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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宁波 2021年6月2日 星期三 广告

昨天正值工作日，1844
广场客流不多，上海三联书
店·筑蹊生活正门的玻璃门
上贴着一张“送旧迎新——
给读者的暂别书”，介绍了书
店即将暂停营业的原因。

走入店内，记者看到有
读者正在挑选书籍，工作人
员正在打包，除了咖啡店和
手办工作室还在营业外，其
他商铺大部分已经搬空。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读
者，他们表示，从不同渠道得知
三联书店将暂停营业的消息，
就赶来再买几本书。市民段女
士与同事朱先生一口气买了
20多本。段女士告诉记者，她
是书店的会员，以前这里最大
的折扣是8折，这段时间有7
折优惠，就多买些各类书籍。

除了购书的，还有特地

赶来与书店告别的。金女士
就与闺蜜买了两杯奶茶，在书
店大厅坐了一上午。她表示，
自己就在附近上班，从书店开
业至今时不时会过来转转，听
说要暂停营业了，很是不舍。

记者在现场看到，虽然
一些文创产品的柜台已经空
了，但二楼书柜中的书还在，
几乎没有动过。“我们先把非
书籍的产品进行打包，然后
运到上海总部，而书籍保持
原样，继续供读者们选购。
为了向读者表示歉意，全场
图书7折销售，办了会员卡
的读者在6月30日前都可以
来消费。”工作人员说。

该工作人员还向记者表
示，一些暂无购书意愿的读
者，可以继续持有会员卡，等
到新店开业还可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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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店·筑蹊
生活于2017年5月26
日开业，营业面积近
3000平方米。作为宁
波文创产业北京推介
会的重点签约项目，
它以 3000 余平方米
的大场地打造了一个
时尚的艺术空间，为
宁波再添城市文化新
地标。开业当天举办
了著名翻译家林少华
谈村上春树作品分享
会、蔡骏悬疑小说《宛
如昨日》读者见面会、
茶语品读会等活动，
引来众多宁波市民的
关注。

据了解，书店取
名“筑蹊生活”，意在
另辟蹊径，打造文化
分享平台，创新生活
场景与服务，为市民
提供温暖的文化体验
时光。书店由意大利
著名设计师 Kokaist-
udios 设计，会发光的
文化主题玻璃房“星
空 Box”是整个书店
的亮点。2018年1月
11日，三联书店·筑蹊
生活入选由中国书刊
发行业协会主办的

“ 年 度 十 家 最 美 书
店”，是浙江省唯一上
榜的实体书店。

记者 朱立奇 文
记者 刘波 摄

得 知 位 于
和义大道 1844
广场的上海三
联书店·筑蹊生
活 将 暂 停 营
业，昨日上午，
记者前往实地
探访，该店店长
任迪表示，书店
将营业到 6 月
中下旬，新的场
地正在寻找中，
新店将于 10 月
与宁波读者再
见面。

上海三联书店·筑蹊生活将暂别宁波读者

店长约定：10月再见！

近几日，随着书店将暂
停营业这一消息的传播，宁
波本地一些论坛中有人表示
了担忧。为此，宁波三联书
店店长任迪告诉记者：只是
暂停营业，4个月后新店就能
与读者重新见面。

“从2017年5月26日开
业至今，正好4年。书店前两
年经营状况还不错，去年受
疫情影响急转直下，但我们
一直在努力支撑，从未想过
要关门。今年年初，1844广
场对地块用途另有规划。我
们与物业方面多次沟通未
果，无奈只好提前解约。”任

迪希望通过记者向读者表明
态度：宁波三联书店不是关
门歇业，只是与读者暂时别
离。书店方面正在寻找新的
场地，已在洽谈中。“在外人
看来这是书店遇到的一次危
机，我倒觉得这也是一次机
遇，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对书
店进行升级，努力实现凤凰
涅槃，未来要带给宁波读者
更好的阅读体验。至于新店
开业时间，应该在今年10月
左右。”

“4个月后，我将在新的书
店恭候宁波读者登门，我们一
起共享阅读生活。”任迪说。

新址在选，10月再见

暂别宁波，读者不舍

新闻多一点

书店曾是宁波的一个文化地标书店曾是宁波的一个文化地标。。

读者在书店里安静地阅读读者在书店里安静地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