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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 8天，上海实体书店举办了丰
富多彩的活动，上海书城福州路店 10 月
4日举行全国新书发布厅第 180次活动，
发布了《打坐之休养》，现场销售 100
册；10 月 8 日举行卢思浩《离开前请叫
醒我》读者见面会，现场吸引读者 200 余
人，同时通过新媒体直播，吸引了众多青
年读者现场提问和交流，销售 300 余册
图书。
9月 28 日至 10 月 30 日，上海古籍

书店举办了“撼世奇观———敦煌文化主
题书展”，国庆 8天展销 300余种图书；
10月 3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博士、华东
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朱浒参加上海
古籍书店“由画知汉———汉画像石里的
汉代风情”讲座暨签售会，在线上同步直
播，销售 2464 元。
上海外文书店国庆期间举办“邂逅

一本好书·唤醒一瓶美酒”活动，全场购
书满 500 元赠送进口红酒一瓶，活动期
间送出 170 瓶红酒；朵云书院广富林店
举办金宇澄《朵云·繁花》丝网版画展，
前来参观游客达 1800 人。
10月 1日，上海香港三联书店举办

了从“窥月”到“玩月”———管继平
读书分享会，签售 3956 元。
钟书阁徐汇店与徐汇区
图书馆开展 “你选

书，我买单”活动，国庆期间服务读者
218人次，借书 402册。
“上海书展”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上海

部分实体书店国庆推荐书单，上海书城福
州路店、上海外文书店、上海古籍书店、钟
书阁阅读量均超过 1500 次，上海书城福
州路店为最高，达 1841 次。
国庆期间销售较好的书是社科类，如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伟大的
开端》《改革开放成就上海》《影像中国
70 年·上海卷》《枢纽———3000 年的中
国》《故宫六百年》《在故宫寻找苏东
坡》《故宫的古物之美》等。其次为文学
类，如《走在人生边上》《我的父亲谢晋
元》《八百壮士》《百年孤独》等。上海主
题图书热销，如《上海武康路建筑地图》
《那些永远的上海老马路》《邬达克留给
上海的 30 幢经典老建筑》等。漫画、青春
文学、心理学等图书仍有不俗销量，如《半
小时漫画中国史(5)》《半小时漫画预防常
见病》《这题超纲了 1》《乌合之众》等。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上海众多实

体书店以各种文化活动、打折优惠回馈前
来消费的读者。多股力量交互驱动，上海
出版物市场正走向融合发展新路。

晨报记者 徐 颖

今年国庆是中国

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

之后的第一个黄金

周， 上海出版物零售
市场迎来了消费热

潮。据上海市书刊发
行行业协会对上海

129 家大中型实体书
店的监测数据显示 ，
10 月 1 日至 8 日销
售达 1327 万元 ，客
流量 41 万人次 ，销
售、客流普遍上涨，有
些甚至超过去年同期

一倍。

晨报记者 曾索狄

带着上一季的优秀战绩，湖南卫
视顶级青年舞者竞技秀节目《舞蹈风
暴》第二季将于今晚 22:00 正式首
播。近来，节目组陆续公布了本季阵
容，令人惊讶的是，除了有“国内顶级
舞剧首选女一号”李艳超、美国著名
休斯敦芭蕾舞团首席演员陈镇威等
“舞蹈圈天花板”外，《舞蹈风暴》第
一季的三强舞者胡沈员、李响、敖定
雯和王占峰也再度集结。
同时，上一季中贯穿节目始终，

全程陪伴舞者成长的灵魂人物———
何炅，将在第二季继续以“风暴伙
伴”的身份为舞者和各界搭建一座更
有温度的情感桥梁。
自节目组官宣以来，《舞蹈风暴》

第二季“神仙打架”的美名就不胫而
走。其中，“国内顶级舞剧首选女一
号”李艳超，无疑是关注度极高的一
位。早在 2017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

上，她以领舞者的身份在唯一的舞蹈
节目《清风》中惊艳众人，飘逸出尘的
舞蹈形象，如出水芙蓉般隽永清丽。
同样，作为休斯敦芭蕾舞团的首

席演员，陈镇威也堪称第二季的一大
亮点。2017 年，陈镇威出演了休斯敦
舞团著名编导斯坦顿·韦尔奇
（Stanton Welch）打造的新版《胡
桃夹子》中的男一号，创造了该剧首

