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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产 汽 车 黄 金 珠 宝 名 表 名 品

总部 ：河 南 南 路 ７５０号 Ｔ：６３７７２３０５
分部 ：昌里路 157 号 Ｔ：50560760
分部： 南泉路 1330 号 T：50393810
分部：金陵东路 420 号 T：33110300

天成典当 房 产 抵 押
隔 日 放 款

八月十一日 星期二

东方卫视

07:00 看东方
09:15 妈妈咪呀精编
10:44 这就是中国
12:00 午间 30分
12:32 连续剧：生活像阳光一样灿烂
14:08 连续剧：小欢喜
17:04 文娱新天地
17:25 名医话养生
18:00 东方新闻
19:00 新闻联播
19:35 连续剧：生活像阳光一样灿烂
21:20 今晚

新闻综合

07:00 上海早晨
09:03 36集连续剧：勇敢者

11:30 案件聚焦
12:00 午间 30分
12:33 媒体大搜索
13:50 连续剧：恋爱先生
16:15 连续剧：精英律师
17:00 媒体大搜索
17:29 新闻坊
18:30 新闻报道 新闻透视
19:15 48集连续剧：生死线
21:00 案件聚焦
21:30 新闻夜线

体育频道

08:45 亲爱的，起床了
09:00 2019/20 赛季 CBA 联赛复赛第

二阶段（上海-福建）
14:15 2016 巴西里约奥运会：女排半决

赛（中国-荷兰）
15:15 2020 中超联赛第一阶段第 4 轮

（上海绿地申花-大连人）

电电视视 节目预告

(节目如有变化，
以电视台播出为准)

16:05 2020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英
国站大奖赛

16:45 2020UFC 集锦
17:35 五星精彩
18:00 弈棋耍大牌
19:00 体育新闻
19:30 直播：2019/20 赛季 CBA 决赛第

一场

21:30 体育夜线
财经频道

07:00 直播：财经早班车
09:00 直播：市场零距离
12:00 直播：财经中间站
17:05 《第一地产》
17:30 首席评论
18:00 直播：今日股市
19:00 直播：谈股论金
20:00 直播：公司与行业
21:00 直播：财经夜行线

21:40 第一地产
22:00 首席评论

都市频道

08:05 新娱乐在线
09:25 新老娘舅·我要问律师
10:30 人气美食
11:33 嘎讪胡
13:46 X 诊所
14:49 嘎讪胡
17:00 开心全接触
18:00 新老娘舅·我要问律师
19:00 嘎讪胡
20:02 人气美食
21:00 X 诊所
22:03 今日印象
22:08 第 26 届上海电视节中外优秀节

目展播（海外剧）：坏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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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销 公 告

上海时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注
册号 3102282046780），经股东会
决议即日起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
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90 天内前
来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对于喜欢看书的老读者来说，逛这家旧书店
已经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程序。由于疫情，这里
短暂停业了一个多月，重开之后很多老顾客跟张
强抱怨，“可憋死我了。”
2002年，张强从老东家“中国科技图书公

司”的经理那儿盘下了这间二手书店，至今将近
20年的时间里，夫妇俩就没怎么放过长假。以前
营业时间是从中午 11 点开始的，后来提前到了
九点半，不为别的，就怕有顾客特地赶来结果扑了
个空。“有时候接到电话，是大老远从外地赶来的
顾客，‘我已经在你店门口了，怎么没开门呢。’我
心里是真难受，后来就把开门时间给提前了。”
张强小时候也爱看书，后来经营二手书店，他

遇到了越来越多痴迷读书的人。2011 年东日本大
地震那年，店里接待了一位在东京大学从事汉语
研究的日本教授，他专门飞来上海，寻找晚清的一
套《佩文韵府》。“那位老先生刚落地上海，日本
就传来地震的新闻，当时他还跟我说，在便利店买
东西都差点摔了一跤。”回忆起那次交谈，张强连
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他感慨于这些学者对于知
识的尊重，他们的心之所向从来不是嘴上说说而
已，常常是不远万里的追逐。

近二十年来，张强眼睁睁地看着复旦周围大
大小小的书店倒闭、转让，这条街上，“复旦旧书
店”是为数不多还在坚挺着的元老。他坦言，自己
也算实现了当年摆地摊倒腾二手书时的梦想———
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家书店，那里最好门庭若市。
1999 年，为了给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张强

