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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调查

在日照买书要去哪儿？老日
照人都知道，在正阳路和日照北
路之间的那段望海路，从十年前
开始，十几家书店一间接着一间
开起来。带着孩子来买书的母
亲，放学后背着书包来看书的学
生，下班后来选书的年轻人，长
时间靠在书架旁阅读的老者，在
那个网络还没有如此发达的时
代，他们沉迷在书香中，直到日
落，甚至到书店关门还不肯离
去。

16日，记者在这条街上从头
走到尾走了一遍数了数，现存的
书店还有9家。除了新华书店，其
他一些小书店还跟十年前的规
模一样，经营面积仅二三十平
米。“以前一起做书店的朋友，很
多都转行了，我这还开着，主要
为了我自己的阅读需求，也不指
望它赚钱，维持运营就行。”在这
条街上运营了近十年的柳树下
书坊的老板娘说。

另外一家书店的老板是一
对年迈的夫妇，问及他们书店还
坚持营运的原因，老板说：“就是
找点事做，不然还能干什么。”

这些书店卖的书都比较便
宜，甚至打六折或七折。一家书
店的老板告诉记者，他们选择进
的书都是平价书，同样的一本
书，从大型书店读者可以选择自
己中意的出版社，但在这里，只
有非知名出版社出版的作品。有
的老板说，为了跟网上的价格差
得少一些，他们只好卖这些便宜
的甚至盗版的书。

在跟这些书店小老板的聊
天中，记者了解，他们中的很多
人都抱着这样的想法，已经干书
店这么多年了，虽然生意是一年
不如一年，但只要不折本就行，
因为太爱这行，已经离不开了。

“不就是选择一种方式生活嘛，
与书为伴总还是好的。”一位老
板这样说。

本报记者 许妍

何不去逛逛那些

“硬撑”的书店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张永
斌 ) 截至4月份，日照市已建成
农家书屋1190家，基本实现了覆
盖全市所有行政村的目标。据了
解，日照今年将对200家农家书屋
进行数字化升级。

日照市农家书屋工程建设
自2007年10月份开始实施。实施
过程中，坚持“政府资助、社会捐
助、统一规划、分头实施”的方
针。

日照市还着力实施了农家
书屋数字化升级工程，共建成数
字化书屋232家。六年来，日照市
不断强化措施，开拓创新，多渠
道争取建设资金，共投入资金
1400余万元。

日照市还不断创新举措和
管理使用模式，先后组织开展了

“企业家爱心书屋”、“局长(主任)

爱心书屋”等捐建活动；创建了
“书屋+图书发行专柜、”“书屋+

超市”、“书屋+便民联系点”等模
式为书屋后续发展造血 ,同时还
依托农家书屋平台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读书用书活动。

目前，农家书屋已成为日照
市农民群众的重要精神文化乐
园。下一步，日照市还将继续深
入实施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切实
提高日照市农家书屋管理水平，
不断推进日照市农家书屋工作
向纵深发展。

200家农家书屋

今年数字化升级

网网上上购购书书冲冲击击大大，，实实体体书书店店咋咋生生存存
经营成本节节攀升，部分书店无奈主营教辅书

为应对网络书店的冲击，
不少书店把主要精力放在销
售中小学教辅书上。

席殊书屋的一位工作人
员介绍，“就销量来说，名著
类、文学类的课外书籍确实敌
不过教辅书。我们书店每年卖

出教辅类书籍得占到营业额
的70%。”

新华书店的厉经理也介
绍说，在日照的新华书店教辅
类图说的销售能占全部图书
销售的30%以上。

记者走访望海路附近的

七八家小书店发现，育才书
店、友谊书店、教育书店等四
家都是以销售教辅类书籍为
主，甚至有一家专门是从事教
辅书的销售。

不仅如此，为吸引读者，有
的书店对看书的环境也进行的

改善。在席殊书屋里，店主为了
方便读者阅读，专门设置了桌
椅，并提供免费的饮用水。

“爱书的人是不会伤害书
的，你让他们来免费阅读，书
店 丢 书 的 情 况 都 越 来 越 少
了。”席殊书屋的负责人说。

本报记者 许妍

曾经，书店里人来人往，热
闹非凡。而如今，由于图书网络
销售的形势一片大好，不仅是
年轻人群，连很多上了年纪的
人也越来越青睐网上购书，实
体书店受到严重的冲击。

4月23日是世界图书和版
权日，也是世界阅读日。记者近
日走访了十几家日照的实体书
店，了解日照实体书店的经营
状况。

提起现在到店里看书的
读者，柳树下书坊的店主鞠女
士忍不住感慨。她说，“2005年
前后，来店里看书的顾客都排
着长队，有时候我这当老板的
都挤不进来，经常得站在门口
的小凳子上招呼顾客，现在的
年轻人，哪还有几个来看书
的？就是来了，也是来看漫画
的。”

