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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热点

本报记者 徐雪霏

内山书店：
属于“百年”书店的故事仍在继续

“内山书店”这个名字，相信对于中日文化有所了解
的人来说并不陌生。1917年，日本人内山完造在上海

创立了内山书店，原本只是为了给夫人消遣解闷的一家小店，却没想到渐渐
发展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亦是国际左翼文化的重要据点。郁达夫、萧
红、郭沫若等诸多文人知识分子是内山书店的常客，鲁迅更是将这里当作自
己的会客厅，生前的最后十年这家书店是他最常去的地方，也因此与内山完
造结下深厚友谊。二战后，日本战败，内山完造作为日本侨民于1947年被遣
返回国，内山书店在中国也就此成为历史。

以书肆为津梁
期文化之交互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鲁能城购物中心地下
一层的内山书店。或许是因为正值暑假，即使
是工作日，来这里看书的人也并不少，店内零星
几处用于阅读的休息区域也都坐满了人。

琳琅满目的各类图书、极具特色的文创产
品、香气怡人的咖啡饮品，这里看上去似乎与其
他网红书店没有什么区别。但当你认真观察整
个书店，你会惊喜地发现内山书店的每个角落
都展现着属于它的独特记忆。

在书店的右侧有一面特殊的照片墙，这面
墙向每一位来到内山书店的顾客讲述着它在中
国发生的故事……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北四川路上有家
内山书店，店主是日本人内山完造和井上美喜
夫妇。当时内山完造还是大阪“参天堂”药铺派
驻上海代理店的推销员，忙于四处经商的他经
常与夫人聚少离多，为排遣夫人的寂寞，二人商
量后，决定开一家书店。

书店最初是在位于魏盛里的自家公寓二
楼，完造接手后，夫妇二人苦心经营，书店也几经
搬迁，越做越大，最终于1929年在公共租界内的
黄金地段北四川路落定，并在英租界开了一家
分店，成为当时日本在海外最大的书店。

在当时的中国，书籍还大多收藏在书阁中，
寻找起来十分困难，想要随意翻阅更是不可
能。而内山书店却将图书随意地摆放在书架
上，供前来买书的人翻阅挑选，成为第一个引入
“开架售书”模式的书店，也因此吸引了大批有
着进步思想的知识文人前来，鲁迅就是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1927年10月5日，由广州来到上海才两天
的鲁迅第一次踏进内山书店，那天下着雨，鲁迅
在书店转了一圈，买走了四本书。随后的几天，
鲁迅时常来到书店买书，这也引起了店内人的
注意，正巧内山完造也在店里，就上前与鲁迅热
情攀谈，二人自此相识。

内山书店也成为鲁迅生前最爱去的地方，
不仅天天泡在那里，甚至连家中的房租和水电
费，都是同书账一起，由内山书店代缴。据《鲁
迅日记》记载，从1928年到1935年，鲁迅累计
去过内山书店五百多次，买书一千多册。鲁迅
与内山完造更是成为知心好友，在鲁迅结识的
日本友人中，经内山引荐者，多达一百六十人以
上。鲁迅去世前一天，最后一通便笺是写给内
山的。鲁迅生前唯一为人作序的书，是内山完
造的处女作《活中国的姿态》。

然而内山书店却不仅仅是一家书店，在那
个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它还曾为以鲁迅为代
表的左翼文人们提供庇佑。一·二八事变中，鲁
迅和胞弟周建人一家在内山书店避难；鲁迅逝
世后，内山完造是赫然名列治丧委员会的两位
外籍人士之一（另一位是史沫特莱）；第二次“上
海事变”（即八·一三事变）时，内山出面搭救被
捕的许广平；郭沫若、陶行知、夏丏尊等进步文
化人，都曾得到过内山的搭救……

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投降。1947年，
内山完造作为日本侨民，被当时的国民政府遣
返回国，内山书店也从此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
台。可喜的是在内山完造的指导下，1935年，
内山完造的胞弟内山嘉吉在东京开办了内山书
店，专门经营从中国内山书店邮寄到日本的中
国书刊，帮助日本民众了解中国。东京的内山
书店数次迁址，但一直存续下来，成为传播中国
文化和声音的友好合作伙伴。

1959年，内山完造回到中国，不久病逝，按
照他的遗愿，家人将他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
内山完造友人、文学家夏丐尊先生亲笔题字，刻
碑立于内山完造夫妇合葬墓前，“以书肆为津梁，
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吁
嗟乎，如此夫妇。”其中“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
交互”一句正是对内山书店精神的精准概括。

