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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而营业时而歇业

高校实体书店日子不好过

在西南大学禾丰楼教职工食堂背后，有
一家时而开门、时而歇业的书店。这家名为
金明书馆的书店，迄今已经开了10个年头，
主要经营一些文史哲类的新书，以及不少上
世纪80年代出版的旧书。

书店临街，面积约有70平方米。近日，
记者来到这里。据书店经营者林祺祥介绍，
书店最早生意还不错，但网购普及以后，来店
里买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同与日俱增的房租
相比，书店经营不堪重负。

为缓解压力，书店现分租了一半面积给
一家照相馆使用。事实上，剩下的一半空间
大多数时间里成了林祺祥的一间书房，除聊
天会客外，也偶尔举办讲座，西南大学的老师
会来这里讲一讲中西方的文学哲学经典。

记者走进我市主城区多所高校了解发
现，除了金明书馆这样处于半歇业状态的书
店外，高校民营实体书店还包括不时“闪现”
的二手书店、以销售教材为主且正常运营的
小型书店。

重庆大学的周浩同学告诉记者，每年2
月、3月、9月、10月，校内就会集中“闪现”一
批二手书店。这些书店平日可能是餐饮店或
者复印店，但每当开学季来临时，它们就会

“变身”为“兼职”书店，将店铺的部分面积用
来摆放二手书籍，其中以回收的二手教材为
主。“当大家购买得差不多时，这些书店又会
自动消失，经营其他商品。”周浩说。

而在重庆交通大学江津双福校区图书馆
外、重庆师范大学沙坪坝校区门外，均各有一
家小型民营书店。它们以销售教材、考试资
料等为主，已在学校开设多年。两家书店因
其便利的地理位置，吸引学校师生进店买书，
虽然受到网购的冲击，但仍能维持每日正常
运营。

除民营书店外，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高校
实体书店还包括图书馆书店以及出版社书店
两个类别。

开设在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内的书店，
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学校师生
入店浏览，书店以考试用书、教材为主，经营
品种单一，规模较小。

重庆大学拥有两家颇具规模的书店，均
为重庆大学出版社书店分店，由重庆大学出
版社经营。这两家书店分设在重庆大学A区
和虎溪校区，位于A区的叫重大书店，位于虎
溪校区的叫问梅斋。

走进重大书店，一楼100多平方米的空
间里，一半摆放着高校教材、学术专著等各类
图书，另一半的区域陈列着重庆大学的各种
徽章、T恤、水杯等文创产品，靠窗一侧摆放
着木凳，供读者使用。

书店的二楼是一家咖啡馆，前来购书的
人可在此进行阅读。同时，咖啡馆还为师生
们提供场地，进行读书分享会等活动。

“重大师生可以办理书店会员卡，享受购
书优惠。”重庆大学出版社书店总经理滕云介
绍，书店的读者主要是学生、教师和重大校
友。学生在这里购买教材以及课外读物；教

师在做学术研究、专著时，需要查阅大量资
料，而在校内且有正规版权的出版社书店便
成为他们常来的地方；重大校友则可以在这
里购买重大文创产品留念。

买书选择网购，借阅选择图书馆

实体书店在学生中认知度不高

“书店的生意不好做，为了维持生计，本
人也另有职业，书店作为兴趣还保留着。半
歇业状态已经有两三年了，平常上班时候书
店不开门。”在金明书馆，林祺祥告诉记者，近
日，他在网上发了一条帖子寻找书店经营合
伙人，帖子发出已经近1个月，还没有人前来
咨询。

“从卖方来看，高校实体书店与校外实体
书店一样面临着相同的困难，那就是成本问
题，其中的核心是房屋租金。”滕云说，对于重
庆大学出版社的两家高校实体书店，校方给
予了很大支持。虎溪校区的问梅斋校方免了
房租，A区的重大书店房租也给予了优惠。

尽管如此，这两家高校实体书店的生存
状况依旧不乐观。滕云说，一些民营书店在
生存压力下，卖起了成本与售价同样低廉的
盗版书，这对于出售正版书籍的出版社书店
来说，无疑是个不小的冲击。