“这几年，从读书的顾客

量上来说虽然没有太大的减
少，但是能明显看出中老年读
者比年轻人要多多了。”新华
书店日照总店的厉经理也说
道。

16日一上午，走进在柳树
下书坊的顾客只有两三个。而
当天下午，记者在新华书店日
照总店里看到，店里的读者总
共不超过十个。

位于望海路和正阳路交

界的席殊书屋，是日照一家规
模比较大的私营书店。该店的
负责人卢经理也表示，现在经
常到店里去看书不仅比以前
少了，年龄段上也发生了变
化。“经常来的读者，年龄都在
四十岁以上了，年轻人来看一
次两次的有，但是经常来的没
有几个了。”

在席殊书屋的阅读区，一
位年轻的女士告诉记者，她一

会要去长途汽车站车坐车，离
发车还有一段时间，自己就过
来看会书。“平时没有时间逛
书店，也就是还在大学的时候
还去图书馆看书，一工作就忙
了，有点休息的时间要不就补
觉，要不就看个电视剧，哪还
会去买书看。”

各家书店的负责人表示，
去书店的市民少了，主要与网
络的冲击有关。

去书店看书的市民已越来越少

席殊书屋的卢经理，对近
几年书店受网络书店的影响
深有感触。他说，部分网络书
店图书售价比实体书店低许
多，是最主要的。“一般来说，
一本书低于6折卖就亏本了，而
网上的 5折图书却越来越常
见。”卢经理说，实体书店由于
需要支付房租、店员工资等额
外的开支，书必须卖到7 . 5折以
上才能盈利。

其他几家书店的负责人
也表示，实体书店现在的经营
成本越来越高。首先，正规书
店的图书均是从正规出版社
采购，折扣较低。并且，一家书
店通常会雇佣一到两名员工，
而人力成本也在不断增长，另
外，房租的上涨也抬高了书店
的经营成本。

“现在房租那么贵，在这开
书店是在实在是划不来了。”柳

树下书坊的老板娘介绍，“五六
年前，我这家小店房租才一万
二，现在变成三万。并且那时候
买书的多，营业额是现在的一倍
还多，那时候开书店的日子才叫
一个美来。”老板娘说，“现在也
就指望周末，人还能多一点，平
时一天也就卖200来块钱的书，
刚够交房租的。”

记者在大学城随机采访
了十多名学生，不少学生表

示，除了曾到买过四六级辅导
书以及考研书外，平时的课外
书籍，他们都是在网上买。

“网上买书很方便，想选啥
书一搜就是，如果去书店，不仅
要专门跑一趟，还得找上半天，
太不方便了。”曲师大的小刘说
道，不仅方便，便宜也是他选择
从网上买书的原因。他告诉记
者，他从知道可以从网上买书
起，就再也没从书店里买过书。

受网上书店冲击大，经营成本越来越高

不少书店转向中小学生教辅书市场

记者手记

实体书店

我们不能没有你

@幸运的出版狂客：我们
对图书的需求很多时候是不
自觉的。在实体书店我们会
无意中发现一本自己非常想
读的书，这种惊喜在网络书
店是很少有的。实体书店还
会 增 加 读 者 与 书 的 见 面 机
会，有些人可能无意中走进
了书店，因读了一本好书而

爱上了阅读。实体书店，我们
不能没有你！

@陈敏君CC：尽管网络电
子书方便快捷，可是却很伤眼
睛，因此实体书店很有存在的
必要。

@心在终南：逛书店很幸
福。

@西山书客谭旭东：实体
书店还是要坚守！

@书香数缘苏海坡：读书
人逛书店，是一种购物和消遣
方式，跟女人逛商店相仿。

书店里卖得贵

我更愿去网上买

@Dreamer林强：网络买
书，好便宜，还满减。

@xuyansunny：因为资金紧
张，所以习惯去书店看书，有
喜欢的就去网上搜搜从网上
买。书店里卖得太贵了。

书店装修得有品位

才能更吸引人

@璎兮浅予：在我印象中，
店里一大半是辅导书的书店
不是好书店。

@AM：如果要吸引人去阅
读、购买，就要把书店装修得
好些，日照就是缺少有品位、
有情调的书店。

纸质书不可替代

捧起来读很有感觉

@紫枫空间：还是喜欢纸
质书，捧着书特别有感觉呢，
回味无穷。

@哈比豆丁：更喜欢纸质
书多一点。我比较喜欢涂涂
画画啦，一有闪现的 idea或者
不同意见就会写在旁边。电
子文章看多了伤眼而且感觉
没有纸质书来得亲切……

@懒晓宁：尽管电子书更
多了，纸质书在我生活里依
然很重要，有些东西是各种
先进科技无法取代的。我喜
欢去书店看书，捧着一本书
坐在地上能看一天。

本报记者 许妍 整理

实实体体书书店店，，请请坚坚守守下下去去

@齐鲁晚报今日日照：你最近读书了吗？读的是纸质书
还是通过阅读软件读的？你买纸质书是去实体书店里买还
是在网上买？看看网友都是怎么回答的。

在一家书店的免费阅读区，
一名读者在安静地看书。

本报记者 许妍 摄

针对近几年出现的实体书店关张潮，2013年，中央财政在12个城市开展实体书店扶持试
点，图书批发和零售环节享受为期五年的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

据悉，从今年开始，实体书店扶持试点将由12个城市扩展到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12

个省市。

国家出台政策
扶持实体书店

政策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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