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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光光中中的的 烟烟台台书书店店
走过十几年辉煌，他们依然坚守； 绘下一纸地图，书海任你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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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90年代的辉煌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社会各方
面都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文化市场
也不例外，也正是这个时期，烟台的
民营实体书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如雨后春笋般生根发芽。

泰隆书店的王文仲和瞭望书店
的苏海涛是烟台最早一批做图书生
意的人，谈起上世纪90年代的黄金时
期，王文仲感慨万千。上世纪90年代
初期，王文仲的父亲和苏海涛的父亲
分别开始在文化宫附近和解放路做
图书报刊的零售生意，王文仲家的书
摊在市场里，苏海涛家租的店面紧邻
夜市，都是人流量非常大的地方。最
早的时候，几乎只有报纸和杂志，王
家的书摊，仅报纸的零售利润，就可
以支付摊位费用。

苏海涛说：“我们家进的电视报，
摞起来有一人多高，故事会也有六七
十本，当时很畅销。”每到夜市，苏海
涛的父亲就在店面门口摆起3米长的
书摊，“每天晚上都围得满满，都在买
书和杂志。那时候种类少，买的人多，
一晚上甚至能卖两三百块钱。”

1995年往后，书开始多了起来，
但做个体书刊零售的，有一百种书，
就算很齐全的了。

“那时候人们特别爱看书。”王文
仲说，有一个经常到他们家买书的
人，后来在搬新家之后找到他说：光
是我在你这里买的书，就装了半车。
而过年的时候，一天的营业额甚至最
高达到2000元。

受父亲的影响，王文仲和苏海涛
也都与书结缘，并在成年后接过了父
亲的生意。王文仲后来在二马路开了
家书店，苏海涛家则将店面换成了比
较大的店铺，并一直经营至今。

苏海涛说：“当年在我父亲这里
买书的朋友，现在已经长大了，领着
孩子在我这里买书看。我现在一直坚
守着，一方面我自己很喜欢书，也希
望给孩子一个好的成长氛围；另一方
面，真的舍不得这两代老顾客。”

1997年，因为租金太高，王文仲
在二马路的店不得不歇业。1999年，
王文仲买下了现在位于文化宫后街、
当时还是临市门面的大约30平米的
商铺。而正是这笔1万多元每平米的
投入，让他免去了现在很多实体书店
备受困扰的高租金难题。

也正是在1999年，刘世栋的美文
书店开门纳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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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一家人文书店的坚守

实体书店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地
标。这是一句非常漂亮的话，但再漂
亮的话也难掩实体书店目前快速式
微的尴尬。

二马路国税局对面的美文书
店，在1999年进入烟台人的视野，到
现在已经积累了非常高的知名度。
2012年，烟台女婿陈宝国来烟探亲
时，曾来这里选过书；今年3月份，著
名相声演员杨多杰来烟台巡演的时
候也来过这里，并发微博称“作为职
业书虫，我从选书上就可以看出老
板的专心和用心”；此外，这里还曾
两次接待全国文明城市的检查。

“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
好事只是读书”，店主刘世栋挑出这
幅最适合美文书店氛围的瓦联挂在
店里最显眼的位置。上联最后一个

“善”字明显比其他字小，寓意“勿以
善小而不为”。从这幅瓦联的选择，
以及店内质朴严肃的陈设，可以看
出是刘世栋身上有很多人少有的谦
和、沉静和专注。

因为自己喜欢看书，索性就开
了一家书店，在这一点上，刘世栋或

许跟很多书店老板一样；但不一样
的是，这15年来，刘世栋的美文书店
始终以文史哲类图书为主，而且在
版本选择上十分严谨。文学作品首
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译
作首选上海译文、人民文学、译林。
书架上“中华书局”“三联”“广西师
范”这样的分类方式，也一定会让初
进书店的人感到惊叹和不解。

这样专注于文史哲类严肃图书
的书店，才是刘世栋理想中真正的

“书店”。但在现实中，这样的书店生
存得很艰难。刘世栋用过来人的口吻
讲：“没有未来。”因为，15年来，即便是
会员发展到两千多人，即便是有一批
书友可以每天一聚，也难以让美文书
店在历史潮流中独善其身。

刘世栋说，他开美文书店，最高
兴的事情，一是可以与书为伴，二是
可以与朋友为伴。这也正是他在经
营始终不见起色的现在，仍然坚守
的原因。但在美文书店迎来15岁生
日的时候，刘世栋很可能要“转型”
了，或者迁到一个偏一点的地方，或
者，封存进自己的回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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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美文书店是小资的：书
架上放了一溜茶具，包装精美的祁
门红茶也分外惹眼，晚上老友间的
龙门阵，也常常在书香和茶香的弥
漫中摆到华灯璀璨。

