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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书店零售
首现负增长

《 2012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
告》显示，实体书店的这场危机并
非一夜形成：早在2008年，中国传统
图书零售业的增长速度便突然下
滑，2009年增速较为平稳，2010年增
速跌落到1.38%，2011年似“ 回光返
照”，出现了增速5.95%的反弹。而
到了2012年出现了负增长。

记者注意到，根据这份报告透
露的数据，2012年全国书业整体销
售额约为460亿，比2011年仍然增长
了接近10%。而在传统实体书店销
售额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支撑整
体图书销售额增长10%的力量自然
来自网络书店。2012年网络书店的
销售额已高达130亿左右，占到了总
销售额的三分之一。

自2012年初，全国各地都出
台了扶持实体书店的政策。但从
数据来看，实体书店持续动荡，销
售额不断下滑的势头并没有得到
遏制。

本报曾经对各地的扶持措施发
表评论，认为在给书店“ 输血”的同
时，更要让它们拥有“ 造血”的功
能。所谓“ 造血”，也就是必须按照
市场规律来办事，在与网络书店的
竞争中找到自己不可替代的优点，
以此来吸引读者。可是现在来看，

“ 造血”的效果并不明显。

去年有莫言
今年还有谁？

在并没有完全弄明白路在何方
的情况下，书店暂时只能等待被拯
救，所谓靠“ 天”吃饭。2012年，莫言
获得诺奖拯救了不少书店。《 2012
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 显示，
在开卷2012年11月虚构类畅销书榜
单前30中，有25种莫言作品，几乎占
据全部虚构类畅销书榜单。此外，
2011年莫言图书对整体市场的码洋
贡献率为0.01%，2012年则达到了
0.47%。

“ 如果没有莫言，真不知道
2012年我们会有多惨。”不久前，上
海一位实体书店经营者告诉本报记
者，莫言获奖后，莫言作品在他们店
销售了几十万元，盈利基本占到了
全年利润的三分之一。记者注意到，
有不少书店本已做好了亏损的准
备，而2012年10月莫言获奖，彻底扭
转了这些书店年度报表的面貌。此
外，对书店利润贡献率较大的还有
十八大相关文献的销售。

报告还显示，《 小时代3.0刺金
时代》、《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 一个
教育专家16年的教子手记》、《 巴学
园系列-窗边的小豆豆》 分列开卷
公司发布的2012年虚构类、非虚构
类和少儿类三大畅销书榜单榜首。
这些畅销书都对拯救书店发挥了不
可磨灭的作用。

但问题是，去年有莫言，今年还
有谁？业内普遍认为，今年将是实体
书店更为困难的一年。如何“ 突
围”，非常急迫。

“ 我心中的澳门”
征文大赛启动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由澳门基金
会联合《 人民日报》文艺部、《 上海
文学》 杂志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
五届“ 我心中的澳门”全球华文散文
大赛近日启动。本次大赛的征稿日期
截至10月31日。

此间，于海内外各种华文报刊刊
载、以澳门民风民俗为题材的散文作
品均由资格参赛。而《 人民日报》“ 大
地”副刊、《 散文选刊》、《 上海文学》
将开辟专栏提供有关作品发表的平
台。大赛设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共19
名。获奖作品将结集正式出版。

《 我的老婆是只猫》
锁定情人节档

本报讯 记者 杨欣薇 动画电
影《 我的老婆是只猫》日前宣布于2
月14日公映，全面加入情人节档的
票房竞争。这是第一部为情人节定
制的动画电影，也是内地首部爱情
动画电影。

电影创造性的用“ 猫鼠”角色寓
意并展现了男女在爱情中的“ 天敌”
关系，在真人电影之外为市场提供了
新的选择。每一年的情人节向来是各
种爱情电影扎堆上映的浪漫档期，但
一部动画电影选择在情人节档上映，

《 我的老婆是只猫》 可谓开创先河。
而其蕴藏深意的主题，相信也会引发
情侣对于爱情新的探讨。

《 阿嬷的梦中情人》
两岸同步公映

本报讯 记者 杨欣薇 由王柏
杰、蓝正龙、安心亚等主演的爱情励
志喜剧《 阿嬷的梦中情人》即将在2
月22日上映。作为两岸签署ECFA之
后，海峡两岸同步公映的首部电影，
该片不仅在台湾引起广泛关注，在大
陆也逐渐升温。

安心亚在台湾人气火爆。剧中充
分发挥其扮丑搞怪天分，以清纯形象
和俏皮可爱性格，让影片妙趣横生，
让人啼笑皆非。

市少图馆图书借还
全年达142万次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记者昨天获
悉，2012年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全年
图书借还次数为142万，达到历史高
点。这与近年全市推出“ 少儿一卡
通”，激发了小读者的阅读热情密切
相关。目前“ 少儿一卡通”已全面覆
盖全市、区和街道三级网络，小读者
凭此卡便可在全市范围内通借通还
图书。

另悉，随着寒假临近，上海少儿
图书馆为不同年龄段的小读者准备
了丰富的“ 知识大餐”，包括适合学
龄前儿童的“ 娃娃假期欢乐时光”系
列活动，面向中小学生的“ 迎新拓展
冬令营”招募，面向全市少儿的“ 动
物卡通拼贴比赛”等。

