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之下，餐饮业受挫，旅游
业停摆，实体书店亦是元气大伤。

越是惊涛骇浪，越需提振信
心。疫情之下，信心比什么都重
要。信心从哪里来？信心就在我们
脚下，就在我们手中。

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实体书
店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没有坐以待
毙，而是想方设法开展自救。他们
开展线上配送业务，没有快递员，
员工当起快递小哥；他们通过朋友
圈、微店推销图书，书店总经理甚
至开通了抖音直播卖力售书。这些

“自救行动”透着一股倔强、一线
生机，我们理应给他们更多的掌声。

我们经常说“办法总比困难
多”，这句话实际上强调的是人的
信心。有信心，就会主动思考，寻
求各种解决困难的办法，这样，办
法自然比困难多。没有信心，就会
把困难放大，不会去动脑筋想办
法，即使别人提出解决办法，也会
感到实施起来“困难重重”。

疫情防控期间，旅游叫停，我
市一家旅游企业却利用自己的优
势，组织全体员工通过微店销售农
副产品，开辟新市场，将疫情造成
的损失降到最低。前几年，由于阅
读方式转向数字化，加上网络书店
低价销售的冲击，实体书店举步维
艰，陷入窘境。但一些实体书店经
营者不失信心，在经营模式上，不
仅卖图书，还卖起了文化用品、咖
啡、陶艺、手工艺品等，同时组织
举行读者见面会、音乐分享会、名
家座谈、摄影沙龙、创意市集……
闯出了一条转型升级新路，获得了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可
见，信心是多么重要，它是走向成
功的重要条件。

突如其来的疫情像一场极限挑
战，倒逼包括实体书店在内的所有
行业加快转型，探寻另一种生存之
道。只有临危不乱、坚定信心，才
能转危为机，找到一个开阔的新天
地。 （李国民）

信心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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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实体书店受电商冲击陷

入低谷。这两年，随着国家扶持实体书店发

展政策的陆续出台，书店业迎来了“小阳春”，多

家全国知名连锁书店在我市“抢滩登陆”，本土品牌

书店“开疆拓土”，门店越开越多。不料，走在

“回暖”路上的实体书店，却因今年的疫情

“寒流”而陷入困境。

“回暖”路上遭遇疫情“寒流”

宁波实体书店逆境求突围

三味书店门前，一个小男孩坐在树下静静阅读。 （三味书店供图）

目前，全市有 800 多家实体书
店。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市所
有书店从 1 月下旬起停止营业，直
到 2 月 20 日才陆续恢复营业。在此
期间，各大小书店的营收几乎为
零。直到今天，复工营业已经一个
多月了，实体书店仍未恢复元气。

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季
度销售额预计下滑 60%。作为国有
企业，还将承担社会责任，为多家
同类业态的中小微企业减免两个月
的租金。

枫林晚是我市颇具“文艺范”
的书店，多年来坚守主业，同时积
极拓展文创产品、举办读书活动。
目前枫林晚共有 3 家门店，分别位
于金汇小镇 （月湖）、南塘老街和
联谊宾馆。总经理郑永宏告诉记
者，1 月下旬到 2 月下旬，因为没
有任何收入，3 家门店净亏十几万
元；2 月下旬，3 家门店陆续开业
了，但开业一个月来，营收只有去
年同期的三成。郑永宏说，疫情的
影响还在继续，如果到 5 月份营业
额还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书店将
面临生存危机。

三味书店创立 20 多年来，历
经几次危机坚持至今。创始人卓科
慧深耕书店业多年，近两年借助国
家扶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机遇，拓展
了几家门店。三味书店走的是综合
书店道路，既有纯文学类书籍，也
销售教辅材料和文具用品。但在这
次疫情中，三味书店也未能幸免。
据卓科慧介绍，1 月份书店营业额
同比下降 50%，2 月至 3 月只有上
年同期的 30%。

