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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時受爸爸影響，知道書的好：讓我不需玩伴、不需
出門，就獲得快樂和智慧。
從媽媽搬來的書堆中，我留意到一本爸爸的珍藏——封

面寫着「開明少年」四個大字，標題是上海銀圓市場，黑
白的照片上有很多人在一座建築物前擠來擠去，人群的衣
着蠻古老的的呢。「這是有關經濟的書？銀圓市場是否就
是現今的股票市場呢？」我問媽媽。
「錯！這是我很喜歡的少年雜誌，主編是大名鼎鼎的葉
紹鈞。我記得有古代英雄的石像和稻草人童話啊……」媽
微笑說，那時候少年人很關心國家大事，國家的榮辱和哀
樂，都和人民息息相關！即使是少年雜誌封面，也會選登
有關當時社會動態的圖片，讓讀者閱讀社會脈動。
我瞧見此雜誌字體細小，圖畫甚少，排得密麻麻，紙張
也發黃了，究竟它有什麼魅力吸引讀者呢？
媽說小時候沒餘錢看電影，電視還不流行，所以大家都

愛看書！開明少年雜誌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上至科學新
知，下至故事笑話，內容新鮮有趣呢！
我感到舊書豐富也不舊，我和少年爸媽那顆愛書的心，
是相通的呢！ 文：潘明珠

死亡藍調

愛倫坡獎終身大師獎得
主卜洛克於八十二歲生日
自費出版的全新獨立作。
一九六八年，擔任臨時工
的年輕男子羅傑穿着繡上
別人名字的制服，在一個
陌生的城鎮走進一間酒
吧，搭訕了已經醉醺醺的

女客，開着車載她到郊外的空地。但隨後發生
的並不是火辣的一夜情。女方酒醒之後，兩人
開始爭執，羅傑不但一怒之下將她掐死，還大
膽姦屍。等他恢復理智，發現自己成了噁心邪
惡的變態殺人犯，出於自保的本能，只好草草
藏屍，接着倉皇逃亡，賣掉車、改了姓名、有
了新的社會安全號碼、新的工作，甚至以假身
份結婚生子，成為親友眼中的愛家好男人。只
是，他永遠無法擺脫心中的兩大恐懼：警察終
究會找上他。或是，他會太過懷念那一晚的快
感，忍不住再度下手逞兇……

作者：勞倫斯．卜洛克
出版：臉譜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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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夫克拉夫特傑作集:
瘋狂山脈（1-4冊）

日美法權威漫畫獎項肯
定，世界級好評克蘇魯神
話改編漫畫神作。克蘇魯
神話是在上世紀二十年代
開始，以洛夫克拉夫特一
系列作品為開端，經由洛
夫克拉夫特的友人加以整
理後成為一個重要的恐怖

小說創作世界觀。其中的創作核心「無以名狀
的恐怖」、「未知的恐懼」、「來自外太空的
邪神」等等，成為日後恐怖創作的重要靈感來
源，散見於東西方各種電影、小說、遊戲、漫
畫。不管是西方的尼爾‧蓋曼、史蒂芬‧金，
或是東方的小林泰三，均受其影響，有許多以
此世界觀創作的精彩作品。日本當代洛夫克拉
夫特作品改編漫畫第一人田邊剛，以電影語言
精彩轉譯洛夫克拉夫特筆下「無以名狀的恐
怖」，帶領讀者以前所未有的角度進入克蘇魯
神話的世界。

作者：H.P.洛夫克拉夫特
譯者：李彥樺
繪者：田邊剛
出版：獨步文化

無星之海

艾琳．莫根斯坦2011
年推出小說處女作《夜行
馬戲團》，旋即在出版界
掀起風潮，首刷印量便高
達17萬5千冊，並售出
37國版權。各大媒體紛
紛將她與J. K. 羅琳、尼
爾．蓋曼等名家相提並

論，認為她將為「成人也能看的幻想故事」再
創高峰，該書也為她贏得了美國圖書館協會
「亞歷克斯獎」，並將由《暮光之城》的電影
公司改編拍成電影。《無星之海》是她暌違8
年推出的第二本小說，融合了奇幻與浪漫的元
素，透過優美的文筆與過人的敘事技巧，深入
探討故事的力量。在地表深處的無星海岸，有
一個充滿故事的迷宮。它的入口隱密，不輕易
出現，但「門」一直都在等待，等待尋覓者的
到來……

作者：艾琳．莫根斯坦
出版：皇冠文化

舊書不舊 愛相通

蔦屋書店的歷史無須贅言。1983
年，蔦屋書店母公司 CCC

（Culture Convenience Club）創始
人增田宗昭在家鄉大阪枚方，開設
了一家集音像製品租賃和圖書銷售
於一身的蔦屋（TSUTAYA）。逾
30年後，CCC在全球經營約千家門
店，由空間設計師池貝知子、英國
設計團隊Klein Dytham Architecture
與日本平面設計師原研哉三方合作
打造的「代官山蔦屋書店」，還被
選為「全世界最美的二十家書店」
之一。