此外，本市区县少儿图书馆也将
推出寒假系列阅读活动。

本报讯 记者 杨汶 由“ 暮
色” 导演比尔·康顿执导、英剧

《 神探夏洛克》男一号“ 卷福”本
尼迪克特·康伯巴奇领衔的“ 维
基解密” 电影日前确定片名为

《 第五身份》，并公布了首张剧
照。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以一头
金色长发形象示人，很是抢眼，他
在影片中扮演男主角朱利安·保

罗·阿桑奇。
在 这 张 剧 照 上 ，“ 卷 福 ”与

《 无耻混蛋》 男星丹尼尔·布鲁赫
分别饰演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
阿桑奇和他的同事、前维基解密发
言人丹尼尔·多姆沙伊特伯格，他
们都背着双肩包，不约而同把目光
投向远处。但最显眼的要数本尼迪
克特蓄起的金色长发。

不少网友表示，这个造型相当
前卫拉风，但也有人认为，完全不敢
直视“ 卷福”，并且觉得有点雷人。

《 第五身份》将在2013年奥斯
卡硝烟四起时拉开序幕，定于2013
年11月15日北美上映。本片有望成
为继大卫·芬奇的《 社交网络》后，
又一揭示著名网站发展过程的奥
斯卡热门影片。

本报讯 记者 杨欣薇 迪士尼
“ 百万梦想年”是一项要请明星来

扮演迪士尼动画片人物的海报拍
摄活动。迄今已经邀请过包括大
卫·贝克汉姆、斯佳丽·琼安森、碧
昂斯等30多位明星拍照，均由美国
最知名的女性摄影师安妮·莱博维
茨操刀掌镜。

因为这个活动，观众熟悉的明
星纷纷变作迪士尼童话里的角色，
美轮美奂、赏心悦目。日前，“ 百万

梦想年”又出新照，这次乡村小天
后泰勒·斯威夫特化身为迪士尼动
画电影角色“ 长发公主”，虽然情
路一直不顺，但这次她也终能够

“ 童话照进现实”。
在安妮·莱博维茨和迪士尼公

园的合力打造下，照片中，泰勒·斯
威夫特瞬间变成“ 长发公主”，晃着
细长美腿，飘逸着如瀑般妖娆的金
发，坐在仙境之树的洞口，静静等待
下一场华丽的冒险。正符合了今年

的标语“ 等待你的冒险之处”。
泰勒·斯威夫特表示，她十分

荣幸能被迪士尼邀请参与到这个
活动中去，“ 这真是一个梦幻的经
历，让我儿时的梦想可以成真。”
泰勒·斯威夫特还透露，她和弟弟
奥斯丁从小就十分憧憬迪士尼的
世界，每每生活遇到艰难阻滞，就
会想藏身于迪士尼幻想世界，这样
心情就会变好。“ 所以这次演出也
令我重温了童年时光。”

本报讯 记者 杨欣薇 由薛晓
路执导，汤唯、吴秀波领衔主演的
浪漫爱情轻喜剧《 北京遇上西雅
图》 将于3月15日在全国上映。近
日，汤唯接受媒体专访，谈到这部
新作时，她坦言《 北京遇上西雅
图》 这部电影让自己对于爱情的
看法发生了变化，“ 到最后，最重
要的不是别的，就是柴米油盐。”

电影讲述了汤唯扮演的“ 败
金女”文佳佳和吴秀波扮演的“ 落
魄叔”Frank在西雅图邂逅之后，发
生的一段夹杂着欢笑和温暖的异

国爱情故事。
在以往的采访中，汤唯曾说过

最向往的爱情是“ 两个人一条狗，
一起旅行一起玩，一起在公园骑自
行车”。但如今，她对爱情的看法
已 经 从 这 些 浪 漫 的 画 面 转 变 为

“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能和你柴米
油盐过日子的人。” 这种改变，正
是源于拍摄《 北京遇上西雅图》。

汤唯坦言，自己以前认为爱情
必须很纯粹，但《 北京遇上西雅图》
里的文佳佳和Frank却不是这样，“ 他
们两个人的爱情就是在平淡无奇的

柴米油盐里诞生的。没有谁追求谁，
但爱情发生了，而且浓烈、忠诚。”这
让汤唯意识到，“ 到最后，最重要的
不是别的，就是柴米油盐。也许不是
最重要，但是不可缺少。如果没有这
个托着你，什么也长不出来。”

如今的她看来，精神世界的沟
通固然重要，但能共享柴米油盐的
生活更是爱情重要的构成元素，

“ 我以前一直以为自己什么都能
承担，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男孩。
现在我才明白，原来我也只是个女
孩，普普通通的女孩。”

》星闻联播

泰勒·斯威夫特化身“ 长发公主”

《 北京遇上西雅图》改变汤唯爱情观

“ 卷福”变身维基解密创始人

出版业的冬天真的来了。著名
的图书调查机构北京开卷信息公司
日前发布了《 2012年中国图书零售
市场报告》，这个报告让人惊出一
身冷汗的一项数据是2012年传统
图书零售业的销售额从338亿元减
至335亿元，首次出现了负增长

（ -1.05%）。业内人士感叹，如果没
有莫言，这个数据还将更难看。

本报记者 郦亮

泰勒·斯威夫特瞬间变成“ 长发公主”，晃着细长美腿，飘逸着如瀑般妖娆的金发。

在和吴秀波演完这部电影后，汤唯认为爱情最重要的是柴米油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