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0 年，新华书店来到贵州，一

度遍布每个乡镇， 成为人们在那个

物质匮乏年代的精神食粮。

随着时代变迁， 人们阅读习惯

的改变、网络书店的冲击、民营书店

的竞争，新华书店开始陷入困境。

困则思变， 新华书店进行了多

方转型尝试， 从单纯的卖图书转向

做文化———

2015 年，全省首家“贵州书城

24小时不打烊”书店开业，一杯咖啡

一本书一个夜晚，给一些爱读书又因

不能回家的人亮起了一盏夜读的灯；

2017年 7月， 金阳高新书城开业，这

里有别于其他门店，新增了大数据书

籍，还有体验读书的“朗读亭”……

“如今的新华书店不只是读书

识字、文化启蒙的平台，更是打开文

化视野的窗口，它不仅能沉淀记忆，

更能让人享受阅读。 ” 贵州省新华书

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健说。

贵阳市最早的新华书店门市部

是在大十字，当年人气之旺盛，一些

上了年纪的人至今仍能说个一二。

“一栋灰红色的洋灰楼房，在两

旁黑色瓦房中间十分显眼。 当时，那

里的书籍最多， 也是贵阳人星期天

爱逛的地方。” 58岁的姚雪红回忆，

在 1978年到 80年代初，新华书店是

年轻人最钟爱的地方， 当时国家刚

开始改革开放， 年轻人如饥似渴地

到这里买各种文化类书籍。

50岁的张杰记得，1980 年前

后，他跟小伙伴们最爱去少儿部买

连环画，每个星期天，书店里都挤

得一塌糊涂。 什么 《三国演义》、

《岳飞传》、《杨家将》、《铁道游

击队》、《敌后武工队》，都是成套

的， 孩子们一次性拿不出几块钱，

他们便凑着一毛两毛的零花钱，将

书买齐。

“新华字典、教辅资料、法律材

料、 社科书籍， 都只能去新华书店

买，而且都是权威的。 ” 70后的田师

傅说，只要想到买书，大家首先想到

的就是去新华书店。

从纸质书籍到电子阅读， 随着

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 网络购书的

发展， 新华书店同其他实体书店一

样，开始面临着生存困难。 虽然现在

贵州省新华书店在全省有 92 家，对

比其他书店算是最多的， 但对于曾

经的每个乡镇都有新华书店的辉煌

时期，还是缩减了很多。

有媒体报道，一项 2016 年的调

查数据显示， 有近七成的中国成年

人选择数字化阅读， 纸质图书阅读

率不到六成。 并且更多的人喜欢网

络购书，给实体书店带来了冲击。

贵州省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健在 90 年代是一名工作人员。

他说，当时，低价盗版书、新产品电子

书的出现打击了新华书店。“盗版书

的生产、经营成本、价格低，很多读者

就去买盗版，电子书的便携、容量大

又吸引人，书卖不出去滞销了。 ” 李

健说，图书滞销造成员工工资发放困

难、经济指标完不成，经营亏损等等。

“尝试过打折促销、奖励促销，

但这样做， 挤压了原本就微薄的利

润，无济于事。 ”李健介绍，打折优惠

没能带来经营的改善，一些乡镇门店

因支持不下去便关门了。再加上一些

民营书店的出现，都威胁着新华书店

的生存。

在不断出现的困难中， 新华书

店开始不断思变。

2015 年，全省首家“贵州书城

24小时不打烊” 书店开业，这是一次

转型尝试， 一杯咖啡一本书一个夜

晚， 给一些爱读书又因不能回家的

人亮起了一盏夜读的灯。

“初入职场，和闺蜜一起夜读的

感觉很棒， 有一种在大学时泡图书

馆的感觉！ ” 曾在开业之初体验过

24小时书店的王女士说。

“以前，新华书店的过道仅容

两人擦肩而过，人多了，还怕将书

从架子上碰掉。 ” 田师傅说，以前

看书的地方少， 就新华书店一家，

中规中矩的书架比较高，灯泡也不

亮，店里有点黑和闷。如今，新华书

店一改往日的古板形象，柔软的沙

发座椅、 柔和的灯光和轻音乐、摆

放整齐的书摊和书架，店内配备茶

艺空间、轻餐饮、交流区、活动体

验，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现代化综合

性的休闲场所。

2017 年 7 月， 金阳高新书城开

业。这里有别于其他门店，新增了大数

据书籍，还有体验读书的“朗读亭” 。

“看书看累了，微信扫一扫进

入朗读亭就可以读书，还能带走自

己朗读的语音，挺新颖的。 ” 一位读

者说。

记者看到， 贵州书城增设了电

教学习产品、亲子阅读活动区、还通

过微信公众号定期举办“故事妈妈”

