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读书月活动安排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4月22日，解放碑步行街人
头攒动，“建设书香重庆 共享美好生活——4·23世界读
书日暨第十一届重庆读书月活动”主会场活动在此举行，
重庆图书馆、重庆新华书店集团等单位用形式多样的活动
让市民感受书香的魅力。

“Amazing（神奇）！”当天上午，当来自加拿大的雷蒙
德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雕版上印刷出一张属于自己
的《三字经》时发出惊叹。雷蒙德参与的活动正是重庆图
书馆为此次读书月活动精心打造的“雕版印刷”互动体
验。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为让市民更好地体验雕版印
刷，现场不仅准备了机刻的《三字经》《百岁笺》《梅》三种
模具，还有刷子、漆筒等工具，可以让市民现场制作雕版
印刷作品。

同样由重庆图书馆带来的活字印刷VR实景体验，也
吸引了许多市民参与。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体验者
只要带上VR装备，就能进入到以传统印刷工坊为背景的
场景，看到古代活字印刷中使用的火炉、鬓刷、字模等工
具，并根据软件的提示、引导参与活字印刷过程，体验和了
解活字印刷术的关键制作流程，并感受印刷术的发展历
史。

当天，在解放碑主会场，由重庆新华书店集团、西西弗
书店、当当书店等共同举行的惠民书展，同样吸引了大量
市民前来购书。据了解，为让市民能以最优惠的价格购得
图书，重庆新华书店集团此次准备了2万余种、20余万册
图书，市民现场购书能享7.5折优惠。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除了在解放碑商圈举行的
主会场活动外，我市各区县在重庆读书月期间也将陆
续推出上百项阅读活动，感兴趣的市民可扫描二维码
进行了解。

第十一届
重庆读书月活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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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晞亮称，目前，国内实体书店经历
了只卖书的1.0时代，融入其他业态的

“书店+”的2.0时代，现在开始将逐渐向
未来书店模式，即书店的3.0时代转化。

什么是书店的3.0时代？在蒋晞亮
看来，书店需具有文化消费力、可以盈
利、自带流量等特点，也就是说，实体书
店要真正变成一个可以盈利的文化消费
地和拥有巨大流量的场所。

西西弗书店近日率先提出，2018年
该书店将整体跨入3.0版本的新时代。
未来数年，他们将由一家文化传播公司
转型为文化产业集团，在图书零售产业
链和文化产业相关衍生领域，逐步实现
产业形态的复合发展。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4
月18日，西西弗书店在重庆有12家门
店，在全国有120家门店，进驻城市接近
50个。不仅如此，在主要经营收入方面，
西西弗书店图书占比80%左右，文创和
咖啡加起来占比20%左右。这样的成绩
单，令同行羡慕不已。

重庆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目前重庆绝大多数实体书店还停留在

“书店+”的 2.0 时代，以“书店+咖啡”
“书店+文创”等模式为主，如何让书
店具有文化消费力，能够盈利，还在进
行探索之中。

西南大学文学院教师徐茜认为，
重庆实体书店的整体生态是较为良好
的，而实体书店在重庆的发展土壤无
疑也不错，今年年初，当当网就将其全
国首家线下旗舰店开在了解放碑国泰
广场，此前，方所书店也把它的第三家
店开在了重庆，西西弗更是将大本营
从贵州搬到了重庆，“随着城市阅读氛
围的日渐浓郁，以及相关政策的扶持，
我们有理由相信，实体书店的明天会
越来越好。”

全国开了120家门店
西西弗

准备跨进3.0时代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 通讯员 赵娜）4月20日，
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渝北区龙山街道盘溪河社区举办
了“共享阅读”公益捐书活动，居民们纷纷将自家的书送
到社区工作人员手中，其中，年过八旬的老党员袁镇涛
推来5个满载书籍的手推车，将自费购买的300多本书
无偿捐献给了社区图书室。老人的捐书善举让居民们
颇为感动。

今年87岁的袁镇涛是盘溪河社区的老党员，近三
年来，老人坚持回购旧书，并多次捐赠给社区图书室，
本次捐赠的 300 多本书，是老人捐书数量最大的一
次。“我是一名老党员，向社区捐书，是为了方便邻居们
阅读，也是我争做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具体行动。”捐
书现场，袁镇涛告诉大家，未来他还会持续收购旧书捐
给社区图书室。

目前，盘溪河社区图书室共有各类书籍5000余本，其
中1500余本由各界捐赠而来。

八旬老党员向社区
图书室捐书300余本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4月2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第十一届重庆读书月活动现场获悉，由市版权保护中心和
猪八戒网共同打造的国内首个版权登记平台——酷版权
开放平台正式上线。未来该平台将为市民进行版权登记
提供更多便利。

