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书店“ 光棍节”抢购网店以囤货
光棍青年：谁动了我们的便宜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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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给光棍的便宜书，大批流入小书店

在上海边缘地带开有一家小书店的
许先生“ 光棍节”熬 红 了 眼 ，不 为“ 脱
光”，只为囤货。天猫网在“ 光棍节”当天
举行的图书促销活动，拉到了新华文轩、
博库书城、当当网等一大批图书零售巨头
参与，不仅罕见地“ 全场5折”（ 以往此类
促销只有少数图书参与），还承诺满288
元（ 或268元）减55元（ 或50元），并免费
包邮。

于是许先生在11月10日傍晚便守在
网上了，先列书目，等半夜12点一过便直
接付款。许先生专挑那些“ 稀罕货”买。比
如莫言的作品集，许先生此前也曾想从出
版社进点货，无奈出版社暂时只供应大书
店，小书店只能靠边站。而且许先生还听
说，出版社给书店的莫言作品折扣一般不
低于6折，比“ 光棍节”促销价还高。

经过一番考量，许先生在“ 光棍节”
的凌晨，为自己的书店“ 抢”到了20套莫
言作品系列，30本新版《 现代汉语词典》，
50本新版《 新华字典》等其他诸多热门图
书，花了5万多。他算了算比平时进货少花
3万多元。

据记者了解，在过去的“ 光棍节”中，
很多老板都如此为自己的小书店备足了
货。图书零售巨头砸钱赔本给光棍们提供
的便宜书，就这样都流入各色小书店。第

二天，这些书就会以全价的面目出现。

不满：
光棍抗议自己的权益遭受侵犯

于是，难免出现了光棍和小书店争抢
一书的局面。单身女青年小孙想在节日里
为自己买一本某辞书，结果等她早上5点
赶早起床上网时却看到这书订购量已达
1000多本，处于无货状态。“ 谁那么不睡觉
抢货啊！疯了吗？”小孙大为不爽。

而据本报了解，大部头工具书是小书
店“ 光棍节”囤货的重点，因为这类书平
时进货折扣不低于6.5折。光棍和小书店争
夺的焦点还有平时进货折扣一般不低于7
折的原版书。

因为光棍们不像小书店老板那么有
备而来，再加上不少老板为了得到更多返
利，不惜分批下单，堵塞了付款系统。在这
场低折书争夺中，很多光棍处于劣势，这
也引发了他们的不满。“ 为什么不限购？为
什么不对购买账户进行甄别？这不是明摆
着欺负我们光棍吗？”网上有光棍提出了
抗议。

记者昨天从参与促销的一些图书零
售巨头处获悉，因为此次不少书是低于进
价销售的，他们可能要赔进去几千万，“ 其
实在参不参与促销这件事上，公司内部也
有过争议，最终还是决定博一次人气。既
然现在不少小书店钻了空子，这种赔本的
买卖将来也未必会再做了。”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一本书要畅销，
70%靠质量，30%要靠营销。”昨天郭敬明
对本报记者说。在“ 光棍节”的下午，郭敬
明之所以出现在上海书城福州路店，就是
为了他旗下著名写手落落的新书《 剩女为
王Ⅱ》首发捧场，这自然也是郭敬明所说

“ 30%”的一部分。
《 剩女为王Ⅰ》落落写于2010年，连

同此次首发的第二部，两部小说总体讲的
就是“ 剩女”背后的一些故事。而这一契
合当下的热门题材，也是在她的老板郭敬
明的建议下写的。

从六七年前处女作《 年华是无效信》
起，郭敬明就一直担任落落作品的出品
人。郭敬明总是根据落落的文笔特点，为
她制定写作的方向。这些方向符合郭敬
明对于市场的判断。数年之功，他终使落
落成为新书首印可达30万册之多的文坛
红人。