从买方来看，记者在我市多所高校的随
机采访中了解到，绝大多数同学买书会选择
网购，借阅图书会选择校内图书馆，校园实体
书店在学生中的认知度并不高。

重庆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刘静刚入
学一年，这一年她在问梅斋买过一本教辅材
料。刘静坦言，学校里的书店对她而言最大
的意义就是购买教辅材料。她告诉记者，自
己平时会看一些文史哲方面的书籍，“但这种
书在网上买就可以了。”

重庆师范大学2016级经济管理学院学
生张子涵表示：“我们一般想买书了，会去大
学城的西西弗书店转一转，更多的时候会选
择在网上购买。”

也有同学提到图书馆对书店的替代。四
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2017级学生赵墨涵就
表示，学校的图书馆一直都面向学生征集意
见，需要图书馆采购什么书都可以直接反映，
而且图书馆规模大、历史长、存书丰富。“自己
如果需要查资料，一般都选择去图书馆。”

西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学生孙颖告诉
记者，学校周边有一些二手书店，再加上网上
基本能买到需要的书籍，所以没有校园实体
书店并不会感觉特别不方便。

《意见》给出了指导和扶持措施

高校实体书店未来可期

买书可以网购，看书可以在图书馆借阅，
那么高校校园实体书店有存在的必要吗？

“校园实体书店是高校重要的文化设施
和文明传承的载体，在传播先进文化、推动全
民阅读、建设书香校园、促进学生全面成长成
才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精典书店创
始人杨一表示，高校作为文化传播的主阵地，
校园实体书店的存在非常必要。大学里的实

体书店具有象征意义，是一种文化的符号，体
现着一所高校独特的文化气息。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米加德表示，
公共图书馆的功能是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
和存储，以及为读者在此空间提供查阅、借阅
服务；实体书店的功能是提供阅读产品或服
务的购买和体验行为，以及基于此的思想传
播、文化普及和读者联系。

“传统图书馆与读者的交流一般以馆内
展架或者橱窗展示为主，缺乏与读者面对面
的互动交流。”米加德说，相比于图书馆，高校
书店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性更强，它可以为读
者提供轻松、自由的阅读氛围；同时，还可以
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如阅读沙龙、新书签
售、书画策展、手工课堂、茶艺咖啡课程等人
文活动。

那么，高校实体书店该怎么建？教育部
印发的《意见》指出，高校应积极引导和支持
校园实体书店在经营模式、空间布局和环境
营造方面科学调整，打造特色鲜明的校园文
化空间。

这方面，外地的高校实体书店已经走在
了前面。2019年年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打造的独秀书房，在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主
办的“2019中国书店大会”上荣获中国书店
年度致敬3个奖项，成为创新文化服务、探索
书店建设新模式的一个新尝试。

广西师大出版社集团董事长黄轩庄表
示，经营独秀书房，最大的体会是找准
校园实体书店的定位，优质的校园书
店首先应该是一个专业的阅读空
间，既要有高品质的读物也要有高
品位的阅读环境。最关键的是，
还必须要有丰富的文化体验、
文化消费、文化创新的生产
供给传播体系与平台。

对此，杨一建议，高校实
体书店应不断加大优秀出版
物供给，发挥传播先进文化阵地
作用，采购提高师生专业知识和
综合素质的优秀出版物。同时，要
注重发挥实体书店文化体验空间的
作用。

此次《意见》的出台，还对高
校实体书店的建设给予了具
体的指导和扶持措施：各高
校要积极提供便利条件，从
场地租金、水电费等日常
运营费用方面对校园实
体书店给予必要的减
免优惠，根据实际情
况在设备设施投
入方面给予一定
的支持。

“教育部
发文后，我觉得
学校的重视程度
会提高。”滕云说，相
信学校在扶持力度上
将会有一些新的突破。
他建议，各个高校应该建
立一个部门专门负责高校
书店的统筹建设，让高校实
体书店的建设顺利一些。