建築獨特
最新亦最老

從硬件角度而言，上海蔦屋書店
相較代官山店毫不遜色，徜徉書店
恍若置身建築博物館。上海新店坐
落於上生．新所園區內97歲「高
齡」的哥倫比亞鄉村俱樂部，上下
兩層面積達2,000平方米。前述歷史
保護建築由上世紀20、30年代活躍
於上海的著名美國建築師艾略特．
哈沙德操刀設計，曾是在滬僑民的
社交休閒場所。
上海上生．新所蔦屋書店店長祁
祺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
相較於其他城市的蔦屋書店，上海
新店有兩大特色。
首先是建築與設計本身，在全世
界所有蔦屋書店中，上生．新所店
最新，亦是最老。最新開張的書
店，選址一座建於1924年的古老建
築，在設計細節方面自然與眾不
同。上海新店請到蔦屋銀座設計團
隊進行內裝設計，整體理念既要保
證書店的功能，同時也要展現老建
築的風貌，故此原建築中的壁爐、
柯林斯柱、地板、樓梯等特色部
分，均予以完整保留。
第二大特色即為上生．新所店的

主題。由於主題衍生各異，全世界
蔦屋書店千店千面，上生新所店立
足美育，定位「文藝策源地」，希
望讀者能在此感受美、發現美，書
店選品亦將藝術類圖書作為主軸。
整體陳設上，一樓以「磨練知性」
為主題，文學、生活方式、工作人
生等書籍集中於此，引導讀者理性
看待世界，拓展認知邊界；二樓則
營造了具有現代感的空間，選品亦
着重於感性，雕塑、裝置、建築、

手工藝、藝術類珍藏本成為展示主
角。

特設「提案師」
深挖圖書趣味

既是書店，選書策略一定是核
心。在祁祺看來，上生．新所蔦屋
書店的選書邏輯不同於圖書館，也
與綜合性書店有異，例如蔦屋不會
堆砌、推介新書、暢銷書，而是通
過其策劃的「生活方式提案」，將
書籍按選題陳列。他提到了新上線
的居家旅行選題「Staycation」，疫
情期間多數人無法遠足，但並不妨
礙每天擁有度假日的心情，書店便
將與主題有涉的書籍，在顯眼處集
中陳列，「參與主題的一類書，關
於如何打造一個美好家，長時間居
家可能需要換個傢具、擺個小綠
植，或是整理書櫃；另一類書則關
注心靈度假，其中就有一些可以用
度假心情，愉快讀完的小說。」有
些主題雖然也會有暢銷書參與，但
絕不僅僅因為此書暢銷，若與主題
無涉絕不會將之隨意拼湊。
書籍如何在書架上陳列，亦暗含

蔦屋式邏輯。例如藝術類書籍，除
了關注時間脈絡、藝術流派、代表
藝術家，書店更在藝術家分類陳設
方面費了諸多腦筋，會特別留意陳
設相鄰，或者相近的兩位藝術家之
間，是否存在師承、關聯。
「書店布局需常換常新，經常調

整，例如書架的陳列邏輯、選題，
最好時時充滿新意，於某些經常光
顧的讀者而言，如果每次看到都是
同樣的東西，就不會有驚喜感，」
論及此，祁祺特別提到了「提案
師」。「提案師」是蔦屋的獨有崗
位，在蔦屋書店各個區域，散布着
小小諮詢台，就是為「提案師」所
設。若是藝術類「提案師」，就會
負責整個藝術類區域的書店陳列、
選品，在此過程中，小到每一本書
會放在哪裏，「提案師」都會發揮
主觀能動性，絕非冷冰冰的拷貝上
級指令。這當然也會對「提案師」
的職業素養提出較高要求，其實不
少蔦屋書店「提案師」都具有某一
領域的專業背景。
「圖書陳列其實非常主觀，如何

尋找關鍵詞，如何更好地分類，如
何呈現箇中邏輯，令讀者能夠對此

產生興趣，我們會鼓勵員工提出自
己的建議，」祁祺舉例說，如果有
一個選題是「人類群星閃耀」，可
能在常規理念中，此分類當集中一
些推動歷史進程的科學家或政治人
物，但可能年輕的「提案師」就會
選擇放一本有關周杰倫的書，因為
周也是星光熠熠，「我覺得也沒有
問題，只是需要大家多一點溝通、
磨合。」

選品物有所值
美國女作家海蓮．漢芙的書信體

小說《查令十字街84號》，被譽為
「愛書人的聖經」。一間書店若能
提供既有溫度、又不乏專業見解的
服務，定會令諸多愛書人一見傾
心。蔦屋的「提案師」，不由令人
聯想到弗蘭克，其重要職責之一，
即是與顧客溝通。蔦屋創始人增田
宗昭也在其《蔦屋經營哲學》中寫
道：「以前所說的生活提案，與今
後社會需要的生活提案方法不同。
我們從通過電視、雜誌向多數人提
倡某種生活風格的時代，過渡到了
必須向多樣化的個人，提出一對一

