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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
立
书
店
在
路
上

无奈转战还是主

动转型

济南季风书园总经理高峻
岭是一个非常崇尚科学的人。

科学，这个名词好像和以往
的季风书园关系不大。众所周
知，这是一家专注人文社科类的
书店，以不同的思想表达和文化
碰撞著称于世。如果按照文理科
分类的话，人们印象中的季风书
园应该是偏文的。

但是高峻岭并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科学的认知是人们了解
世界、认识世界的前提。

“如果双方思想论辩的时
候，没用科学的认知作为根基，
那不就是胡扯抬杠了吗？”

从只重视人文到科学、人文
并举，是济南季风书园的一大显
著变化。

而这与高峻岭的个人经历
有关，他本人毕业于山东大学，
学的是无线电，理工科背景让他
对科学有自己的理解。“科学和
人文是不可分割的，科学的基础
首先要有人文的自由思想，两者
的实质都是在追求逻辑，追求真
理。”高峻岭对记者说。

崇尚科学，在济南独立书店
的市场上并不多见。在一众推崇
人文社科的独立书店中，大讲

“科学”的季风书园显得格外特
立独行。高峻岭把科学的概念做
到了极致，他介绍说，季风书园
是全国首家加入STEM实验室的
独立书店，所谓STEM是科学、技
术、工程、数学四门学科英文首
字母的缩写。

除了重视青少年的动手能
力，高峻岭更希望培养青少年的

科学思维。
现 在 高 峻
岭 和 他 的
团队，正在
策划“火星
移民”的活
动，他希望
借 助 这 一
活动，可以
让 青 少 年
领 略 火 星
之美，养成

科学认知的习惯。
尽管高峻岭重视科学，但并

不意味着他忽视人文。在其开业
的邀请函中，季风书园曾引用了
老舍的一句话：“一个老城，有山
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
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它
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
界？”

开业之后，季风邀请蒋方舟
等作家来济举行活动，还组织了
系列人文讲座，如“萤火诗会”等。

为了符合济南季风书园的
整体定位，它的口号也从上海季
风书园的“独立的文化立场，自
由的思想表达”变成了“向所有
崇尚人文与科学的人致敬”。

这种理念上的转型，是季风
书园主动适应济南市场的结果，
这无疑将对济南的独立书店市
场造成巨大的冲击。

把卖书放在盈利

环节末端

不过，不管再怎么转变，独
立书店作为一个企业，其目的还
是要赚钱的。

但是在这方面，独立书店并
不容易，即便规模如季风。

大约从2002年开始，实体书
店出现大面积倒闭潮。大多数书
店连“一半挣钱”的状态都没有
了，要么是靠着情怀死撑，要么
干脆直接关门大吉。季风书园鼎
盛时在上海有8家门店，但如今，
已经全部关门。房租、盗版、电
商……成为压在实体书店身上
的一根根稻草，尤其是互联网带
来的折扣售书及数字阅读，使实
体书店图书销售量以年均10%的
速度下降。

2014年是分水岭，这一年，当
当、京东、亚马逊线上售书124亿
元，超过了全国127家大型书城。
房租和人工成本的高涨，加上税
收，以及网络碎片化阅读带来阅
读方式的改变，都给实体书店带
来很大冲击。

高峻岭知道做书店的风险，
他把卖书放在了盈利环节的末
端，“我们要把书店打造成一个
人和人交流的文化空间，除了卖
书，这里更是一个推荐书的地
方，我们还提倡大家到电商渠道
购买图书，我们甚至会免费送
书。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大家
逢年过节可以像发红包一样给
亲朋好友送书。”

可以说，现在高峻岭的经营
重点，已经放到了科学培训课程
的经营，高峻岭称之为“济南季
风重点发力的地方”。

如今，科学培训课程已经吸
引了部分书迷，但高峻岭对书店
的未来仍持一种不确定的态度。

高峻岭希望季风书园以后
可以达到自负盈亏的状态，而这
是件难度不小的事情。在采访
中，他曾阐述了未来书店可能遇
到的困境：一是技术带来的网络
书店兴起，纸质书遭遇电子书的
冲击等大背景；二是季风书园的
业态和经营模式有着自身的限
制；三是济南是一个“文化传统”
和“文化保守”的地方；四是济南
季风的租约只有5年。很可能5年
之后，又面临租金上涨，不得不

搬迁或者关门的命运。
“现在商业地产逐利，不会

看很长远。我们作为一个商业项
目，必然会受到他们的绑架。以
我们现在的实力和影响，完全没
有谈判的能力。我们也期望，类
似政府补贴，能让我们走得更远
一点。当然主要靠我们自己。”高
峻岭说。

盈利模式倒逼选

址思路

季风书园位于济南老商埠商
业街的一个角落，门口并没有太
多的指示牌。记者前去采访时正
值寒假，偌大的书店里顾客寥寥。

对此，高峻岭也很无奈，他对
记者说，现在只有在周末，人流量
才能多点。而之所以选择在老商
埠商业区开店，一是因为这里给
出的条件比较优厚，基本算免房
租；二是看中了老商埠的价值。