百年书店重回中国
历史与情感得以延续

内山完造去世后，内山完造的家族后人，一
直希望承继其遗志，让内山书店成为新时代两
国文化交互的桥梁与纽带，这也为内山书店数
十年后得以回到中国埋下了伏笔。

2013年，天津“80后”纪录片导演赵奇制
作了一档名为“海外书店”的节目，节目拍摄了
位于东京的内山书店，赵奇也因此结识了内山
家族的后人。

2015年4月3日，赵奇和内山家族的第四代
后人内山深在万国公墓为内山完造扫墓，内山完
造的胞弟、东京内山书店的创办者内山嘉吉的孙
子内山深流着眼泪跟他讲到，从祖父一辈人开始，
内山家族就有一个夙愿，把内山书店重新开到中
国，但没有实现这一愿望，因此觉得很愧疚。

或许是被内山家族的故事所打动，或许是
源于内心深处那份根深蒂固的使命感，那一刻，
赵奇心中迸发了一种冲动，他想要帮助内山家
族实现这个愿望。

然而现实并不像赵奇想象得那样简单，书
店想要落地还需要解决许多实际的问题，头一
个要解决的就是启动资金从哪儿来。赵奇想过
各种各样的办法，甚至想过要卖房，可都解决不
了根本问题，就在赵奇一筹莫展的时候，天津市

委宣传部得知了赵奇的想法，表示愿意大力支持。
几番讨论，2019年，天津市决定由天津出版传

媒集团负责内山书店的重开和运营等各项事宜。
2020年，内山家族授予该集团对“内山书店”商标在
中国范围内的排他性独家使用权，当年8月，天津出
版传媒集团成立子公司“天津内山书店有限公司”，
内山书店落户天津就此进入最后筹备阶段。

2021年7月10日，内山书店——这家创立于
1917年、和鲁迅先生有着深厚缘分的著名书店，
正式宣告重回中国，落户天津。赵奇也辞去了稳
定的媒体工作，全身心投入到书店运作。

然而书店落户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赵奇等人
要思考的是如何让内山书店这样一个百年老店的
品牌延续下去，如何继续做好中日文化交流的桥
梁。他认为，内山书店是一个百年文化IP，在移
动互联网时代，要结合传播规律，分析受众特点，
时刻做到与时俱进，坚持自身的文化品位，做好历
史传承，提升书店竞争力，“不同于网红书店，内山
书店不需要贩售态度，需要的是输出内容，因为我
们有大量真实历史内容可以介绍给读者。”

记者了解到，目前内山书店7000余种图书，
近2万册，将近一半的选品都是和中日交流直接
相关的。图书以优质中文书刊为基础，以门类丰
富的日文书刊为特色。常规图书之外，内山书店
引入日文原版书经营板块，弥补市场空白，满足日
本文化爱好者的需求。

图书之外，内山书店还将开展多种经营，发展
线上线下图书和非书的综合业态，继续开办类似
鲁迅时代的“漫谈会”，引入高品质内容。“其实，这
种漫谈会的形式早在内山完造时期就已经存在，
由中日两国的作家文人轮流坐庄。内山完造也顺
理成章地客串‘漫谈作家’，生前出版过不下二十
种随笔集。”赵奇介绍道。

同时在内山书店的设计布置中，还原了诸多历
史元素，最主要的是在一个小空间中复原了当年中
国内山书店的门头。门头的展示橱里放一些旧物和
旧版书之类，现在的展示橱中，展示了鲁迅日记的最
后一页，里面写到了鲁迅去了内山书店；还展示了鲁
迅通过内山书店收发的邮件。其中还有一本珍贵的
“一版一印”鲁迅书简，是内山家人专门从日本邮寄
过来的，供天津内山书店展示，传承历史文脉。

内山书店还在进门的位置设置了一整面的鲁
迅书墙，从大部头的各种版本的《鲁迅全集》到鲁
迅的传记、鲁迅收藏的版画以及鲁迅的书信的原
稿，等等，颇有对市面上关于鲁迅的书一网打尽之
势。赵奇介绍，选书时特意选了一些比较有趣的，
比如黄乔生的《鲁迅图传》、有“怼王宝典”之称的
《一个都不宽恕》，“这面墙就是从各个角度来讲述
鲁迅，拉近读者与鲁迅之间的距离，我们希望当代
的年轻人对鲁迅的理解不仅仅是教科书中的一个
人物，而是一个鲜活的人。”

对于内山书店多年后能够再次回到中国，鲁
迅长孙周令飞表示，鲁迅生前曾512次来到内山
书店，并与内山完造结下深厚友谊，患难中得见真

情。作为鲁迅先生的后人，他很高兴看到这份友
谊能够以内山书店落户天津的方式得以延续。
“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再创业，为读者，为交

