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秀新品牌

北京新华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幽默书店
重庆永众文化传媒（重庆购书中心）·新山書屋
福建新华书店·悦读驿站
吉林新华延吉市公园书店
江苏凤凰新华淮安市分公司清江浦书房-24小时书房
江西新华广信区分公司木言者书店
宁波市新华书店天一书房
宁夏吴忠市新华书店“悦享品读”
青岛书城思享空间文化定制
陕西新华“中国首家汉文化主题书店”汉中书城
深圳出版集团深圳市书城文化投资控股桃源之光书馆
浙江上虞新华书店“书邻”

优秀商超店

福建省福州市新华书店世欧天虹书店
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新华书店龙里县新华书店
海南新华书店百汇城书店
河北衡水啡页书咖怡然城店
江苏凤凰吴城分公司吴中书城
宁夏新华书店红寺堡分公司城市书吧
青岛市崂山区新华书店涵泳·复合阅读空间
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济宁分公司永润广场店
宁波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高鑫广场店

优秀校园店

北京外研书店北外店
重庆新华传媒云阳实验中学店
内蒙古乌海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墨韵书屋
海南省文昌中学校园书店
河南省三门峡市外国语高级中学尚书房店
湖南衡阳市至知书屋校园书店
江苏凤凰新华凤凰国际书城分公司凤凰·南邮印象
内蒙古通辽职业学院校园店
宁波市鄞州新华书店悦读时光姜山中学店（堇南书苑）

山东新华历城二中校园书店（博雅书吧）
山东新华书店集团山师附中校园书店
山西新华长治市新华书店沁源分公司沁源一中校园店
深圳简阅书吧深圳大学店
云南新华丽江一中校园书店

优秀社区店

安徽新华滁州新华书店蓝天西区店
重庆新华传媒米兰小镇店
大连市新华书店湾里街道书吧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厦门鼓浪屿音乐书店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华书店锡林南路店
江苏凤凰新华泗阳分公司凤凰书苑
江西新华南昌市分公司青云谱新华书店
江西新华余干县分公司广场悦读吧
山东文友书店开元店
山东新华运河书屋仙营店（旗舰店）
山西新华书店集团太原老军营悦享书房
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新华书店日月光店
四川文轩轩客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镋钯街书店

优秀运营团队

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有限公司三层文化教育部
重庆新华传媒有限公司沙坪坝书城团队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漳平新华书店亲子阅读运营团队
海南凤凰新华澄迈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团队
海南凤凰新华三亚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团队
河南省郑州市新华书店综合办公室
湖北武汉新华书店股份有限公司清源书店团队
江苏凤凰新华姜堰分公司运营团队
沈阳玖伍文化城营销策划部
内蒙古赤峰小木屋运营团队
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滕州分公司运营团队
山西新华书店集团图书大厦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团队
山东文友书店有限公司运营团队

（排名不分先后）

贵阳新华文渊超市（紫林庵店）装修升级前为贵阳市新华书店紫林庵

门市，建成于1993年。28年来，该店见证了贵阳市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也

见证了贵阳市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无数读者在这里阅读，体验精神文

化生活，它是贵阳人心目中一座不可磨灭的精神文化地标。这次空间环境

的营造，既要传承好与这座城市的文化情感，更要呈现出与这座城市未来

更加密切的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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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根植当地文化，以设计引领门店转型