在烟台，没有一家实体书店是
只卖书的。茶、咖啡、杂志、教辅、音
像制品……都是书店里常见的销
售品，甚至说，书是书店里利润最
为微薄的东西。

2004年开馆的开发区科教图书
馆，在2013年11月正式更名为尔雅
图书陶瓷馆。重新装修、更名后的
这700余平米，不变的是图书借阅
区、销售区、特价区，变的是增加了
专营景德镇瓷器的陶瓷馆，借阅区
不再收取费用，只需像国营图书馆
一样交押金办理会员证。

“千年名瓷聚雅杰；万卷贤书
会知音。”门外的这幅对联，表明转
型后的尔雅成了一个小型文化综
合体。尔雅里不仅可以借书、买书，
还可以买到景德镇的瓷器、杂志教
辅、音像制品和应用软件等等。

去尔雅的那个下午，是工作
日，但仍能看见六七个人在借阅区

里安静地看书，有打扮时尚的年轻
人，也有步履蹒跚的白发老者。身
着青花瓷风格工装的员工，或者引
导借书者到借阅区看书，或者帮顾
客选购新书，或者，自己手捧一本，
静静地阅读。

“到周末的时候，借阅区里人
更多，还有小孩在里边写作业。”一
名员工说。虽然地处繁华的长江
路，虽然就在人流量很大的速8酒店
一楼，但尔雅却闹中取静，像一方
净土等候着爱书人的到来。

跟一般书店选择独立门头不
一样，连锁书店京广书城专门选择
开在购物商场里，莱山区永旺购物
中心二楼、芝罘区惠安小区振华量
贩二楼、福山区福海路振华量贩二
楼，以及将来的烟台大悦城内……
Mall里人太多，但这里图书种类丰
富、还提供桌椅和咖啡，绝对是一
个可以在购物间隙或者购物之后，
小憩、等人的好地方。

不管开什么样子的书店，只有真
正喜欢与书为伴的人，才能一直坚守
下来；也只有真正喜欢书的人，才会
像爱护艺术品一样爱护手中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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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手套，平整好薄薄的书页，
套上一层透明塑料袋，再包上一层报
纸，四角粘上厚纸板，再套上一层塑
料袋，最后装进信封，准备邮寄，这是
记者在一家旧书店里，看到店主邮寄
一本旧书的准备工作。

烟台的旧书店并不多，记者找到
的，只有东沟街的许晖书店、所城里
的红枫书店、花鸟宠物大街的烟台古
旧书店和东源阁书店。后三家旧书店
在地图上是查不到的，用邂逅来形容
绝不为过，能与之邂逅，也是记者的
荣幸。

我们常用“泛黄的书页”来形
容书籍的古老，而只有在旧书店，
才能切身感受到什么是泛黄、甚至
发黑的书页。在烟台古旧书店和东
源阁书店里，书架上摆放着大量的
旧书，烟台各地方志、《老照片》、老
医书、各种版本的毛选、口袋书、四

五十年前的杂志等等，甚至还有民
国时期的书。

有两位女店主都是因为各自爱
人喜欢看旧书而开了旧书店，进而自
己也喜欢上了旧书。在两家店里，都
可以看到很多旧书被套上了一层塑
料袋，“主要是防止顾客损毁。还有一
些特别旧的，或者是线装书，会用樟
脑丸保护。”古旧书店的蔡女士介绍。

在新书层出不穷的今天，一些伪
书、盗版、抄袭书也泛滥成灾，随便一
个人，只要掏出钱，总会找到出版社
为其涂脂抹粉，或者稍改字句抄袭翻
译一本外国名著，或者出一本古代经
典的新编、精选。

苏轼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
深思子自知。”旧书的韵味就在于没
有后人的肆意删改，在于能在泛黄的
书页中读出历史的沧桑，在于在千淘
万沥之后惊现的黄金屋。

品品旧书店的韵味

烟台市图书馆
地点：烟台市环山路2号，金沟寨立交桥东300米路南
介绍：烟台市图书馆始建于1956年，并于1998年迁至现址。目前馆藏各类
图书报刊等逾189万册(件)，三楼借阅室可办证借书，一次最多借阅2本图
书，借阅期为一个月，周四下午闭馆。办理借阅证需身份证、1寸证件照以
及100元押金。

开发区 文苑书店
地点：长江路和泰山路十字路口邻彩云城商业街路西
介绍：一进书店，满眼都是各色封皮的书籍，工具书、文
史哲、少儿读物等摆满了书架，就连书架顶上、脚下都是
一摞一摞的书。