据介绍，和传统的版权登记需要登记者亲自申请或通
过第三方平台申请不同，创作者在酷版权开放平台进行版
权登记时，只需实名申请一个账户，再输入作品名称、作品
标签等基础信息，即可完成版权申请。该平台将自动对申
请进行审核。经过系统审核、人工初审、人工复审3个审核
流程后，将在7个工作日内向创作者发放数字证书，12个
工作日内为创作者发放纸质证书，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版
权登记成本，提高版权登记效率。

版权登记更便捷

酷版权
开放平台上线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4月22日早上8点，在重庆
大学虎溪校区就读的数学与统计学院大四学生刘昊，早早
地来到位于松园一舍一楼的松园书屋，开始自己一天的读
书时光。将“微型图书馆”建到学生宿舍楼底，重庆大学为
广大学子提供了新型、方便的阅读场所。

深棕色的桌椅，绿色的盆栽，四周的书架摆了上万册
书刊杂志……这个占地约200平方米的松园书屋，有一种
静谧舒适的读书环境。“书屋是2016年11月份建成开放
的，大家非常喜欢，读书很方便。”刘昊说。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重庆大学虎溪校区共有松、竹、
梅、兰4个宿舍园区，数10栋学生宿舍。“学生到学校东门附
近的总馆去借书比较远。”重庆大学图书馆馆长杨新涯介绍，
在校友薛万全的捐助下，学校在松园打造了第一个在学生宿
舍区的书屋。

“书屋完全按照图书馆的运行、管理模式打造。”杨新
涯说，比如每本书都有编号、芯片，学生进门时会自动识别
借阅卡，学生可以运用RFID自助借还机自助借书等，这里
就是一个开在学生宿舍楼下的“微型图书馆”。

“松园书屋每天从早上8点开到晚上10点，寒暑假也
照常开放。”工作人员介绍，书屋一次性最多容纳70个人，
每天开门前门口都会排起长队。

重庆大学将“微型图书馆”
建到学生宿舍楼底

江凌没有想到，开业两年的刀锋书店会成为“网红书
店”。

在重庆喵儿石创意特区，穿过一条满是涂鸦的巷子，刀
锋书店的玻璃墙让人心情明朗。江凌对重庆日报记者说，书
店总面积近200平方米，名字来自英国小说家毛姆的同名小
说，这本小说是他喜爱的。

作为书店老板，江凌每天的生活时间都很固定：下午
2点到书店，晚上10点打烊回家。

对于这样的日子，江凌说，过起来很舒服。“我曾在外

企上班，自己也创过业，总觉得生活是被外力推动，内心的
生活状态并不好。2015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接
触到一些出版人，就有了开书店的想法。”从书店设计到如
今8000多册的藏书筛选，江凌都亲力亲为，自己的用心也
得到大家的认可。

至于看书，江凌也有自己的坚持——看书时不玩手机。为
与互联网时代对抗，江凌决定把刀锋的WIFI密码藏在书里，
书客想要，不好意思，根据提示去书里找吧！

今年的世界读书日，江凌决定在店里做一个静默2小

时的活动：2小时内不用手机，也不说话，只看书。在他看
来，大家应该回归到最真实的阅读。“读书日不是买一堆打
折书回家，放在那儿就不看了，而是实实在在地阅读。”

作为书店老板，江凌也有不满的地方，那就是在店里，
自己没法好好看书，总要照顾到客人们的感受，而自己最
有效的看书时间还是在睡前。但当老板带来的好处是可
以听故事。700多个日夜里，刀锋书店来来往往许多人，
江凌也听了很多故事。江凌说，现在正着手把这些故事写
成书。

动 态

人 物

迈进3.0时代
重庆实体书店准备好了吗

本报记者 兰世秋

刀锋书店老板江凌

要把书店的故事写成书
本报记者 王琼

▶近日，
市 民 在 方 所
书店读书。

◀4月22日，
在重庆图书馆展
区，市民正在体
验“雕版印刷”。

◀4 月 22 日，
涪陵美心红酒小
镇图书漂流亭启
用 。 据 了 解 ，该
图书漂流亭共有
6 个，目前共有图
书数百册，专门供
游客免费阅读，并
实行无人看守的
诚 信 管 理 方 式 。
游客只要扫下二
维码进行现场登
记，就可以带走书
籍。

本版图片均由
记者熊明摄

品一杯香浓的咖
啡，坐在优雅的环境
里，慢慢阅读一本好
书；参加一场文化沙
龙，听著名作家聊聊
他的创作感受；听一
场优美的音乐会，在
艺术的熏陶中度过一
个愉快的周末……

如今，这一切，在
重庆的许多实体书
店，你都可以享受到。

与几年前实体书
店集体唱衰的状况不
同，重庆的实体书店
近两年可谓遍地开
花。北京开卷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发布的
《2017年中国图书零
售市场报告》显示，
2017年，在全国上下
大力发展实体书店促
进全民阅读的氛围之
下，实体书店也走出
了负增长态势，实现
了 2.33%的同比增
长。