升级？广西灌阳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经理刘

毅以“灌阳红色书店”为例进行了分享。据他

介绍，“灌阳红色书店”在招牌、背景墙、室内设

计制作方面合理利用红色元素，例如邀请灌阳

籍中国美术家协会原副主席、著名画家黄格胜

题写店招，展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

败后，红一方面军战略转移示意图》真迹，制作

巨幅红军“抢渡湘江”浮雕及长征经典故事，设

立红色文物陈列室，展陈红军长征时期在灌阳

的一些珍贵文物、图片资料，充分展示了灌阳

地域文化特色，还专门培训了两名兼职“红色

讲解员”，开展红色文化传承活动。值得关注

的是，转型升级后，该店还增加电子产品、文创

产品、新潮玩具、VR影院、咖啡奶茶以及正在

筹备红色旅游产品等项目。

10年前，受到电商和电子出版物的冲击，

钟书书店关闭了9家门店。2013年，钟书书店

实现了完美蜕变，即钟书阁诞生，并以“连锁不

复制”的形式落户全国各地，截至2021年9月，

上海钟书实业已在全国开设 30 余家钟书阁。

在钟书连锁部门店负责人陶舒婷看来，当下书

店的门店建设与运营需从多方面入手，即多元

化文化空间打造、多元化活动服务开展、多元

化经营模式探索以及重组图书采购部门，应对

不同消费者需求，做出积极改变。

除了关注门店自身改造外，对政策的运用

也是提升门店绩效的有效方法之一。今年以

来，“双减”政策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书店如

何切入？北京体之杰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关琳以“‘双减’之机，足球启蒙（托

管）班如何与书店更好契合”为题，为书店多元经营提供了

创新思考。他认为，可利用书店现有店面空间设立足球启

蒙班，搭建青少年足球自主学习、娱乐与交互综合场所，用

新华书店的“文化”，带动足球运动的“教育”，赋能素质教

育体系的延伸发展。

实操教学
让“书店+”开启运营新局面

当下，新潮的“书店+”玩法越来越多，从环境升级改造、门

店设计到多元业态、跨界融合，阅读、生活、美学、娱乐等多元

化的服务体系成为众多实体书店的“标配”。值得关注的是，

近两年兴起的“剧本杀”也开始在书店出现，“书店+”有哪些更

多可能？

2020 年 5 月 16 日，嵊州市新华书店微信公众号发布

《化茧成蝶——告别老新华书店》一文，宣布嵊州书城搬迁

及新书城开业消息，阅读量达3.2万余次，让嵊州书城一开

业就火爆了朋友圈。据浙江嵊州新华书店总经理求超平

介绍，新书城以“书店+”模式进行了初步探索。其中，一楼

设置舞台区，适合讲座、读书分享、演艺、比赛等100人左右

的活动；二楼的活动场地适合课堂教学、生日会、茶歇、私

密聚会等30~50人的活动；三楼引进优贝乐儿童早教中心；

四楼引进冠恋舞蹈、FOURFLOOR咖啡艺术空间。同时，

书店创新营销活动，推出小书房自习室、画展、书法展以及

书店里的集市——美好生活市集等。

2019 年12月，湖北外文书店装修升级项目顺利投入

使用。开业后，新外文书店以丰富的产品、精彩的活动、完

美的体验吸引了社会广泛关注。据湖北省外文书店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黄鹂介绍，外文书店从空间、体验、业态、

服务等多方面升级，以内容运营模式为主体，体验式运营、

场景化运营、社群式运营为辅助，以“文化+体验+商业”为

定位，由经营商品向经营品牌、经营文化转变，主要以文化

产业带动餐饮美食、潮流生活、娱乐休闲、留学服务、儿童

业态五种业态共建融合的一站式城市文化生活新空间。

让书店有所不同，怎么区别差异化？新阅读文化｜無

料书铺创始人张潇认为在于阅读服务方式、阅读服务场

景、内容编辑逻辑以及内容呈现方式。“让书店说话”，从内

容编辑组合、活动呈现表达、互动角色转化入手，让用户在

不同渠道帮助书店发声。

近年来，河北衡水市新华书店完成了11家中心卖场的

升级改造，建立了25家高品质校园书店，编织了涵盖14家

农村发行网点的延伸服务网络，打造了3家品牌商超书店，

探索拓展了社区书店、监狱书店、24小时自动售书柜等网

点运营。据河北衡水市新华书店深州分公司经理谢亚东

介绍，短短几年，在提升颜值、突出主业、文化聚力、服务延

伸的同时，实现了门店员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干事创业

氛围焕然一新，内部管理与外在形象焕然一新，经营模式

和盈利水平焕然一新，使新华品牌逐渐成为当地一张闪亮

的“文化名片”，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步提升。

当“剧本杀”与书店相遇，能擦出怎样的火花？内蒙古

新华书店策划部副部长刘政从优、劣势分析了书店与剧本

杀是否相配的问题，优势包括活动质量高、场地成本低、人

员素质高、客群范围广以及融合方式丰富；劣势在于活动

频次不足、时间成本高、环境代入感不足、客群针对性不强

以及操作难度大。书店与“剧本杀”的融合方向，可从活动

形式开展、业务形式开展以及与“剧本杀”工作室合作；其

获客渠道包括社交媒体，小型党建、团建、聚会以及回头客

等。“我们也在探索中不断找寻书店与剧本杀是否合理匹

配，目前依然在探索的路上，至少在这项工作上，我们与其

他书店同仁一样，都还在入局的过程中。”

（上接第22版）

《叙事人生：小说精读课》教你成为讲故事的高手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广州出版社出版的《叙事人生：小说精读课》上市，该书作者是北京