“ 再好的作品也需要好的渠道和传播
平台，毕竟没有哪个作家能征服所有的读

者。”郭敬明昨天饶有兴致地聊起了“ 图
书营销之道”。在他看来，图书要想大卖，
首先本身得写得好，“ 如果书不好，就是天
天放在书店的正中位置，也不会有人买，
千万别低估了读者的辨别能力”，这一点
大概占到成功的70%。

剩下的30%就是要想办法让这本书被
人知道。“ 如果不做推广，只是让书放在书
店里凭运气被读者看到，那卖出去的机会
将非常小。这一点值得图书出版界共同思
考。”而郭敬明的营销手段就是利用网络
推广，此外不断为别人站台。

2009年莫言的新长篇《 蛙》在上海
首发时，郭敬明也曾现身站过台。郭敬
明昨天说，莫言的小说写得很好，但作
为严肃文学，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他的
作品，故有了他的站台之举。可是现在，
诺奖显然改变了莫言作品的命运，“ 现
在莫言老师作品的订货量也很大，我看
到消息说，莫言作品的订货量已经超过
了我。”

本报讯 记者 杨汶 伦敦当地时间11
月8日，世界吉尼斯纪录官网宣布，韩国歌
手PSY朴载相的《 江南Style》获得世界吉
尼斯纪录认证，成为YouTube历史上最受
欢迎的视频。PSY在取得证书后，亦不忘拗

“ 妖娆”造型，尽显“ 鸟叔”风范。
《 江南Style》在10月31日完成6亿次

点击量，仅次于贾斯汀·比伯的《 Baby》的
7.94亿次。值得一提的是，《 Baby》实现该
成就都用了近2年的时间，而《 江南Style》
登陆YouTube仅一百多天。

来自吉尼斯官方的最新数据显示，
《 江南Style》 从7月15日起得到了4911081

个“ 被喜欢” 的好评，已经超过了比伯
《 Baby》 的1327147次和英国流行歌星阿

黛儿的《 Rolling in the Deep》的1245641
次，并成为网络上新一代的神曲。

之后 ，朴 载 相 还 亮 相 英 国 牛 津 大
学，向学生们讲述了他的创作过程和表
演经历。

朴载相透露：“ 我用了30个夜晚创作
这个骑马的舞步，” 他说，“ 我不但尝试
了模仿马，还尝试了模仿其他动物的动
作，比如大象、猴子、袋鼠和蛇。”朴载相
还表示，《 江南Style》带给了他一个美梦
和一个噩梦。美梦是曲子和舞蹈大受欢
迎，“ 而如何击败《 江南Style》”则是一
个噩梦。

朴载相同时透露说，目前他正在创作
新的单曲，计划于明年2月推出。

本报讯 记者 杨欣薇 日前，电影《 巴
啦啦小魔仙》在沪召开发布会，宣布：将推
出同名大电影，进军2013年暑期档。

作为国内唯一的真人魔法电视剧，
《 巴啦啦小魔仙》 是中国首部以魔法变

身、魔法穿越为主题内容的电视剧。电影

版将会延续电视版的轻松幽默风格，讲述
了“ 巴啦啦小魔仙们生活的星球，突然出
现了异动，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法力无
边的魔仙女王命令小蓝、游乐等潜伏到人
类世界去追寻拯救家园的办法, 从而发生
的一段段奇趣搞笑的魔法之旅”故事。

美国《 人物》杂志昨日确认了比伯与
女友“ 分手”的消息。知情人士透露：“ 赛
琳娜和比伯大约一周前就分手了。”而两
人分手的原因则为聚少离多，“ 他俩经常
聚少离多，关系维持起来很麻烦。赛琳娜
还不怎么相信比伯。他俩挺不容易的，还
是选择了分手。”

20岁的赛琳娜和18岁的比伯在约会
了几个月之后，于2011年2月正式确立恋
爱关系。不过由于比伯当时人气爆棚，他
的很多粉丝都对赛琳娜极为不满，两人关
系也一度不被看好。