有专家称，实体
书店将逐渐向未来书
店模式，即书店的3.0
时代转化。那么，重
庆的实体书店现状如
何？迈进 3.0 时代，
重庆的实体书店准备
好了吗？

坐在长长的实木楼梯上，抬
头就能眺望长江和对岸的渝中
半岛。一旁，是莫比乌斯环的雕
塑和吊脚楼般的书架……自
2016年底精典书店搬迁到南滨
路后，家住海棠晓月小区的李娉
就经常到这里小坐。

李娉告诉重庆日报记者，相
比解放碑老店，搬迁后的精典书
店颜值的确高了很多。精典书
店创始人杨一介绍，落户南滨路
后，书店整体经营情况比过去有
了好转，图书销售也有了30%-
40%的增长。

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蒋晞亮表示，近几年，国内
外书店行业出现了许多“最美书
店”、“网红书店”，无一例外都是
在设计和颜值上略胜一筹，可见
颜值对实体书店的重要性。

在重庆，不少实体书店都在
设计上下了大功夫，拥有这样高
颜值的书店还不在少数。位于
江北观音桥商圈的“最美书
店”——方所书店内，是高低不
同的书架、歪斜的柱子和长长的
坡道，整个店内设计突出浓浓的
山城味道。

大坪时代天街的重庆购书
中心，其艺术书籍区则带着

“Loft”（仓库）气质，整个区域被
分成上下两层，铁制的楼梯、精
挑细选的艺术书籍，营造出艺术
的氛围……

拼颜值的同时，实体书店还
非常注重为读者提供更舒适的
阅读空间、营造阅读氛围。比如
位于解放碑的当当书店，为读者
免费提供了大约百余个座位。

拼颜值
实体书店

在设计上下大功夫
除了颜值高，实体书店都还很

“讲内涵”。对于书店而言，其最重要
的内涵无疑就是书籍。

去年7月，精典书店获评“亚洲十
大文化地标书店”。杨一表示，精典书
店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喜爱，成为文化
地标，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一直坚持把
好书推荐给读者。

“相较于国内其他书店，我们在
图书的选择上是非常独特的，包括古
籍和翻译类图书版本的选择，标准都
非常高。”杨一说，他个人非常愿意在
书店里给读者推荐能够启蒙大众学
术思想的图书。

在方所书店，艺术类的图书无疑
是它最大的卖点。美术爱好者周娟
常在方所买美术方面的书籍：“这里
这方面的书籍的确比较全，有好些在
其他书店都看不到。”

而书店区别于电商平台的另外
一层“内涵”，便是丰富的文化体验。

前不久，家住江北的况文林就在
方所书店参加了《随希腊众神去探
险》的新书分享会，这本书的两位作
者——旅游达人乐行、悦临用他们自
身的体验，带来了一个不为大众所知
的希腊。

今年3月10日，著名主持人杨澜
做客西西弗书店重庆星光68店，与读
者畅聊幸福与女性话题。当天在活
动现场的90后读者刘曦坦言自己当
时“很激动、很兴奋”“见到了心中的
偶像，我被她的谈吐深深折服。”

事实上，除了新书发布会、名家
见面会，精典、购书中心等实体书店
还常常举办音乐演奏会、诗歌朗诵
会、茶艺分享会、摄影沙龙等各种类
型的活动，将书店变成一个多元的文
化空间，带给读者更多的文化体验。

讲内涵
优质的图书

和丰富的文化体验
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

全国共有约80家书店开业，
重庆的实体书店也是一家
接一家地开，现有实体书
店2000多家。杨一称：“在
重庆，读者是很幸福的，因
为有不同类型的书店可以
供你选择。”

要在这么多的书店中
求生存也并非易事，这其
中，有书店选择了多业态经
营，成为业界“黑马”。

南之山书店即是如此，独
特的环境和多业态的经营方
式，令它成为远近闻名的“网
红”。坐落在植被茂密的南山
上，南之山书店在风景上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自创立初
期，该书店就定位于“爱上以
书店为中心的生活方式”。

据悉，该书店选址南山
的一部分原因，是考虑到市
区的租金较高，要实现持续
发展相对会比较困难。在
多业态发展方面，南之山在
书店的基础上，扩充了多个
板块，包括餐厅、酒吧、展览
馆和民宿。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
平时专程上山去南之山书店
的人不少，很多时候要在其
消费区域就坐还需要提前预
定，而周末这里更是人气爆
棚。

而位于江北嘴的时光
里书店涉足图书策划，小
书虫书店也正在准备打造
家居生活馆，进行多业态的
尝试。

是书店也是民宿
书店试水

多业态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