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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颜值更需久于内涵

王

琳

近几年，网红书店模式成为不少实体

书店转型自救的路子，其不再是纯粹销售

图书的场所，拓展“书店+餐饮”“书店+文

创”等模式，或举办各类阅读活动，以此聚

人气促消费。但随着入局者增多、网红书

店越来越同质化以及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书店的生存也变得困难起来。“网红”外

壳之下，书店们亟需探索其他核心竞争力。

首先，探索清晰的盈利模式，提升自我

造血能力。一项调查显示，超过 87%的实

体书店依靠售书单一收入，抗风险能力有

限。虽然开书店并非全部为了商业利益，

但依然需要清晰盈利模式与相对稳定的收

入结构。长期来看，书店应找到属于自己

的模式，丰富产品与服务。做得好的书店，

往往有自己品牌独特的造血秘笈，而不仅

仅依赖于资本或者政府的输血。

其次，加强与读者的连接，增强用户黏

性。书店的网红属性带来流量，但并不一

定带来持续客源。实体书店需要采取多种

形式加强与读者的互动、增强用户黏性，由

“等待读者上门”到“主动追逐客流”。比

如，将商品、客流、场景及顾客消费行为数

据化，生成读者的用户画像，实现书店智能

化，利用大数据精准定位并吸引用户；又

如，用好线上平台和资源，以网络直播、网

上读书会、线上销售等方式发挥好“引流”

作用，有效延伸实体书店的空间触角，增强

读者的沉浸感和归属感，让人们不仅愿来

还愿意消费。

最后，书店注重“颜值”，更需注重价

值。书店是内容制胜的业态，核心竞争力

在于高品质的图书与服务：选择优秀的文

化产品，呈现最优的陈列方式，吸引更多创

作者与品牌联手合作，持续提供符合市场定位的高质量图书等。

随着消费群体逐渐年轻化、个性化，独具特色的书店本身也将成为

文化集聚地，引导流量时代的阅读更有深度。

作为城市的文化名片，知名书店品牌是国家和城市文化软实

力的重要标志。各类书店和谐共生，形成满足市民多元文化需求

的丰富生态圈，对培养全民阅读习惯、涵养国民素养至关重要。相

信有政策的支持和市场的关注，实体书店的路子会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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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上海提起上海，，哪些是刻在你脑海中的城市记忆哪些是刻在你脑海中的城市记忆？？是矗立是矗立

在外滩的在外滩的““万国建筑群万国建筑群”，”，是陆家嘴拔地而起的是陆家嘴拔地而起的““天际线天际线”，”，是是

门庭若市的南京路步行街门庭若市的南京路步行街，，还是世博园还是世博园？？提到有关上海的提到有关上海的

记忆和想象记忆和想象，，脑海中的思绪会不由自主地定格在建筑脑海中的思绪会不由自主地定格在建筑、、街道街道

和公园里和公园里，，这些独特的物质文化承载着城市的历史和精神这些独特的物质文化承载着城市的历史和精神，，

使上海的城市轮廓更加清晰鲜明使上海的城市轮廓更加清晰鲜明。。

如今的上海，建筑是可阅读的，街区是可漫步的，公园

是可休憩的，城市是有温度的。在这里，既可触摸历史、又

能拥抱未来，既有街边巷尾的烟火气，又有摩登都市的高级

感，城市文脉通过各种形式得以延续，城市记忆在各种载体

中传承和发展。

换种形式游上海

申城故事多，“建筑可阅读”。

说到“建筑可阅读”，沪上百姓再熟悉不过。这项在上

海已经持续了 3 年的文旅项目，持续推进了上海著名历史

建筑对外开放，同时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平台

等数字化技术让建筑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可见、可读、可

听、可游。如今，“建筑可阅读”已经成为体验城市历史、触

摸城市记忆的重要通道。

最近，“建筑可阅读”又增添新花样，一辆通体蓝色涂装

的“建筑可阅读”专线巴士将五卅运动纪念碑、外白渡桥、金

陵东路码头、豫园城隍庙以及东方明珠等上海经典地标建

筑的游玩线路串联了起来，以“观光车+微旅游”的全新体

验方式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上海的人文历史。

登上专线巴士，一踏入车厢，耳边的语音播报便开始介

绍停靠站点等信息。入座后，每个座位的正前方贴有一张

二维码，手机扫一扫就能看到巴士沿线所有的建筑名单，点

击建筑便能看到文字以及语音导览信息。与一般观光车不

同，这趟专线巴士在每个站点都设有导游，她们将带领乘客

深入“阅读”这些经典建筑。

“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是上海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

但你们知道吗，造型独特的东方明珠设计方案当年却差点

被否决。当时，有关部门认为斜撑结构施工难度大，在国内

几乎没有先例，而且球体外观不利于工艺设备布置，更倾向

于传统的结构造型。”在东方明珠站，导游王燕华带领乘客

走上明珠环岛的过街天桥，为大家讲述东方明珠的故事。

“最终，在设计方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努力下，东方明珠

方案得以通过。上海就有敢想敢做的劲头，要建一座超常

规的、100 年后都不会后悔的塔⋯⋯”讲到这，不少游客都

为这段历史拍案叫绝。从广东来沪的一对夫妻说：“城市巴

士搭配导游讲解，这种形式让我们很容易就记住了东方明

珠的前世今生，了解到那个年代的历史，生动有趣有新意。”