2011年8月和今年的7月时，两人也有过
分手传闻，不过上个月被狗仔拍到两人在一

起玩的画面。比伯近日在接受美国著名脱口
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采访时也说：“ 我不
想让赛琳娜感觉我是以她为耻的。”

11月7日，贾斯汀·比伯现身美国一年
一度的“ 维多利亚的秘密”走秀，与蕾哈
娜一起担任当天的表演嘉宾，并且与模特
们互动频繁。有消息称比伯和赛琳娜此次
分手就是因为“ 维多利亚的秘密”的19岁
超模芭芭拉·帕尔文的介入。

前晚，比伯与一群朋友在百老汇看演
出，其中就包括芭芭拉。虽然这个消息并
未得到证实，但是和当初人们对赛琳娜不
满一样，已有众多比伯粉丝在网上对芭芭
拉“ 开火”。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著名歌手顺子的
母亲黄爱莲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了一本
书，书名就叫《 我是“ 顺妈”———黄爱莲：
从北京到波色太浓》。这位旅居意大利的
著名美籍华裔女钢琴家日前现身上海，和
记者一同分享她的“ 育女心经”。

据黄爱莲说，30多年前，已是知名钢琴
家的她带着两个女儿———10岁的小青和6

岁的顺子，怀揣仅有的35美元，踏上前往旧
金山的飞机。她从女护工做起，一边打工一
边学习。

黄爱莲的大女儿小青曾任《 洛杉矶时
报》高级记者，获得过普利策奖；小女儿顺
子则是知名歌手。问及教育子女的心得，
黄爱莲说，作为长辈，理解并支持孩子的
个性与爱好，是十分重要的。

《 巴啦啦小魔仙》大电影进军寒假档

顺子母亲黄爱莲出书《 我是“ 顺妈”》

刚助演秀场 就恋上超模？
贾斯汀·比伯与赛琳娜分手

眼看光棍节孤零零的，就连一些明星
也形单影只，如何是好？倒也不必太担心，
昨天，最新出炉的德国搞笑剧《 炸弹妞》
就在结尾“ 亮了一把”。玛蒂娜找不到出

门逛街的陪伴，便推了一扇“ 落地镜”一
起出行，不断和镜子中的“ 好闺蜜”自言
自语，“ 雷人又噱头” 的点子再度令粉丝
捧腹。 记者 杨汶

玛蒂娜光棍节约会“ 镜中闺蜜”

郭敬明：书想热卖，30%靠营销

吉尼斯认证《 江南Style》：史上最受欢迎视频

昨天是“ 光棍节”，当天，被称为“ 史上最给力的图书促销活动”现身网上。数
十万种新书罕见地以“ 全场5折”的形式销售，不少书甚至低于出版社的供货价。
这也就给了小书店千载难逢的一次囤货的机会。但因囤货者太多，一些热门书被小
书店“ 全包”，这引起真正想赶便宜的光棍们的不满。 本报记者 郦亮

▲“ 炸弹妞”与自己约会。
!贾斯汀·比伯与女友赛

琳娜·戈麦斯恋爱关系破裂。

又到一年光棍
节，除了恰好“ 11·
11”生日的莱昂纳
多·迪卡普里奥，已
经“ 应景”地与模
特小女友分手外，
美国歌坛小天王贾
斯汀·比伯也与女
友赛琳娜·戈麦斯
一拍两散。

本报记者 杨汶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前天上午，由《 诗
探索》编辑部和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

“ 汉语诗歌的当下处境高峰论坛暨同济大
学诗学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同济大学举
行。同济人文学院院长孙周兴教授和复旦

骆玉明教授为诗学研究中心揭牌。
由同济中文系副主任、诗学中心发起

人刘强主持的高峰论坛，则就汉语诗学古
今共融互证的可能性、新诗创作评论翻译
的途径与方法等话题展开研讨。

同济大学诗学研究中心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