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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耀华

2018年5月14日，上海发布《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加快建成国际文化大

都市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为2017年12月发布的“上海文创50条”确

定了三年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上海文化”品牌建设，既要抓好“码头”建设，

又要抓好“源头”建设。“源头”重在原创力，“码头”助力优秀文化在上海生根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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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座有目共睹的文化码头，是

座移民城市，城市精神是“海纳百川、追

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善于吸引

与集聚人才、文化乃至各种资源，全国优

秀文化纷纷在上海生根开花。在实体书

店上，也看到了“码头”的集聚效应——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最早

进入上海市场。目前，其旗下的精品零

售书店品牌BOOCUP现代书店在上海

拥有 6 家精致且高雅的小众书店，售卖

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原版书籍报刊，也

提供各类休闲商品及服务。

从江苏南京起步的大众书局 2005

年进入上海市场，是进入上海图书市

场较早、影响力较大的沪外品牌连锁

书店。大众书局先后开设 9 家门店，至

今仍有 7 家门店正常经营，且还在布

局。2018 年 1 月，大众书局·上海怡丰

城店开业。

2005年，浙江省新华书店投资的上

海博库书城在徐家汇宜山路开业，经

营面积超过 1 万平方米，经营图书、音

像品种 25 万种。当年仅次于上海书城

的规模。

起源于成都的言几又书店，自2016年在上海开了

言几又·今日阅读上海新天地店后，持续在上海布局。

言几又探索介乎家与写字楼之间的第三种可能，致力

于打造一个涵盖书店、咖啡厅、艺术画廊、文创生活馆、

创意孵化地的城市文化空间。

诞生于贵州遵义的西西弗书店2015年入驻上海，

2018 年 1 月西西弗书店·上海凯德龙之梦虹口店开

业，至今已在上海开设6家连锁店。西西弗书店秉承

“参与构成本地精神生活”的价值理念，以“引导推动

大众精品阅读”的经营理念，发展连锁书店。

由服装大品牌例外创始人创立的广东方所，2015年

在上海衡山路一栋独立的小洋房内开设了衡山·和集，

三个楼层有各自不同的主题。方所计划于2019年开业

的都市文化综合体“方所文化中心”，落户浦东陆家嘴滨

江区域，经营面积约6500平方米。衡山·和集开设的初

衷旨在开辟中国当代生活方式混合实验空间，成为上海

的“精神后花园”。

2014年，启航于北京、具有国资背景的建投书局在

上海开始了首航，在北外滩开设了一家200多平方米的

小三层复式书店。2016年重新装修后开业，被认为像

霍格沃茨的魔法书院。

文艺小资圣地猫的天空之城概念书店诞生在江南

古城苏州，2012年进入上海，至今在上海开设了3家书

店，2家名为“墨格”的文具店。这既是一家书店，又是

一家文具店，还是一家明信片主题店、文创售卖店。猫

的天空之城只贩卖自己设计的天空之城杂物，主要经

营明信片、手绘地图、某些特定的书籍杂志和一些小杂

物。正如他们自己说的：“我们只想贩卖美好。”

……

数年间，多家沪外连锁书店进入上海布局开店，这

批新开的书店以颜值为卖点，营业面积大或超大成为

主流，读者定位更加年轻化，以“书店+咖啡+体验+生

活方式+第三空间”等多种业态综合经营，成为MALL

（大型购物广场）的新标配，为书店这一传统的行业带

来新鲜的血液。

全国性的连锁书店只要对外拓展，似乎都不会

错过上海这个码头。近十年来，基于国家对于实体

书店扶持工作的全面推动，上海市关于实体书店的

政策一直利好不断。2012 年，上海在全国各省区市

率先出台政策扶持实体书店。之后，每年上海市新

闻出版局都会切切实实地拿出资金扶持上海实体

书店。上海实体书店整体持续回暖。2017 年 4 月，

上海 15 家市级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上海扶持实体书

店发展的实施意见》；2017 年 12 月，发布“上海文创

50 条”，强调“落实《关于上海市支持实体书店发展

的实施意见》，加快建立布局合理、结构优化、业态

多元、充满活力的新型实体书店发展格局，推动本

市高校校园实体书店全覆盖；2018 年 5 月，上海发布

《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加快建成国际文化大都

市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政府的扶持撬动了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投入，