的生活風格提案的時代，不了解每
個人的生活風格的種類、方向、水
平的話，是做不出有用的提案
的。」
增田宗昭反覆強調，店舖是為顧

客存在的，賺錢只是結果。「顧客
來到實體書店，體驗中很大一部分
來源於溝通。」祁祺認為，若是具
有明確購書目的，此類顧客大概率
不會來到實體書店，畢竟現時網絡
購物、電子閱讀十分發達，多數光
顧書店的讀者，很可能是在此尋找
感興趣的內容，「我們的提案會觸
發顧客的興趣點，但在具體選書的
時候，顧客會產生很多疑問，比如
書店有兩本安迪．沃霍爾的畫集，
究竟該選擇哪一冊？這時候，『提
案師』可能就會因顧客而異給出建
議，比如這一冊多是藝術家黃金時
期的創作，另一冊雖未集結熱門作
品卻非常稀有，若想全面了解藝術
家的整個創作生涯，可以考慮購買
後者；又如顧客青睞安藤忠雄，
『提案師』可能就會推薦他看一下
勒．柯布西耶，畢竟前者深受柯布
西耶影響。」
因種種原因，內地書店售賣的進

口書往往價格昂貴，蔦屋的選品卻
讓人覺得物有所值。祁祺透露，其
實蔦屋銷量最好的就是這些進口
書，因出版年份跨度很大，其中一
些出版於十多年前，本身不可能再
版，部分藝術、時尚類攝影、繪畫
集，甚至完全可作為收藏品，令心
儀者趨之若鶩。在上海蔦屋書店，
此類限定珍藏本多達百冊以上，其
中最貴的一本法拉利全球限量書，
售價高達39.5萬元，在書店僅開張
一個月後，即已「名花有主」。
時下諸多新興書店紛紛玩轉文創

概念，但在蔦屋書店文創板塊佔比
非常小。對此，祁祺解釋，除了部
分藝術家聯名款，如日本人氣插畫
家長場雄為上生新所蔦屋書店開業
繪製的限量托特包，一樓所售多數
文具、生活用品等雜貨，並不是書
店文創衍生品，被蔦屋書店引進，
純粹因為物品好用，部分選品僅在
中國蔦屋有售。二樓所售多為體現
了日本匠人精神的手工藝品，這似
乎正傳達了增田宗昭的理念：「不
僅是關於藝術的書，我還想在店裏
銷售真正的藝術品」。

蔦屋書店落戶上海

網購、電子閱讀大行其道的今天，全世界實體書店都面臨經營

困境，單一的賣書功能早就無以為繼，執着於周邊文創也已令人審

美疲勞。近兩年來，數間顏值、口碑兼備的實體書店在上海相繼開張，其

中新晉網紅蔦屋書店去年年末揭開面紗以來，果真受到文藝老中青年的熱烈追捧，箇中經營哲

學或可作為「他山之石」——若致力於成為「文藝策源地」，令漫無目的的讀者能自「別人的

書架」上受到啟發，從「提案」中汲取靈感；若書籍不再僅僅用作出售，更可拿來鑒賞、珍

藏；若店家能似《查令十字街84號》中的男主弗蘭克，提供專業、溫暖的個性化服務，一間

實體書店就仍有線上渠道不可取代的獨到之處。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閱閱讀讀有有你你

本版現邀請讀者用不多於400字的篇幅，與我們一起分
享自己與書的小故事。可以是介紹最近心水的好書，回憶
印象最深的一次閱讀體驗，又或是關於書店與城市的獨家
記憶。題材隨意，風格不限，一經採用，小稿將獲刊登之
餘，更有神秘禮物送上！有興趣的讀者即日起請將小稿與
聯絡方式電郵至bookwwp@gmail.com，主題請註明「閱
讀有你」。

定位定位「「文藝策源地文藝策源地」」
實體書店方興未艾實體書店方興未艾

●●上海上生上海上生．．新新
所蔦屋書店顧客所蔦屋書店顧客
絡繹不絕絡繹不絕，，目前目前
採用預約制採用預約制。。

●●書店二樓營造了具有現代感的空書店二樓營造了具有現代感的空
間間，，雕塑雕塑、、裝置裝置、、建築建築、、手工藝手工藝、、藝藝
術類珍藏本等成為展示主角術類珍藏本等成為展示主角。。

●●英國攝影家大衛英國攝影家大衛··貝利貝利(David Bai(David Bai--
ley)ley)的攝影集的攝影集，，在上海上生在上海上生．．新所蔦新所蔦
屋書店屋書店，，限定珍藏本多達百冊以上限定珍藏本多達百冊以上，，
這也是書店的一大特色這也是書店的一大特色。。

●●顧客在蔦屋書店閱讀顧客在蔦屋書店閱讀。。

●●上海上生上海上生．．新所新所
蔦屋書店店長祁祺蔦屋書店店長祁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