位华裔演员出演的历史时刻。
无论是李艳超还是陈镇威，这些

顶尖的青年舞者带来的不仅是技术，
还有感悟、信念与梦想，那是舞者骨
子里发散出来的真挚之美，每个人都
与众不同。
新人表现强势，来自《舞蹈风

暴》第一季的强者也不容小觑。第一
季节目总冠军胡沈员，在《舞蹈风

暴》的舞台上带来了不少令人共鸣共
情的作品。而亚军李响首次亮相，就
以古典舞《行者》成为了节目首个四
组风暴见证官一起推杆的舞者。第一
季季军是来自辽宁芭蕾舞团的首席
舞者———敖定雯和王占峰，两人不仅
以绝美的《九儿》令人印象深刻，其
他的作品《守候》、《涓流的细沙》也
十分走心，他们将技术与情感合二为
一，用芭蕾舞讲述中国人自己的故
事，刷新了大众对芭蕾舞的认知。
据悉，胡沈员、李响、敖定雯和王

占峰的回归与《舞蹈风暴》第二季全
新升级的赛制有关。不过，目前全新
赛制尚未公开，三强以何种身份、何
种方式加入节目依旧成谜，他们是否
会重新加入《舞蹈风暴》第二季的甄
选舞台，还是会以前辈的身份对新舞
者进行推杆点评，推动甚至决定其他
舞者在《舞蹈风暴》第二季舞台上的
去留？无论是哪种形式，他们的回归，
势必带来更加精彩和震撼的舞台。

顶级选手 +上季三强

《舞蹈风暴》第二季阵容让何炅也看花眼
见习记者王琛报道 10 月 9日，

《唐人街探案 3》发布新定档预告，正
式宣布将于 2021 大年初一上映，时
隔一年，再度回归春节档！
该片由陈思诚编剧、执导，王宝

强、刘昊然、妻夫木聪、托尼贾、三浦
友和、长泽雅美、浅野忠信、铃木保奈
美、染谷将太、肖央、张子枫、尚语贤，
以及《唐探》网剧成员邱泽、张钧甯、
陈哲远、程潇、马伯骞、李明轩、崔雨鑫
等出演。
还记得电影《唐人街探案 2》的

结尾，由妻夫木聪饰演的野田昊遇到
难题，求助于唐仁和秦风，埋下了第三
部的引子。第三部剧集聚焦日本，也因
此邀请了一众国内观众熟悉的日本演
员倾情加盟。《东京爱情故事》中惹人
心疼的莉香扮演者铃木保奈美、因电
视剧《血疑》收获无数中国粉丝的三
浦友和、最美女神长泽雅美纷纷亮相。
在推理作品氛围浓厚的日本，神

探们将爆发怎样的推理小宇宙，2021
大年初一我们影院见！

《唐人街探案 3》
回归春节档
2021 大年初一上映

今年国庆长假，光的空间新华书店客流
3.4 万人次，2019 年为 2.8 万人次，增幅达
到 121%；大隐湖畔书局客流 3.4 万人次，较
去年同期增加 64%。因受疫情影响，选择在
上海度过国庆的市民人数大增，进入书店进
行文化消费的客流也同步水涨船高。
与去年国庆同期相比，今年上海出版物

市场销售基本面恢复约 80%左右，有 40%
书店上涨。其中，思南书局、朵云书院广富林
店销售出现大幅上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幅度为 44%、96%；大众书局 7家门店销售
与去年同比增加 30%；钟书阁徐汇店与
去年同期相比销售增长 26.90%；上海
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所属上海书
城、新华书店等 74 家实体书店销
售与去年同比基本持平。一些专
业或单体书店销售、客流则有
下降。

近年来，上海的实体书
店发展步伐稳健，谋求多元
并进，瞄准垂直经济和体验
经济，注重读者的文化体
验，努力使书店成为文化
分享和网红打卡的新阅
读空间，增强读者的沉
浸感和归属感。在市书
刊发行行业协会的监测
数据中，文创用品和茶
饮及其他销售（指除图
书、文创用品、茶饮之外
的收入，譬如临时活动场
地租赁费等）也占了书店
同期销售一定比例，分别
为 16%、13%。

在沪度假人群
推动书店客流

各类线下活动吸引更多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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