上海实体书店发展迎来爆发期。2017年有20多家中

大体量实体书店以高颜值、高体验感、高附加值的多

元化形态全新亮相申城；2018年“4·23世界阅读日”前

后，思南书局、作家书店、志达书店未来店、陆家嘴融

书房、浦东图书馆学习书房、张江科学城书房、临港大

隐湖畔书局、陇上书店、简屋书店、钟书阁绿地缤纷城

店、博库书城漫书咖等十余家实体书店和公共阅读文

化空间集中亮相申城。2018 年，上海高校校园书店

——陇上书店（华东理工大学）、同济书店（同济大

学）、泮溪书店（上海大学）、大夏书店（华东师范大

学）、钟书阁对外经贸店（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等渐次

开业，新增营业面积1240平方米。

申城成为全国实体书店停靠的大码头，随着“上海

文创50条”和“三年行动计划”的发布，上海的文化市场

将会更加开放，聚集能力更强。

本土书店外扩的“源头”
上海既是全国实体书店停靠的“码头”，更是本土书店

向外拓展的“源头”。唯有发挥“码头”的深度，才能集聚全

国书店前来“停靠”；唯有发挥“源头”的高度，将海派文化辐

射至全国乃至世界，进而提升上海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上海有一大批优秀的本土书店。新华系的上海新华发

行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华传

媒连锁有限公司，拥有覆盖城乡的零售门店；“世纪系”的上

海图书有限公司和上海外文图书有限公司，拥有上海古籍

书店、艺术书坊、上海博古斋、艺苑真赏社、九华堂、社科书

店，以及外文书店、美术书店、艺嘉童书馆和松坂书屋等实

体书店。这些书店均为新中国成立前后创建的国有书店。

近年来，新建的本土书店也如雨后春笋，均以颜值高、

突显融合特质、注重体验、“书店+”模式受到读者青睐。如

起源于泰晤士小镇的钟书阁，主打上海本土书店品牌的大

隐书局，4年开了9家门店的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新开2

家旗舰店的百新书局……

沪上本土书店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直致力于向世

界拓展的上海外文图书有限公司，向全国辐射的钟书阁、上

海三联书店、百新书局等。这些书店代表着上海水平、上海

形象，让上海的优秀文化在全国甚至全世界生根发芽。

上海外文图书有限公司自 1998 年起，以“上海出版”

为标志参加各种世界性书展。2012年启用“阅读上海”品

牌，先后在美国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达拉斯和加拿大温

哥华、多伦多，每年举办以“阅读上海”为主题的中文书

展，品牌知名度得到延伸。2014年起，“阅读上海”书展陆

续在美国、加拿大多个城市和新加坡发展为常年展销专

柜。2016 年起书展进入德国法兰克福、慕尼黑和意大利

佛罗伦萨、罗马。在中国港台地区，通过书展和当地书店

建立“阅读上海”品牌展销区。截至 2018 年底，“阅读上

海”书展累计展销品种达2万种、10万余册，涵盖中国当代

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科、教育及中华历史、艺术、古

籍、音乐等领域。上海外文图书有限公司在我国台湾地区

开办了一家全部销售大陆简体字图书的“上海书店”，以

销售沪版图书为主，同时兼营外省市出版物，目前上架品

种保持在 3500 种左右。为此，上海外文图书有限公司先

后多次被评为国家、上海市文化出口重点企业，“阅读上

海”被评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

创立于1995年的上海钟书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

全国总发行和全国连锁资质的民营图书发行单位。2013

年 4 月开业的钟书阁泰晤士小镇店，被评为“上海最美书

店”。近两年是钟书阁加速向外拓展的时期：2016年4月23

日世界阅读日当天，钟书阁杭州店开业；2017年6月，位于

成都银泰中心的成都店开业；7月，位于苏州苏悦广场的苏

州店开业；11月，位于无锡红豆万花城的无锡店开业……

至今，钟书阁在各地正式运营的书店达到16家。把精力放

在如何让读者享受更好的读书体验上，这是钟书阁坚持的

原则。

三联书店20世纪30年代肇始于上海，在中国人的文化

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她不仅意味着一家出版社和书店，

更代表着一种人文精神、一种新生活的向导。上海三联书

店创立于1985年，2005年由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上海三联

书店有限公司、上海绿地集团共同出资成立上海三联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自2015年上海三联书店首家实体书店在