位于北仑区的读一书店创办于
2016 年，在当地有一批忠实的拥
趸，但开业至今一直处于亏损状
态。这次疫情暴发后，读一书店
因为地处北仑银泰城内，开业时
间要根据商城统筹安排，截至记
者发稿仍未开业。有关人士透露，
读一书店处境十分艰难，已萌生退
意。

据了解，我市有部分书店没能
熬过这个疫情“寒冬”，已经关门
歇业。宁波年轮书店春节后关了两
家门店。年轮书店有关负责人说，
这两家门店之前就是勉强维持，这
次受疫情冲击，只能关门歇业。

实体书店元气大伤

专家们认为，实体书店的发
展，不仅要解决当务之急，更要转
危为机，开拓创新，实现更高水平
的发展。

积极参与书香宁波建设。根据
“书香宁波 2020 建设方案”和 《宁
波市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有关精
神，我市正在推动一区一书城、一
乡镇 （街道） 一书店建设。同时，
在中心城区布局建设城市书房，把
图书馆建到市民家门口，实体书店
可以积极参与其中。目前，我市有
的实体书店规模较大，可以拿出一
部分营业面积来做城市书房或乡镇

（街道） 书店。市、区两级政府给
予一定的资金补助，委托其管理，
让实体书店可以有一笔稳定的收
入，同时能为城市书房和乡镇 （街
道） 书店节约建设资金。

做优服务，打造同城文化配送
体系。在强大的电商平台眼皮底下，
同城文化配送还有生存空间吗？三
味书店总经理卓科慧说，同城文化
配送最大的特点就是“快速”，最主
要的作用就是“应急”，相当于生
鲜领域的“淘鲜达”“京东到家”。
以书店为圆心，配送半径 5 公里左

右，服务周边群众，也服务企事业
单位，书籍、文具、教辅材料下单
后半小时左右送达。这种模式适用
于所有实体书店，实力强的书店可
以投资几万元，建成一套自己的销
售体系；规模小的书店花几千元就
可以搭建一个微店。如果用心经
营，会是实体书店的有益补充。如
果和城市书房运营相结合，还能有
效打通市民到图书馆借还书的“最
后一公里”，大大方便市民。

制定实体书店评价标准。主管
部门和行业协会要适时建立实体书
店绩效评价体系，实现分级分层评
价、管理。通过分类评价，树立行
业标杆，鼓励实体书店转型升级，做
大做强。应该考虑实体书店的社会效
益和公益属性，在房屋租金、融资贷
款等方面给予优惠，让实体书店更好
地为城市文明、社会进步作贡献。

业内人士认为，虽然此次疫情
给实体书店带来了很大困扰，但很
多人开始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价
值追求、人生意义，而读书是追寻
答案的最好方式。相信很多人会慢
下来、静下来，多读几本书，实体
书店也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转型发展行稳致远

实体书店是城市之灯，是广大
市民的心灵栖息之地，是衡量一座
城市的文明标尺。实体书店除了自
身努力，也需要社会各界帮助以解
燃眉之急。

2 月 26 日，市政府出台政策，
中小微企业直接承租市属国有企业
房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可以减
免 2 月份至 3 月份的房租，很多实
体书店已经享受到了这项政策福
利。但大多数租用民营企业和私人
房产的书店仍要支付这两个月的房
租。专家呼吁，参照国有企业的做
法，民营企业和私人房产的产权人
也应对书店减免两个月的房租。毕
竟，如果书店倒闭，出租方可能会
有更大损失。此外，有关专家建议，
各级政府部门 2019 年应该下达给
实体书店的奖励扶持资金，尚未支
付的要尽快拨付到位；同时，将

2020 年拟要拨付的扶持资金提前
下拨，此举在不增加财政支出的情
况下，可以帮助实体书店将资金流
转起来，以免因资金链断裂而关门。

专家还呼吁，各级党委、政府
和 企 事 业 单 位 在 设 计 2020 年 书
籍、文具采购业务公开招投标方案
时，让实体书店参与竞争。在价格
相同、品质相同的情况下，优先考
虑实体书店。很多实体书店负责人
说，政府部门的团购业务哪怕不赚
钱，只要资金流转起来，书店就会
有造血功能，就能生存下去。