的活动。 “一次偶然机会，我参加过

贵州书城的‘故事妈妈’ ，和一些家

长分享读书育人经验， 我觉得挺棒

的，文化氛围不能丢，挺好的。 ”常常

光临新华书店的周女士说。

“现在，除零售外，我们还要主动

去开展团购、 批销及各种与文化、图

书相关的招投标工作。 ”云岩广场贵

州书城的副经理龚科平介绍，现在贵

阳市几家门店的经营都是多元化的，

除了零售，他们还引进了文创产品。

“新华书店门店升级改造，如今

在贵阳已有 4 家， 经营的图书多达

17 万种， 可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群

体。 ”李健介绍。

从云岩区贵州书城的经营看，

2013 年客流量达到 66 万人次，销售

码洋约 3300 万元，2016 年迎来低

谷，是 64 万人次，销售码洋约 3200

万元，自从开展 24小时书店、策划活

动，寻求合作以来，2017年恢复到 66

万人次， 销售码洋达到 3500 万元

（销售码洋包含零售，团购以及批销

业务的总体销售数据， 而不是单纯

的图书零售）。

“新华书店不仅是读书识字、文

化启蒙的平台，更是打开文化视野的

窗口，它不仅能沉淀记忆，在今天更

要让读者能享受阅读。 ” 李健说，对

于喜爱阅读的贵阳人来说，能够在溢

满书香的新华书店重拾记忆，无疑是

极有幸福感的事情。 ■陈玲

提供休闲的场所

■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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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还对老的新华书店有记忆，你是否对如今的城市书房有向往……

贵阳“书店的脸”正在改变

本报讯 交通事故发生后， 其中

一个当事人到公安局处理事故时，用

假身份信息被民警识破， 民警发现，

这名男子竟是 20年前在六盘水犯下

杀人案的嫌疑人，当场将其控制住。

6 月 9 日晚，贵阳小河经开区开

发大道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因为没有

人员伤亡，双方报警并按照民警指导

拍照后， 定于 6月 11日星期一到贵

阳市公安交管局经开区分局处理。

经开区分局事故中队民警说，星

期一上午，双方当事人前来处理这起

交通事故，民警让他们出示了相关证

件，通过网上比对，民警发现，其中一

名张姓男子的身份证照片与网上留

档照片存在差异。

“我们追问他，身份证照片是不

是本人的，他有些紧张，说话也不利

索了。 ”民警说，就在他们发现疑点，

准备对张某展开深入调查时，张某已

悄悄走到了门外，准备逃离交警队。

张某的举动让民警更加确信他

有问题。 最终，在围追堵截下，张某

被民警控制。

经过盘问审查，原来，51 岁的张

某 20 年来一直冒用其兄弟的身份，

原因是当年他在六盘水老家与邻居

为土地纠纷打架斗殴致他人死亡，一

直是网上追逃的犯罪嫌疑人。

6 月 12 日， 犯罪嫌疑人张某已

被移交六盘水警方作进一步调查。

（本报记者 李强）

嫌犯身份被识破，欲逃离时，被民警当场逮住

一起交通事故 牵出 20年前命案

权威书店的辉煌

传统书店的式微

困境：

记忆：

思变：

让阅读成为享受

服务：

本报讯 6月 11 日，南明区后巢

乡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后巢乡派

出所等多个部门，在山水黔城小区开

展打击传销突击行动，端掉 1个传销

窝点，控制 10名涉嫌传销人员。

据了解，山水黔城小区地处南明

区与经开区交接地带，流动人员非常

多。 2012年起，开始有传销团伙在此

开展非法传销活动。 自此，每年南明

区后巢乡都要联合辖区市场监管部

门、后巢乡派出所等多家部门，成立

打击传销工作组开展打击活动。

今年 6月 11日， 后巣乡接到群

众举报，称山水黔城小区一组团 3栋

2单元 2201房存在传销组织活动。

随即，后巢乡联合南明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后巢乡派出所、山水黔城

居委会等多个部门，根据举报人提供

的线索及掌握的情况进行打击，控制

涉嫌传销人员 10人， 现场查获多本

传销人员的学习笔记等物品，同时约

谈了给传销组织提供住所的房东。

据统计，自 2012年开展打击传销

活动以来，截至今年 6月 11日，后巢

乡打击捣毁山水黔城小区内的涉嫌传

销窝点 100余个， 遣返涉嫌传销人员

300余人，劝返解救 40余人。 其中，今

年 1月至 6月 11日， 捣毁传销窝点

30余个， 遣返 70余人， 劝返解救 13

人。（韩圣武 本报记者 欧鲁男）

山水黔城小区

端掉30多个传销点

今年以来：

本报讯 11 日，贵安新区，一司

机因车祸受伤， 在等待救护车期间，

交警和环卫工一直为他撑伞挡雨。

当日 7时 40分，贵安交警二大队

接到群众报警， 称贵安新区人民大道

发生一起小型汽车撞击路边水泥墩的

事故，车上驾驶员受伤。 接到报警后，

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与热心的群众一

起将被困的驾驶员救了出来。

“他双腿受伤流血， 站不起

了。”民警说，当时正下着雨，他们把

伤者搀扶到路边， 又将轿车的后排

坐垫拆了下来，垫在地上让他躺下。

后来， 民警又向群众借来了一把雨

伞给伤者遮雨。

“一把伞挡不住，一名环卫工人也

主动来帮伤者打伞。 ”民警这样说。

“救护车大概 10多分钟后才到

的，他们俩一直为伤者撑着伞。 ” 路

过事故现场的李先生说，当时，他被

这个场景感动了， 当即掏出手机拍

下了这幅画面。

据了解，当日，伤者被送往医院

后，经过治疗伤情稳定。 目前，事故

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李强）

交警和环卫工

为他撑伞挡雨

一司机车祸受伤， 等待救

护车期间———

贵州书城

朗读亭

高新书城

为环卫工挡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