“其实，阅读建筑就是阅读上海的城市变迁，就是体验

上海的城市文化，就是感受上海的城市生活。”上海市文化

和旅游局局长方世忠表示，“建筑可阅读”就是要从上海最

有资源、最有优势的地方切入，锻造上海文旅的核心竞争

力，引导市民游客透过一幢幢优秀建筑、一片片历史街区，

以近距离、慢生活、微旅行的方式，去发现“里弄小巷”的别

样景致，去体验“梧桐深处”的美好生活。

换个高度看上海

J 酒店上海中心位于世界第二、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

大厦顶部，这家酒店的最高楼层位于上海中心大厦 120 层，

高度超过 556 米，自今年 6 月对外营业开始，便受到海内外

消费者的高度关注。虽说“空中酒店”“上海之巅”的标签让

J 酒店上海中心具备天然的吸引力，但作为酒店运营方的锦

江集团仍然将打造中国自主高端民族品牌酒店、创新传递

上海文化和城市特色作为管理追求。

成立艺术服务部，是上海锦江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总

经理夏力最近一直思考的事情。如今，以 J 酒店上海中心

为代表的中国自主品牌不仅在硬件上达到世界级标准，更

通过高标准的管理服务和独特设计充分展现了本土文化。

正因如此，规划中的艺术服务部将成为 J 酒店上海中心未

来统筹管理和宣传酒店所蕴含的上海乃至中国文化艺术的

重要载体。虽然新部门还在酝酿，但酒店内相关的城市文

化类资源已经初具规模，许多设计细节都在通过酒店视角

和设计语言诉说着一个崭新的上海故事。

“J 酒店的品牌名称和标识蕴藏了深刻的本土文化含

义。”夏力说，J 品牌有 3 层含义：首先，J 酒店标识的形状与

上海市花白玉兰绽放时的花瓣造型相似，象征着上海勇为

开路先锋、奋发向上的精神；其次，J 字母是锦江集团的汉语

拼音首字母，代表了酒店运营方；最后，J 字母也代表着中文

“杰出”的“杰”，既展示了上海的文化内涵，又融合了国际风

格，体现了海纳百川的理念。

走进 J 酒店上海中心，中西合璧的海派文化更为明

显。上海锦江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市场公关总监何红说：“J

酒店上海中心的一系列艺术设计和陈列，比如 101 层金属

丝编织的罗马式穹顶、103 层琉璃雕铸的中国水墨意境的

祥龙、120 层长达 30 米体现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繁荣景象的

意大利马赛克壁画等，使酒店呈现出熔铸中西、优雅灵动的

艺术馆氛围。”

在酒店一层的迎宾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扇高约

8 米、宽 5 米、重达 15 吨的红色水晶石库门。石库门代表了

上海传统建筑文化，红色的雕刻门头则在光线变换中璀璨

壮观。不得不赞叹，传统与现代艺术的结合赋予了海派石

库门文化新的表达形式。

乘坐高速电梯直达 101 层 J 酒店上海中心大堂，在大堂

西侧的双层玻璃幕墙上，张贴着一张特别的贴画，这幅贴画

正对着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并做成了建筑群的镂空外形，

辅以文字释义，透过这幅贴画便可以一一对应俯瞰外滩上

的历史建筑。

“通过这幅贴画，我们会为客人讲述外滩故事。上海和

平饭店藏着什么故事、海关大楼的钟声背后有何意义、上海

人的外白渡桥情节⋯⋯让客人通过酒店独一无二的视角了

解上海的历史文化。”J 酒店上海中心私人管家经理瓮佳函

说，他们正借助酒店的视野资源让客人“换个高度看上海”。

换个空间逛上海

老机场摇身一变，成了跑道公园；曾经的中国民航发源

地，如今成了百姓休闲娱乐的开放空间。这座位于上海市

中心城区西南部、徐汇滨江地区的龙华机场，是我国最早建

成的大型机场，建国后一度成为新中国的航空门户。龙华

机场长约 1830 米的混凝土跑道修建于 1948 年，直至 2011

年机场关闭，其承载飞机起降的使命才正式宣告结束。

跑道，也赋予改造项目承建方西岸集团与设计单位 sa-

saki 事务所灵感，其在改造中为机动车、自行车和行人设计

出多样化线性空间，

将街道和公园组织成为

统一的跑道系统，通过应用不

同的材料、比例、地形及其活动项目，

创造出丰富的空间体验。

漫步在这座开放式的跑道公园，记者发现园内

道路采用了上升、下降及俯视地面的体验设计，让

置身于公园的人想起乘坐飞机的感受。机翼形状

的灯杆设计，呼应了这里的航空工业史。

“尊重城市发展历史，并且将历史与开发建设

相结合并非易事。”上海西岸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叶可央说，尊重城市历史并不是一味地

