折扣需限定在

一定幅度内，以规范出版市场秩序。

记者：就我国图书出版行业现状而言，有必

要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图书定价保护制度吗？

吴赟：从行业长远发展来看，建立一个图书

价格公平交易规则是有必要的。如果能真正将

公平交易规则落地，对于图书行业来说，其实相

当于把整个蛋糕做大。对于消费者而言，可能

在短期没有享受到较好折扣，但长此以往是获

利的，因为图书定价虚高问题可能会好转。此

前由于图书折扣幅度较大，一些出版社需要把

各环节利润预留出来，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图书

定价虚高。

另外，对于书籍，目前我国国民普遍愿意承

受的心理价位不高。这不利于国家培育重视智

力成果和知识产权的社会氛围。我国在全民重

视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记者：目前我国建立图书定价保护制度面

临哪些困难？

吴赟：多年前，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等三家

协会就曾联合呼吁电商平台不要开展不合理价

格竞争，但目前我国对这一制度尚未形成专门

法律。实际上，行业协会在该项制度的创建过

程中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从理念层面看，相关理论认识不统一，也可

能会影响政府决策。有经济学者认为，图书在市

场流通层面应当被视作没有特殊性的商品，图

书定价保护制度与市场经济原则相悖。但学界

另一种观点则认同“文化例外论”，即由于图书

对于国家的文化传承、个体的社会化等发挥着

不可替代作用，理应对图书相关行业予以保护。

目前我国已加大实体书店扶持力度，营造

书香社会。我国距离建

立图书定价保护制度也

许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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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书店路在何方实体书店路在何方
本报记者 覃皓珺 沈 慧 原 洋

前不久，开办22年的北京独立书店“盛世情”停业当日，其手写告别信刷

屏互联网，引发大众对于实体书店生存现状的讨论。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

有4061家实体书店新开面世，同比净增2488家。实体书店真实情况到底怎

样？经济日报记者调查发现，在经营状况普遍低迷的大环境下，实体书店的

建设发展既要兼顾社会价值，也不能脱离商业属性，要在不断探索创新中找

到符合自身的突围之路。

因“店”而异书香更浓
覃皓珺

如果说书籍是一扇阅览百态人生的“窗

户”，那么书店，就是彰显一座城市时代文化

的“巷子”。如今，书店的功能已不限于买书、

看书，而是更多承担起生活空间和文化体验

的功能。如何将书店的“巷子”缩短，让书香

更浓、生意更旺？

书店经营者们都在探索直抵顾客需求、

容易复制推广、独具风格特色的经营发展新

路，但并非易事。不同地域、不同类型书店需

要针对不同需求，找到适宜的经营模式。

对于个人出资经营的独立书店，其经营

往往依赖于创始人的情怀和资源，缺乏专业

化经营团队和架构成熟、更迭快速的经营模

式。这类书店更适合于深耕某一类具体领

域，维系与固定客群的供需关系。若善用互

联网手段与线上网店、线上客群形成联合矩

阵，则能大大拉近与大众的距离。

对于连锁化书店，在经营模式相似、客群

重合度较高情况下，则需打造出自身特色，结

合选址优势，在风格装修、选品类型、经营成

本等方面寻找最优解。要将实体书店开出特

色、持续发展，离不开书店与城市历史文化彼

此“滋养”。当前活跃在图书市场的一些书店

品牌，就通过寻找到所在区域的文化根系，发

展出具有本地特色的书店装修风格与文化活

动品牌；并在店与店之间形成大数据网络，与

时俱进、自我革新，融入大众消费、大众文化

的更迭之中。

对于一些由房地产、互联网公司投资的

实体书店，它们的经营压力较小，往往承担着

带动客流、扩大品牌美誉度和影响力的使命，

更注重其品牌价值与对顾客群体的号召能

力。这类书店可更多发挥社会公共文化阅读

空间的功能，为城市文化发展增添助力，成为

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实体书店的建设和发展，既要兼顾社会价

值，也不能脱离商业属性。社会各界凝心聚力将

书店的生意做好，令更多具有城市特色的复合

型书店与文化阅读空间“争奇斗艳”，才能让“巷

子”变短、书香更浓。当代城市文化的发展才会

生生不息，让书香四溢大街小巷，为全民阅

读的风尚注入

源源不断 的

新活力。

图书定价保护制度该不该建立
——访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吴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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