朱家角开业后，先后开设了上海金山、北京回龙观、浙江宁

波店、上海佘山、上海静安（协信）、上海浦东（临港）、北京大

悦城、上海新天地等9家书店。有人戏称，上海三联的9家

实体书店正是沪上实体书店模式创新的缩影：从朱家角分

店以设计带动经营的“1.0”模式，到宁波分店混合业态的

“2.0”模式，再到佘山分店融合区域资源，实现精致化、定制

化的整体设计，上海三联书店正逐渐完成深度转型升级。

2016年，上海三联书店拓展到北京，在北京回龙观腾

讯双创社区，与微言传媒联袂打造上海三联回+书店，本着

“为美好而来”的初心，竭诚为读者服务。2017年，上海三

联书店以文艺的名义，来到宁波，上海三联书店·筑蹊生活

开张，以3000余平方米的大空间打造了一个时尚的艺术空

间，为宁波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再添文化新地标。2018年12

月，上海三联书店READWAY在北京开业，坐落于北京朝

阳大悦城9层，集文化、艺术、社交于一体，面积近3000平方

米；同月，上海三联书店READWAY在上海新天地PLAZA

开业，以艺术与时尚相结合为主题。

百新书局的前身为徐鹤龄先生于1912年在上海福州

路创立的“百新书店”，曾经发行过张恨水先生的《啼笑姻

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新书店更名为上海百新文

化用品公司，专营文化用品，并被授予“中华老字号”称号。

2007年，建立了“百新文具馆”这一连锁品牌。2008年末，

与安徽皖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同期又以中标的

方式成为江苏凤凰新华文具连锁合作商，将经营地域快速

扩展至安徽、江苏两省。至今，已经拥有北京、上海、江苏、

浙江、安徽、山东、山西、内蒙古等省区市的200余家门店。

2016年，百新恢复“百新书店”经营品牌，并更名为“百新书

局”，产品除文创外，增加图书销售和文化活动空间运营，致

力于成为都市人群新文化生活方式的平台。

目前，上海百新文化用品有限公司已形成了新旗舰店、

百新店中店、百新书局、线上店四大部分，经营8万余个品

种的文化用品及图书，2017年完成销售3亿元。百新的扩

张模式，除了开设由自己专营的百新书局、百新文具馆旗舰

店、线上店外，最初与浙江、安徽、江苏新华书店合作的方式

是在新华书店店铺内开设百新店中店，文具和图书泾渭分

明，最近这一模式正在改变。2018年4月21日重新装修开

张的昆山新华书店，在百新的参与下，设计风格更加时尚，

而卖场中图书和文创融为一体，员工由百新进行培训，开业

一个月，销售增加10万元。这种模式更加突出“融合”的特

质，将百新优秀的经营模式融入新华书店，受到业界关注，

受到了苏州观前街新华书店等传统书店青睐。

上海要打响文化品牌，“码头”、“源头”，一个都不能

少。只有做活、做深源头，才能做大、做强码头。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依

靠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政策的鼓励和支持，孕育滋润着本

土书店，吸引着全国各地的连锁书店来投资，带来了各种新

概念书店、新生活方式书店、新空间书店，与本土实体书店

同台竞技；本土书店也不断向外扩张，带去上海实体书店的

海派、开放、融合等等文化特质，如此良性循环，彰显“上海

文化”的历久弥新，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凝聚力。

上海古籍社：国学精粹添新篇 大家小书见真知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逛书展已经成为上海