夫妇从老家江苏盐城来到上海打拼。“我也没上
过大学，当时只能去废品站收些旧书来这边摆地
摊。”生意好的时候，用自行车驮着的三麻袋书可
以卖得只剩半袋。
摆地摊的工作持续了一年，张强终于有了个

上班的地方，认识了中国科技图书公司的经理。
2002 年，为了弥补新书生意的衰落，经理在店里
以出租书架的形式转做二手书生意，张强承包了
其中两个架子。随着实体书店逐渐走下坡路，老东
家决定关掉书店转做其他生意，他问爱书的张强
是否有意愿接手。于是，张强在现在这间不大的地
方搭建了阁楼，把旧书全部转移进来。
至今这里没有具体的图书类别划分，也是源

于这段历史，个人承包的书架上有各类书籍，把书
重新分类整合是一个过于庞大的工程。所以，现在
店里的书架上还保留着当年的号码牌，各类书籍也
都随意摆放，倒也为淘书者增添了“寻宝”的乐趣。

后来，张强在孔夫子二手书网站开了网店，好
书投放在网上很快就被买走了，实体店形同虚设。
经过一番权衡之后，张强决定还是要在实体店上
多下功夫。“说实话，开网店单纯就是为了赚钱，
但是实体店不一样。”张强更享受在店里，和爱书
的人一起共度时光的惬意。
网络对实体书店的冲击不可忽视，但在张强

看来，书店经营滑坡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的浮
躁。“尤其小孩子，那是读书最好的时候，可往往

家长和学校只重视分数，觉得看书影响考试，就剥
夺了他们读书的时间。”有一次，一对从浙江来上
海游玩的母子找到了复旦旧书店，小男孩看中了
几本书想买，他的妈妈却觉得“用处不大”，就没
有答应。“后来我跟小男孩说我送给你吧，但是他
没要。”张强略显遗憾。
在采访中，一位从江西来上海旅行的男生小

万来到店里，还询问邮寄的相关细节。他告诉记者，
自己是镇上一所小学的语文老师，刚毕业没多久，
学校里的书种类很少，他想在这里多挑一些好书回
去，反正也便宜，看完了可以全部送给孩子们。

记者探访当天，还恰好赶上常客傅杰来店里
“淘宝”，他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您就是
那个不让张老板下班的人吧？”“我不但不让他下
班，还要叫他提前上班呢。”不一会儿，傅老师就
抱着一摞书来到了前台，“这本《搅局者》是马振
骋老先生的译作，他可不得了，八十多岁还去复旦
听讲座。”
在复旦周边这些年，很多教授和学生都跟张

强成了朋友。书店的墙上挂着两幅字，“有福读
书”是复旦大学的张伟然教授所题，另一幅“复旦
旧书店乃吾读书人之天堂”则出自上海大学于建
海教授之笔。张强的抽屉里还藏着两本留言册，上
面保留着很多赠言，其中一本“复旦旧书店留言
册”是由傅杰题写的封面。复旦大学的周振鹤、顾
云深、陈尚君等众多教授的赠言都被收在里面，周
先生的那句“为书找读者，为读者找书”还被当作
书店的标语，印在了门口的广告牌上。
疫情期间，书店的经营收入只能达到去年同

期的五分之一，张强并没有打算放弃。他甚至在长
兴岛租了一间仓库，用来存放上万本书籍，一心想
要把实体书店做大做强。
顾云深教授在留言册上说，“赞赏复旦旧书

店的坚守精神”。张强却
说，“没那么伟大，我只是
在坚守我的热爱。”

夫妻俩经营“复旦旧书店”近 20年

张强，“我只是在坚守我的热爱”

见习记者 王 琛

掀开帘子走进店里，喧嚣即刻被关在门外。墨
香夹杂着木地板的陈旧气息从阁楼一路倾泻至脚

下，柔和的灯光下，是爱书人的天堂。 这里是复旦
大学附近的政肃路 55 号， 在菜场和无数餐馆、旅
店的包围中，张强夫妇经营的“复旦旧书店”已经
顽强生长了近 20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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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中文系教授傅杰和张强（（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