开发区 尔雅图书陶瓷馆
地点：开发区长江路金河大厦对面速8酒店1楼
图书品类：各类、图书馆外借

开开发发区区

本报记者 刘高

连日来，记者“按图索骥”，走
访了开发区、福山区、芝罘区和莱
山区的60多家实体书店，得到了
上述的采访和感悟。虽不能说全
面，但也能稍现烟台图书发展的
些许片段，管窥烟台读书的好去
处，感受爱书人的执着和坚守。

实体书店的经营困境，是个
老话题了，也一定是大家能够亲
见，有切身体会的。我们没必要为
已然式微的实体书店鼓与呼，因
为不管是实体书店，还是网上书

店，或者是手机、互联网上的电子
书，最重要的是书，是文字，是阅
读，是在阅读时的沉静与思考。

看到网上书店有时甚至比
实体书店的成本还便宜的价格，
我们又何必强求人们进实体书
店买书呢，消费者以更低的成本
换来同样的书，从而更多地去阅
读，又何尝不是一件乐事呢。

我们应该回归到真正的阅
读上，而非网络上碎片化的阅
读、快速性的浏览。也许真正地
沉静下来，这才是真正的读书，
而不是“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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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福山山区区

芝罘区 烟台古旧书店、东源阁书店
地点：芝罘区花卉宠物大街路北
图书品类：各类旧书

芝罘区 三站图书市场、青华书店
地点：芝罘屯路和青年路交叉路口西400米路南
介绍：三站图书市场二楼和三楼，有约30家个体书店，再加上旁边
的青华书店，可以说这片区域是烟台各类图书最齐全的地方了。

芝罘区 六汇书店
地点：四马路烟台第一职业
中专西60米路北
图书品类：漫画杂志、文学等

福山区图书馆
地点：文昌街和城里街交叉路口
介绍：福山区图书馆目前可同时借阅2

本图书或3份报刊，借阅期为1个月。福
山区图书馆年内将搬迁到青龙山广场
的新址。

莱莱山山区区

高高新新区区

牟牟平平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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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刘高 片/本报记者 韩逸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图书市场蓬勃发展、灿烂
辉煌的时期。在这十几年里，中国图书出版业走向现
代化，图书作为商品，开始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在烟
台，一批人瞅准了充满活力的市场，投入到图书批发
零售的大潮中。“搞图书批发的，给个省长也不干；开
书店的，给个县长也不干。”当时流传的这句话，足以
印证图书市场之繁荣。

然而，随着近年来数字出版和新媒体的发展，人
们的购书习惯和阅读习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体
书店的发展每况愈下。民营实体书店关门的新闻更
是屡见不鲜，政府也不得不减税“救市”。

实体书店的经营困境，已然是个老话题，我们无
意于为实体书店的式微长歌当哭，只在4月23日这个
世界读书日里，分享一批爱书人对书店的坚守，献上
一份烟台当地的“书海”地图，呼吁大家回归阅读，回
归心灵的沉静与思考。

新华书店南大街购书中心
地址：南大街文化中心东首
介绍：总营业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烟台最大的书店，各类图
书、电子出版物十余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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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真正的阅读

请读书，不要只“看”书

芝罘区

美文书店
地点：芝罘区二马路
和解放路十字路口
东2 0 0米路南，国税
局对面
图书品类：人文社科

芝罘区

泰隆书店
地点：芝罘区文化宫后
街和文化宫西街十字
路口西20米路北
图书品类：漫画杂志、
文史哲、畅销书等。

烟台少年儿童图书馆
地点：大马路招商银行对面胡同南
行100米路东
介绍：少年儿童图书馆位于建于
1925年的烟台红卍字会旧址，双层
砖木结构，有3万多册藏书和上百
种杂志。

芝芝罘罘区区

福福山山区区新新华华书书店店

开开发发区区新新华华书书店店

开发区图书馆
地点：珠江路怡景天地西对面
介绍：周三下午闭馆。

刘世栋和他的美文书店

泰隆音像书店和它的女店员

除了烟台本地实体书店，我们还
选取了烟台人网购图书常去的十家网
上书店，让喜爱读书的您，无论线上、
线下，都能找到自己喜爱的图书。

当当图书book.dangdang.com

亚马逊图书www.amazon.cn

孔夫子旧书网www.kongfz.com

天猫书城book.tmall.com

淘宝网www.taobao.com
99网上书城www. 99read.com

博库网www.bookuu.com

京东图书book.jd.com

苏宁书城book.suning.com

文轩网www.winxuan.com

福山区 艺海书店
地点：福山区城里街新华书店对面
介绍：教辅为主，儿童读物、文学等均有，有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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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罘区

瞭望书店
地点：胜利路和市
府街交叉路口南
70米路东，永和豆
浆对面

莱山区京广书城
地点：观海路永旺购物中心二楼
介绍：连锁书店京广书城目前在烟台有三家
店，另外两家分别位于福山区福海路振华量贩
二楼、芝罘区惠安小区振华量贩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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