据了解，不久前，市文化广电
旅游局出台了十项举措，精准支持
文旅企业提振发展，安排了 6000
万元纾困资金，其中一部分将作为
文化消费券发放到市民手中。业内
人士希望文化消费券向实体书店倾
斜，带动市民前往书店消费。

亟盼各界解急纾困

面对困境，我市各实体书店并
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想方设法开展
自救。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书店、
文具店等实体店全部关门，大的电
商平台上虽能买到书，但因快递业
停摆而无法送达。等学校开通网上
授课后，教辅材料、文具等成为刚
需。宁波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所
属宁波书城、天一书房、开明书
院、鄞州书城、奉化书城、余姚书
城、宁海新华书店等均推出线上购
书服务，积极发动员工通过朋友
圈、微店、抖音号做线上业务，覆
盖近万人，多的时候一天有 1000
多单生意。

三味书店不等不靠，大年初一
就召集业务骨干参加微信视频会

议，决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开 展 线 上 配 送 业 务 。 员 工 们 将
1000 多种教辅材料、文具、书籍
录入微店销售页面，同时充当快递
小哥，顾客在网上下单后，当天就
能收到货品。在绝大部分实体书店
销售额几乎为零的时候，三味书店
20 多天做了 200 多单线上生意，实
现销售额 2 万多元。

疫情防控期间，鄞州书城开展
了数十场居家文艺旅行、网上荐书、
读书交流活动，引导读者在家读书。

枫林晚也积极拓展线上业务，
除了微信销售，还开通了抖音直
播，总经理当起了主播。疫情暴发
以来，枫林晚举办了音乐分享、图
书推荐等网络直播活动十多场，每
场都有上千人关注。

想方设法开展自救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虽然疫情
已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消费者心里
仍有阴影，实体书店要完全恢复到
原来的营业水平，可能需要半年左
右的时间，但很多实体书店眼下就
面临着生死考验。

资金难以周转。据了解，我市
实体书店大多是中小微企业，综合
实力不强，资金周转一般只能维持
两个月。由于第一季度营收大幅下
降，大多数书店几乎没有收入，好
一点的也只有去年同期的三成左
右。虽然出版社有赊销政策，但一
般要在 3 个月内还清书款。眼看第
一季度即将过去，给出版商的应付
书款即将到期，这笔资金从何而来
让他们犯愁。如果靠借贷来维系，
会增加财务成本；如果把书退回给
出版商，也会增加很多成本。而拖
欠出版商的书款，不仅会影响企业
信用，出版商还会停止发货，书店
面临断货的风险。

到店客流尚未恢复。复工已经
一个多月了，很多市民仍不愿走出

家门。图书消费不是刚需，书店更
是少人光顾。据了解，宁波书城现
在每天人流量只有 100 人左右，而
正常情况下人流量有几千人。枫林
晚南塘老街店主要面对游客，但旅
游业没有复苏，书店门可罗雀。位
于慈城的达理书店营业面积有 200
多平方米，自 3 月 5 日恢复营业后
几乎没有生意上门。

人才面临流失。目前，实体书
店员工工资占运营成本的比重最
大。今年前三个月书店业效益大幅
下降，各书店的员工工资与绩效挂
钩，也相应降了一些。但很多书店
负责人认为，这只是权宜之计，不
能靠减员工工资来维持经营。如
果员工收入得不到保障，优秀的
人才肯定会流失。据了解，我市
已有一知名书店店长在复工后离
职，这名店长懂营销，擅长策划，
每年都会组织上百场读书活动。据
说这名店长离职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疫情对书店业的冲击坚定了她离
开的决心。

生死考验摆在面前

记者 崔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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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后的宁波书城，每天人流量只有百人上下。（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供图）
枫林晚南塘老街分店静待客来。

（枫林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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