“我觉得济南和上海有很多
相似的地方。商埠区有很多西方
建筑，建筑风格上和上海有很多
相似。同时它又是中国自主开埠
的地方，有一定的历史底蕴，比
开在典型的CBD那种商业区，更
能体现季风的价值。我又是济南
人，所以，决定离开上海后的第
一家店开在这里。”

现在，有许多独立书店像季
风书园一样，开在大型商业综合
体或者辨识度比较高的街巷里
面，因为这里客流量较多，大部
分读者都是年龄在25-35岁的企
业白领，正好符合书店的受众人
群。

不过，即使如此，许多独立
书店的营业情况也是举步维艰。
即便如季风，也必须忍受工作日
客流稀少的窘境，更不用说那些
实力不如季风的书店。

自2012年起，经历了三联、致
远、小树林等老牌人文书店的告
别，到新型独立书店品聚书吧、
睿丁岛生活美学书吧、阡陌书店
面世，可以说在过去的六年间，
济南的独立书店有短暂的繁荣，
但无法改变的是一直在夹缝中
艰难生存。

这其中的原因并不能归结
于一句简单的“房租贵”，书店股
东间的分歧及运营思路的模糊，
核心团队的外流以及经营者的
急于变现，书店本身体量过小，
都是济南独立书店举步维艰的
原因。

于是，有的人开始反思原先
的选址思路，开始把目光投向社
区。V-cafe咖啡书吧，就是这种思
路下的产物。书店的负责人王廷
卫坚信，独立书店的下一个风口
在社区，他认为，社区人口密集，
有购书的需求。这两点因素，正

是他做下去的动力。

家门口的图书馆
打通阅读最后一公里

王廷卫团队打造的V-cafe咖
啡书吧坐落在万科城。

王廷卫说，现在的诸多独立
书店以小资、文艺青年与文学爱
好者为主，大部分普通家庭仍难
以接触到，家庭购书还是以新华
书店这样的主流书店为主，“建
立这个书吧的目的，就是让文化
能够以更短的距离和更直接的
方式呈现给每一个家庭。”

借此，王廷卫推出了一个概
念———“家门口的图书馆”。在这
个概念的基础上，他们推出了图
书借阅制度，把书店变成了一个
图书馆。在这家店里，人们可以
随便借看图书，甚至像图书馆一
样借阅图书。

在开创这家店之前，王廷卫
在滕州进行了试水。因定位于社
区，王廷卫选书的时候除了人文
社科类之外，还较多地选取了少
儿图书和生活类书籍。曾在出版
社工作的王廷卫选书眼光精准，
实验成功了。

王廷卫将书店选址新建小
区，也是因为他发现了开发商也
有提升小区文化品位的需求。

“开发商认为单纯的居住和配
套，并不等同于完美的人居，为
业主打造细致而完善的生活服
务，也是一个舒心居所应具备的
品质。而一家独立书店正是他们
所需要的。”王廷卫说，开发商方
面给了他巨大的支持，在房租等
问题方面大开绿灯，这让王廷卫
有了充足的经费投入到独立书
店的运营中。

除了上万册精选的图书，读
书会、主题沙龙、讲座、手工制作、
音乐表演等，密集举办的活动为
V-cafe咖啡书吧打上鲜明的“文
艺”标签。

与其他独立书店“孤芳自
赏”不同，王廷卫认为，在互联网
时代，书店“引流”的方式也要多
元化。运用复合型经营模式，他
和他的团队策划了城市生活方
式探索圆桌派、情绪管理沙龙、
成人零基础油画、音乐会、复古
创意集市等活动，通过这种形
式，尽可能多地“占用”读者的时
间，进而带动客流量。

在复合型经营模式上，季风
书园和V-cafe咖啡书吧倒是不谋
而合，其即将推出的模拟“火星
移民”的夏令营，还有STEM实验
室，都是涉足青少年教育的有利
尝试，一旦成功，必将带来较多
的客源。

可以说，经营理念的变化，
复合型经营模式将成为独立书
店经营模式转型的积极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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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底，被称为
“ 上 海 的 文 化 地
标”、有着20年历史
的上海季风书园关
张，直到1月30日，仍
有季风的老读者赶
到那里，与季风告
别，有读者留言说，

“这是与自己热爱
阅读热爱自由的青
春告别”。

其实，季风书
园此前已经悄悄转
战到了济南，去年12
月中旬在老商埠开
业。作为鼎盛时期
在沪上坐拥8家分
店的独立书店，由
于一些商业原因，
季风书园最近几年
在上海可谓举步维
艰，在营业绩效下
滑的情况下，不得
不撤离上海。此次
布局济南，是季风
书店求变的第一
步，从这一步中，我
们亦可品味出些许
独立书店在一线、
二线城市生存的艰
辛与无奈。

济南季风书园打出的旗号是“向人文与科学致敬”

V-cafe推出了“家门口图书馆”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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