对于困扰正规书店的盗版书问题，《意
见》指出，各地各高校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
强对校园实体书店的监督管理，引导校园实
体书店完善诚信体系建设，坚决打击侵权盗
版、制售非法出版物等违法违规行为。“这对
于净化出版市场，推动高校实体书店的建设
起到了保障作用。”滕云说。

“高校书店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好的高校书店是学校一张亮丽的名片。”米加
德表示，2020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将在
西南大学建成一家上千平方米的书店，并为
在校大学生提供一定数量的勤工俭学、实习
实训和创业机会，将图书展示、阅读、销售与
学生生活服务深度融合，共同打造校园书香
生活产品和环境。

□本报记者 王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独秀书房

2016年10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实体书店——独秀书房的第一家地面店
在玉林师范学院落户。学生在这里除了
买书、读书、讨论、交流、上网外，还能当
兼职的书房售货员。

截至2019年10月，3年的时间里，
通过高校出场地、出版社进行建设及运
营的合作方式，独秀书房已建成13家实
体书店，遍及桂林、南宁、柳州、玉林、梧
州、贺州6个城市的10所高校，总经营面
积超过4000平方米，图书品种10多万
种，辐射上百万师生和市民群体，成为颇
具社会影响力的“人文实验室”。

博库书城徐州工程学院书店

博库书城徐州工程学院书店自2017
年4月营业以来，已逐渐形成“阅读学习、
展示交流、文化沙龙、师生活动、专题培
训和学术体验”为一体的校园书店。这
家建筑面积260平方米的书店，不仅卖
书，还经营文创产品、点心、咖啡和茶。
最为特别的是，书店开在学校的图书馆
里，由出版社、专业书店以及学校三方
共同开办。而这种出版社助力、借鉴实
体书店经验、结合高校优势开办高校书
店的做法，已成为中国高校校园书店的
优秀案例。

厦大出版社南强书苑

厦门大学出版社南强书苑坐落在厦
门大学校内，是厦门大学出版社全资子
公司。南强书苑结合图书、校园文创、咖
啡文化等，采取多元化经营模式，实现自
身转型发展、创新文化服务、丰富校内文
化阅读活动。转型后的南强书苑，重点
打造各种阅读活动，多次举办阅读分
享会、名师讲坛等一系列阅读活动，
逐步发展为读者心目中的厦门大
学“文化阅读会客厅”。

华东理工大学陇上书店

陇上书店2018年开业，是一家由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门市部化工书店
升级的高校书店。书店总面积 188平
方米，设计师营造了白色的通透空间，
获得了学生、老师和周边居民的喜爱。
店内陈列图书品种超5000种，册数超
过2万册，以科学和人文类图书为主要
方向，同时涉及历史、艺术、生活、美学
等多种图书。此外，书店还经营咖啡和
文创产品。

现在的陇上书店既是华东理工大学
的书店，同时也是凌云社区的社区书店，
还是出版社的读者门市部，是一个多元
化的平台。书店内现在每年举行50至
100场文化活动，既有教授学者开设的专
业讲座，也有联系社区居民的亲子活动，
获得了广泛欢迎。依托出版社的资源优
势，该书店经常举行新书发布会。

外地高校书店
优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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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实体书店路在何方
前不久，教育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支持高校校园实体书店发

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各高校应至少有一所图
书经营品种、规模与本校特点相适应的校园实体书店，没有的应尽
快补建。《意见》还提出力争到2020年底，在全国打造一批独具高
校特色的“校园智慧书店”。

近年来，受电商和数字阅读冲击，不少校园实体书店因经营困
难倒闭或搬离学校。重庆高校实体书店的生存现状如何？高校实
体书店对于校园文化的建设，推广全面阅读将起到怎样的作用？
高校实体书店又该怎么建？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就此对我市多
所高校进行了调查采访。

□本报记者 王丽

◀实
体 书 店 体

现着一所高
校独特的文化

气息。

◀重师校门外
的小型民营书店。

▲重庆大
学A区的一家
二手书店，出
售的书大部分
是教材。

◀处于半歇业状
态的金明书馆。

◀▲重庆大学A区重大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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