保留，改造项目也不是非要做出瞻仰性、纪念性

功能才叫传承，把日常使用场景与地区文化历史

相结合，更能塑造出既满足百姓使用需求，又能

唤醒城市记忆的空间。

“我们委托同济大学对整个地区的历史遗

存进行全面梳理，形成留改拆分类方案。最终

决定把原来的机场跑道全部保留作为公园主

通道，局部破损跑道进行了原样修整，最终机

场跑道换了一种方式延续了‘生命’。”叶可央

说。事实上，徐汇滨江地区除了龙华机场以

外，还有煤矿堆场、水泥厂、粮仓等工业遗

迹，通过城市更新、产业升级、品牌打造，

市民群众加深了对区域文化的认知与

认同。

“西岸集团整体负责徐汇滨江地区

的改造开发，不单单是跑道公园反映

了城市发展，整个徐汇滨江地区有

着诸多历史的遗存都在讲述这里

的变迁。”叶可央认为，“活化”历

史遗存并不一定要呈现出厚重

的历史感才行，而是要根据实

际需求让历史融入现代生

活，让其能够穿越时空为

现代人所用，在实际场

景 中 活 生 生 地 用 起

来，从而起到了传

承 和 激 发 整 个

地区活力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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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的来临，让我国不少城市进入了传

统意义上的旅游“淡季”。如何设计打造冬季

旅游产品，打赢冬季旅游营销战？

山西选择以“互联网+”作为突破口，融合

VR、AR、直播平台、大数据等手段，丰富沉浸

式文旅体验内容，做强山西“数字文旅”产业。

太原近期组织开展了一批线上线下互动活动，“我心目中锦

绣太原最佳旅游线路”网络评选活动投票总数超 37 万票，“爱上

太原的 N 个理由”Vlog 大赛，微博话题阅读数突破 1500 万次。太

原还在晋祠、太原古县城、天龙山、太山、太原方特等开展网络视

频 直 播 活 动 ，充 分 展 示 太 原 市 文 旅 资 源 ，实 现 线 上 圈 粉 线 下

打卡。

“太原古县城位列抖音热门打卡地第 10 名。”太原古县城相

关工作人员刘伟告诉记者，通过灵活运用互联网宣传，太原古

县城已成为太原新晋人气网红打卡地、展现山西风采的美丽

窗口。

正是有了互联网思维和数字概念，“淡季”不仅不“淡”，反

而成了山西扩大宣传、弯道超车的好机会。据了解，太原古县

城已连续 4 个月排名美团大数据全国必打卡名胜古迹榜第二

名。今年国庆假期，太原钟楼街总人流量位列华北之首。截至

10 月底，钟楼街客流量超过 310 万人次，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气

王”。10 月下旬，太原跻身 2021 年全国十大美好城市和 2021

“网红城市”百强，“唐风晋韵·锦绣太原”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大幅提升。

思路一阔天地宽。在刚刚过去的第四届进博会上，沉浸式

体验成为了山西文化旅游推介的重要手段，山西数字直播云推

介首次入驻进博会，通过沉浸、连线、互动等方式加强山西展厅

同进博会的联系，多视角呈现三晋大地历史文化、名优农特、精

彩故事等，让世界看到大美山西。

“对山西的历史人文向往已久，

但一直没机会去。今天逛展厅通过

VR 实景体验了一把平遥古城、云

冈石窟，太震撼了。”深圳游客李琦

说，“我已品尝了老陈醋和山西汾

酒，等疫情过去，说什么也要去山西

实地感受一把。”

赶“时髦”的山西文旅拿出的

“硬核”科技，也受到了国家相关部

委的肯定。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国家旅游科技示范园区

试点名单，山西文旅数字体验馆成功入选。据了解，该馆是国内

首座省级文化旅游融合的数字化综合体验展馆，曾荣获 2020 年

“全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十大创新项目”。展陈内容以“华夏

古文明·山西好风光”为主题，充分运用人工智能、混合现实、全

息成像、AR、VR、体感交互等技术，打破历史、艺术、技术的界

限，再现了山西五千年的文明。

“‘沉浸式体验’潜力巨大，通过虚实结合的空间创意，能有

效提升观众和游客的参与度。”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王爱琴

表示，当前，山西正立足特色历史文化资源，全力打造一系列沉

浸式体验精品 IP。下一步，山西将充分利用各种数字技术，创新

文化旅游传播方式，推进数字业态与文旅深度融合，全方位推动

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互联网+”助山西冬季游
本报记者 梁 婧

上图 来太原古县城，体会

穿越。 本报记者 梁 婧摄

图图①① 上海外滩全景上海外滩全景。。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图图②② ““建筑可阅读建筑可阅读””专线巴士专线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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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③③ JJ 酒店上海中心的中餐厅酒店上海中心的中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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