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师李杭媛。书中精选了若干古今中外小说，从曹雪芹的《红楼梦》、雨果的《悲惨

世界》，到卡夫卡的《变形记》、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再到奈保尔的《米格尔街》、石黑一雄的《远山淡

影》等，以介绍小说的叙事技法为目的，精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段落，并从叙事、语言、写实的人物、象

征的人物、情节逻辑、情节动力、场景和氛围等八个方面深入地拆解，剖析故事背后的叙事技法，并通

过与传统小说的对比，揭示现代小说在运用技法上的突破与创新，帮助读者轻松找到熟练掌握叙事

技法的密码。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评价道，《叙事人生：小说精读课》以古今中外多部经典小说为案例，

细致地揭示出了小说叙事和形式经营的多种技艺，作者把深奥的小说技巧分析融化在一个个生动的

故事解析当中。这是一本像讲故事一样揭秘小说本质的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表示，《叙事

人生：小说精读课》不仅是对上面这个习惯性误解的纠正，也邀请我们一起学会做一个好读者，学会

尼采意义上的“正确阅读”。它让我们相信，阅读本身就是一门值得认真切磋琢磨的有趣艺术。

据悉，《叙事人生：小说精读课》于今年10月中旬在当当、京东、线下店铺等渠道全面铺货。 （伊 璐）

《叙事人生：小说精读课》李杭媛著/广州出版社2021年10月版/48.00元

紫林庵店的升级改造由北京凌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打造，从文化的美力、精神的魅力着手，以“红色