市民消夏生活的一部分。上海书展举办十余年，

人们读书的热情丝毫不减。随着越来越多新概念

书店的兴起、各种民间读书会的举办，读诗书的人

群正在慢慢扩展，传统文化向人们日常的生活又

跨近一步。

爱好古典文学的人都熟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

“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这套丛书从出版第一册到

最新出版的《萧绎集校注》和《辛弃疾词校笺》，共

出版140多种，历时60余年。许多人是“看着这套

书长大”，也“捧着这些书老去”的。

今年上海古籍社的“经典库”里又添新品：三

十巨册、为世界最长史诗正本清源的《格萨尔文

库》，两百多万字、摸清家底的《中国少数民族家谱

总目》和《中国少数民族家谱通论》，清代诗学文献

汇编工程的首批成果《清诗话全编》的顺康雍卷，

著作等身的民国经学大家唐文治先生的全部文

集，汇集明代岭南大儒陈白沙全部文献的《陈献章

全集》，历时6年、弘扬海派文化、包含大量中外古

今书籍资料的四巨册《民国上海通志稿》，体现考

古新成果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新入藏墓志》和再

现丝绸之路珍稀文物、印刷精美的《俄藏龟兹艺术

品》，可谓“囊括国学之精粹，汇集往圣之绝学”的

出版大年。

在传统文化的普及方面，上海古籍社也走上

了一条“让名家亲近读者、使学术不再深奥”的“轻

学术”之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女教授衣若芬

的新著《书艺东坡》是一本有趣而好读的学术书，

作者通过“文图学”的全新视角，选取了苏东坡富

有代表性的书法作品：题跋最多的《天际乌云帖》、

评价最高的《黄州寒食帖》、内容最为玄妙难解的

《李白仙诗卷》、尺幅最长的《洞庭春色》《中山松

醪》二赋合卷，以及临终前数月写成的《答谢民师

推官论文帖卷》，再加上现存最古老的南宋东坡诗

集编年注解——《施顾注东坡先生诗》，串起了苏

轼在杭州、定州、黄州和岭海的故事。《中国古代纪

时考》是北大教授张衍田多年来研究、讲授古代纪

时问题的最终结晶，它将天文历法学的知识深入

浅出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既反映了古代人从纪日

到纪年的时间认识过程，也合乎现代人学习了解

古代纪时方法的客观规律，薄薄一本，是普及文史

知识的料真货足的“大家小书”。

继去年林梅村教授的《观沧海：大航海时代

的文明与冲突》入围年度“中国好书”之后，近年

来思想活跃的史学家们的学术随笔集成了出版

社聚焦的选题，西域这片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土地

也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清华大学沈卫荣教

授的新著《大元史与新清史》围绕元明清王朝的

历史聚焦点，展示史家眼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揭开被误解的藏传密教的真实面貌；而另一本专

著《回归语文学》则尝试通过研究黑水城出土汉

文、西夏文佛教文献，吐鲁番出土畏兀儿文佛教

文献和元、明两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寻找和确

定这些文本所依据的藏文原本，最终来重构 11~

15 世纪藏传佛教在中原和西域地区传播的历

史。另外，美国塔夫茨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许曼

的《跨越门闾：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以其独

特的女性视角，为中国古代社会性别史研究开辟

了一片新天地。

今年书展，上海古籍社还准备了一批装帧精

美的艺术类图书，有通过插页设计、巧妙体现变脸

民间技艺的《清代西部皮影图录》；有裸脊装订、用

书法笔意绘花鸟万物用散文笔调释读尔雅的《温

文尔雅》；还有清代孙温花了36年绘成的国宝级

红楼梦画册《梦影红楼》的经折版。

上海古籍社今年书展的活动对于诗词爱好者

和书法爱好者来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盛筵：既有

唐宋文学研究大家陈尚君教授和周裕锴教授的

“唐风宋韵：漫谈唐宋诗”的对谈，又有诗词大会命

题人方笑一教授等“唐宋诗词散文品读书系”的首

发会，还有上海文史馆诗词研究社社长曹旭教授

的“中国十九个最美的诗歌模特儿——《古诗十九

首及乐府诗选评》”的讲评会；既有书法名家沃新

华先生的书法论著集的签售会，又有文人书法家

钱汉东的名胜题刻选《江山胜迹》的推介会，还有

用魏碑体写意的青年画家沐斋的“从苏轼的覆盆

子到蔡襄的林檎花”的讲座。喜欢哲学的读者还

可聆听陈嘉许教授的“禅解红楼梦”。

绿树阴浓夏日长，正是读书好辰光。上海书

展等您来，上海古籍社的经典好书等读者来。

（张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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