流，为和平。”这是赵奇将内山书店带回中国的初
衷，也是内山后人对书店共同的期许。

如果没有书店
就没有人与书的相遇

一座城市究竟需要怎样的书店？书店是否是
城市的必需品？对于“书痴”绿茶来说，这是他要
用一生来解答的问题。对于爱书如命的人来说，
书店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存在。逛书店已然成为绿
茶日常生活的习惯，独立书店、二手书店、古籍书
店是他的最爱。在北京的二十多年里，他逛过的
书店难以计数，出差或出国旅行，他也要抽出时间
到当地的书店里转一转，他的目标是有朝一日逛
遍世界各地的书店。而每到一店，他至少要买一
本书，以表达对书店的敬意。

当得知内山书店要重回中国的消息时，绿茶
欣喜若狂，天津的内山书店自然也成为他必须“打
卡”书店之一。7月24日，受到内山书店的邀请，
北京资深阅读推广人绿茶携新书《如果没有书店》
作客内山书店第一场文艺漫谈会，跟读者分享他
与书店的故事。

上世纪90年代还在上大学的绿茶常常到北
京大学南门外的风入松书店里蹭书看，去的次数
多了，对书店里的情况比店员还清楚。

作为国内首批民营书店之一，创立于1995年
的风入松书店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炜与朋友
共同创办的，是以学术书籍为主，哲学书更是主
打。当爱好西方哲学的绿茶被老师推荐到书店做
店员时，理所当然地被安排在了哲学区。

在整理摆放书籍的过程中，绿茶对每本书都
有了深刻印象，并形成自己独特的搜书定位系统，
哪本书在哪个位置，读者来找书，他都能快速准确
地找到。

老板看他是懂书、爱书之人，便把布置展台的
工作也交给他，负责搜寻店里的好书摆放在书店
最显眼位置的展台上，并不断更新，哪本书卖不动
就要撤下，另找好书替换。看到读者翻看着他推
荐的书，然后买下，他的心里颇有成就感。他说，
这或许就是最初阅读分享精神带给他的感触。慢
慢地，绿茶的选书能力大大提高。升任店长后，他
还在书店的营销部和采购部工作过，负责大客户
的推销和替书店订书。

虽然在书店工作的时间只有短短两年，但绿
茶对书、对书店有了十足的爱，对阅读分享精神也
有了最深刻的认同。

大学毕业后的绿茶，从事的工作大都与书有
关，先是在北京一家媒体做书评编辑，后来又做过
杂志主编、出版社副总编辑等。如今，他创办“绿

茶书情”，是北京金牌阅读推广人，并常年担任多
家媒体好书榜的荐书人和评委。

如今每到一个城市，绿茶一定会去寻访这个
城市所独有的书店，因为只有那个城市的气质和
土壤，才得以构建出独特的书店生态，在绿茶看
来，书店是城市的审美底色。

2020 年的疫情对实体书店打击很大，很多书
店因此关了门，绿茶觉得在后疫情时代，应该有一
本书能够向书店致以敬意，或者是说能够给实体
书店业打打气。因此他利用疫情在家的这段时
间，将自己多年来去过的书店都整理了出来，《如
果没有书店》这本书应时而生。

书出版后，很多人喜欢把这本书当作一个书
店指南或者“打卡”指南，但是实际上绿茶一开始
并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在他看来这本书最大的价
值可能在于它的记录性：“实际上这本书是作为我
个人对十多年来的中国书店业的记录。这种记录
放到一个相对比较长的历史长河里，我认为还是
有意义的，可以让后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书
店在我们的文化生态中存在过。”

对于未来实体书店的命运如何？绿茶认为，
在当下这个时代，不同的人对书店的取向、需求都
是不一样的，包括孩子们也有他们的需求，现在很
多书店会设置亲子区，有游戏、有互动，等等，所以
书店未来肯定是形态越来越多样化：“我最喜欢的
一句话就是‘如果没有书店，就没有人与书的相
遇’。书店是人书相遇的最理想场景，人们从书架
上把一本本书取下，翻开，就构成了人与书的缘
分，而书店，为这样美妙的动作提供最舒适的环
境。当年我在书店做小店员时，每天就是把一本
本书取下，再整理好摆在不同的书架，这个看似枯
燥乏味的辛苦劳作，让我和书发生了影响我一生
的相遇。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像我一样走进
书店，一次次与书相遇，相信每个人都会因为这样
的相遇而爱上书，爱上书店。”

如今，时隔74年，内山书店
再次回到中国，落户天津，对于广
大书迷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好
消息。这家有着悠久历史的书店
背后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百年老店“穿越”至现代，又会产
生怎样巧妙的化学反应？内山书
店的故事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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