文化，双翅翱翔；宽怀环抱，同丰羽翼”为主题，对主

体、布局、结构、业态进行了全面设计与升级。改造

后的新华文渊超市（紫林庵店）上下两层共 2600 平

方米，是贵州全省首批17家新华文渊超市的旗舰示

范店。开业以来，书店注重增强文化服务，推进体验

式、多业态经营，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文化购物服

务，更好地满足其精神文化需求。

重新构建人和场的新关系。此次改造中，我们

将人作为核心主体，通过书籍、文创、各类活动将人

与人连接，用人文精神和思考串联每个人的心跳、

空间的场，把其作为承载着一系列反应的载体，形

成人和场的关系，通过新的场景、新的体验和新的

空间，从而产生各种各样有趣的连接。例如将楼梯

与书店空间有机结合，利用承重柱将周围包裹成书

架，形成有效的展示空间；增加书店中心位置的线条

感和设计感，丰富消费者的观感；将部分图书空间进

行改造，增加阅读空间，提升消费者在书店的参与

感；不同区域的书架进行主题区分，通过屏风式的半

遮挡设计，将图书区域与阅读空间隔开，增加空间独

立感。

运用互联网思维，全方位升级运营系统。新华

文渊超市（紫林庵店）充分结合地域及自身特点，在

硬件升级的基础上，以互联网思维结合实际，在导购

系统（自动导购机）、营销系统（中金系统）、收银系统

（自助收银机）等进行升级创新。网络平台的运用，

更加符合读者的消费习惯，也更好地进行精准顾客

画像，为其提供精准服务。

六个统一引入多样业态，打造文化事业发展新

平台。新华文渊超市（紫林庵店）采用“六个统一”，

即统购统配、统一打造、统一标识、连锁经营、统一核

算、统一管理的方式，优选了系列产品、培训机构及

自营咖啡饮品等进入超市。目前，该店 50%面积用

于多元业态，目前已有优学派、读书郎、步步高、新岱

文具、科大讯飞、24 小时咖啡等 10 余种多元产品入

驻，将图书和文化休闲阅读（休闲茶吧）、文化沙龙、

少儿天地文创、文化数码售卖、文体用品以及贵阳文

化旅游城市展厅等业态进行有机融合。

举办特色文化活动，激活城市文化场所。新华

文渊超市（紫林庵店）开业 4 个多月以来，举办多次

朗诵比赛、快闪舞蹈、手工制作、读书分享、艺术展览

等活动，线上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活动消息，线下通

过张贴海报和分发活动手册的形式招募读者，多渠

道宣传，以活动带动销售，以图书带动联营，通过打

折、书券赠送、积分兑换、书卡奖励等营销方式，在

“创新经营、悦享文化、服务读者”的基础上，不断提

升门店整体销售业绩。

全面提升人员管理与人才引进。做好书店运

营，人才是关键，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实体书店运营

模式，公开竞聘选拔懂门市管理、了解图书运营流程

的管理人员，改变管理模式，实行楼层管理，精简台

长设置，最大程度释放人员充实至一线。同时，加大

对新进人才的培养，开业前公开招聘的一批高素质

青年人才，对新华文渊超市（紫林庵店）在文化沙龙、

全民阅读等活动策划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自

今年 6 月开业以来，书店策划开展大中型活动 10 余

场，参加人数上千人，得到了参与者的普遍好评。

从经营书店商业空间到运营城市文化场所
——贵阳新华文渊超市（紫林庵店）的运营实践

■何明玥（贵阳市新华书店营销负责人）

最IN校园店

安徽新华前言后记合肥师范学院店

重庆新华传媒开州新华书店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安溪培文中学校园书店

甘肃张掖新华书店张掖中学校园店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珠海新华书店京师品阅分店

广西宾阳县新华书店丰山书院

海南侨中新华书店

河北唐山市新华书店遵化分公司一中校园店

河南省新乡市新华书店尚书房（十中校园店）

湖北新华倍阅·樱园店

湖南省新华书店长沙市分公司惟一书屋

吉林长春市新华书店“博雅书苑”开放阅读空间

江苏凤凰新华铜山分公司江苏师大敬文书店

江西新华上饶市分公司上饶师范学院悦读吧

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蒙新图书连锁团团书屋

山东文友书店英中店

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淄博分公司淄博实验中学校园书店

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晋城凤城中学校园书店

上海新华传媒连锁公司新华书店书香视觉店

西安市新华书店“新华拾光”品阅铁一中

云南红河卫生职业学院书香荷韵校园书店

浙江温岭市新华书店市二中“问渠”校园书店

宁波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工商学院店

格调社区店

北京图书大厦有限责任公司亚运村分店

北京外研书店四季青店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惠州新华书店东坡书房

广西桂林市新华书店象山书房

河北承德市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双滦社区店

河南新华尚书房花园路店

河南周口沽读书廊

湖北新华崇阳县书邻小境·大集公园店

湖南蓉城书屋翡翠店

江苏凤凰新华昆山分公司玉山书房西城后街店

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腾飞路店

宁夏新华书店闽宁镇店

山东新华书店集团荣成樱花湖门店

山西新华书店集团长治襄垣分公司东湖公园书店

深圳简阅书吧-中山公园店

云南新华曲靖麒麟城市书房

浙江温州市新华书店沁书集

卓越运营团队

安徽新华六安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市场运营部

甘肃省新华书店营销团队

广东荟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团队

广西来宾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来宾书城团队

河北衡水市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团队

河南省新乡市新华书店策划部

湖北新华枝江市分公司枝江书城直播团队

湖南新华衡阳市新华书店运营团队

江苏凤凰新华无锡分公司运营团队

内蒙古新华书店运营团队

宁夏石嘴山新华书店运营团队

青岛新华书店企划部

山东新华寿光分公司寿光书城运营团队

山西新华书店集团阳泉有限公司业务团队

深圳书城龙华城实业有限公司运营团队

新华文轩宜宾中心店运营团队

云南省普洱新华书店有限公司西盟分公司运营团队

浙江杭州市新华书店庆春路购书中心运营团队

宁波象山新华书店“三余时光”文化社团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古籍书店文创小组

优 秀 名 单
优秀大书城

北京图书大厦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新华传媒有限公司沙坪坝书城

河南省郑州市新华书店郑州购书中心

江苏凤凰新华常州分公司常武购书中心

江西新华上饶市分公司上饶新华文化广场

青岛黄岛传媒书城

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山东书城

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购书中心

山西新华书店集团长治图书大厦

沈阳玖伍苑

深圳书城宝安城实业

优秀基层店

北京外研书店东升科技园店

重庆新华传媒有限公司南川新华书店

重庆新华传媒有限公司万州新华书店

大连市新华书店少年儿童书店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晋江书城

海南凤凰新华三沙凤凰书屋

河南信阳中心书城

湖北新华南漳县分公司

江苏凤凰新华邳州分公司建设南路店

江西新华玉山县分公司中心门市店

宁波市镇海区新华书店镇海书城

内蒙古兴安盟新华书店“枫叶文化主题”书店

青岛新华书店栈桥书店

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淄博分公司

山西新华书店集团临猗有限公司新华书店

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新华书店罗宾森店

深圳简阅书吧宝安党校店

深圳简阅书吧妇幼店

西安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钟楼书店

/ 论坛精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