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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书店与哈尔滨之间的情缘，真的是
绿叶对根的情意，而通过20年的经营发展和
潜移默化，更是衍生成了哈尔滨的文化根脉。

栾芳和她的中央书店，一直有一种使命
感，就是把图书经营变成文化经营，把图书文
化变成哈尔滨人的精神文化，打造哈尔滨的
文化新地标、文化新形象，文化新品牌，塑造
哈尔滨人新的精神面貌。

她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记者
一走进书店，就看见入口处摆放着梁晓声《人
世间》原著，这部哈尔滨籍作家写的哈尔滨往
事，在拍成电视剧后感动了无数国人。而在
进入书店后最显眼的第一排书柜，就是地域
文化专区，全是关于黑龙江、哈尔滨风土风
物、历史文化的书籍，再加上本土作家的小
说、散文等文学著作专柜，以及地方特色的文
创产品，足有四五排展柜之多。你要是想了
解这片土地、这座城市，中央书店绝对是最好
的入口和门径。

谈起中央书店的前景和未来，栾芳充满
深情，略有些激动：“我们苦心经营中央书店，
纯是出于对哈尔滨文化建设的一种情怀，虽
然不知道路能走到哪天，但我们要坚持走下
去，不放弃，不管将来怎样，既然选择了这条
路，就要走下去。只要我们精神不垮，灵魂不

丢，就总有未来，总有希望。我们认为哈尔滨
的文化生活需要我们，哈尔滨的文化建设需
要我们，哈尔滨的精神文明需要我们。如果
中央书店没有了，多少文人墨客、多少读书好
友会失望。当人没有了灵魂，人们失去了生
活的追求，失去了生活价值的追求，还剩下了
什么？一座城市若是没有了书店，没有了文
化追求，岂不更是失魂落魄？”

有人说，书店是写给城市的情书，那么，
栾芳的这一番话，也更像是说给中央书店，说
给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情话。20年，无论栾芳
和中央红集团之于中央书店，还是中央书店
之于这个城市、这个省份，都可以称得上初心
不改，痴情不改了。

美国著名建筑家伊利尔沙里宁说过这样
一句话：“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
个城市追求的是什么”，俄罗斯犹太裔音乐家
鲁宾斯坦更是坦言：“评价一座城市，要看它
拥有多少书店”。我们不能想象没有中央书
店的中央大街，更不能想象没有了中央书店
的哈尔滨。

这就是栾芳和她的中央书店的最大成
功，20年时光流转，苦心经营，她们已经让这
家书店与这个城市，水乳交融，情深意长。

中央书店二十年

一个书店与一座城的一个书店与一座城的

说起当初创办中央书店的初衷，如今满
头白发却仍神采奕奕的栾芳笑着说：“可能
这就是源于我本人的文化情结吧，也可以说
是一种执念。”

栾芳说起自己小的时候，父母对于女孩
子读书并不是很重视，因为要照看两个妹
妹，她9岁的时候都还没有上学。直到她的
一个叔叔从国外回来，发现她没有上学，便
问是怎么回事，她的爸爸说了一句：“女子无
才便是德”，气得叔叔大为光火，说：“糊涂！
你这不是把孩子耽误了吗？赶紧给孩子报
名上学！”就这样，栾芳才被邻居领着，报名
上了小学。

因为年龄较大，9岁的栾芳入学就当了
班长。也许，是因为一种“代偿”心理，或者
是内心隐隐的不服气，栾芳一开始就对读
书、对知识充满了热爱，而小小年纪的她，对
于国学和哲学，尤为感兴趣，“也许，是因为
我比较关注内心世界吧，从小的时候开始，
我就特别喜欢看星星呢。”说这话的栾芳，眼
里熠熠闪着光亮，好像真的有星星落在里

面。
中学的时候，为了能考上北大或哈工

大，她特意选择了离家虽远、但却在哈工大
对面的中学，其中的一个私心就是能到哈工
大图书馆去看书。虽然因为历史等原因，她
最终没能圆了自己的大学梦，但她却结识了
当年在大学里攻读哲学的爱人，从此相携一
生。而为了不在知识和精神层面上“落”在
爱人后面，“只要爱人读的书，我全都读过。”

结婚后他们的第一个爱情结晶不幸患
上重病，医生当时说孩子最多只能活三到五
年。不向命运妥协的她，听说中医能创造奇
迹，为了救自己的孩子，她阅读了大量中医
书籍，了解到《黄帝内经》被称为“医之始
祖”，于是开始认真研读《黄帝内经》，后来又
接触了《易经》、《道德经》，正是在这些书中，
让栾芳慢慢感悟到了：虽然世事无常，万物
变化，但有一种不变的东西，那就是——爱。

栾芳说，在那个孩子24岁去世之后，她
更是把企业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中央商城、
中央书店就都是她一生心血的结晶。

1994年，栾芳在下海创立中央商城的
伊始，就定下了“以文兴商、以情服务、以诚
信赢天下”的战略理念，但在当时，中央商城
作为一家百货大楼，文化氛围并不浓，如何
能够体现和落实“以文兴商”的理念，一直是
萦绕在栾芳心头的一个问题。两年后，她终
于找到了一条破题之路，那就是在中央商城
的五楼开一座书店，这就是中央书店的雏
形。如今在商场开书店已经并不新鲜，在当
时，却是“破天荒”的举动，“那时候，整个哈
尔滨都没有在百货大楼开书店的，估计全国
都没有几家。”栾芳此举，一方面是要以文化
带动百货经营，吸引有层次有品位的客人，
实现百货、书店与企业文化的三赢，另一方
面，也是因为内心浓浓的文化和读书情结。
至于是否赚钱，她当时并没有想太多，毕竟，
这一层楼如果用于卖其他商品，可能赚得更
多，“真的就为一片情怀。”但也正应了孔子
说的：“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
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这个
开在中央商城五楼的书店，很快就赢得了市
民和读者的广泛认可，不仅有了名气，也有

了效益。
与中央商城相隔不远的哈尔滨第三副

食品商店，因为翻扩建等原因资不抵债，
500多员工无处安置，道里区商务局委托中
央商城集团公司来经营，成立了中央大街购
物中心，但由于体制等原因，依然不是很景
气。这时栾芳有了一个新的想法，那就是把
中央商城五楼的书店搬过去，创立一个真正
的独立书店。这又是开了先河，当时哈尔滨
除了新华书店，民营企业办书店还是头一
家，甚至相关部门一度手续都不给批，费了
老大的劲儿，才终于办了下来。在中央商城
开了六年的中央书店，终于有了一个新家，
更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分。在2002年6月的
盛夏冰城，中央书店开启了新的时代，成为
哈尔滨延续至今的文化景观。

从此，中央书店成了中央红集团公司，
也是栾芳精心呵护的一个“孩子”。“每次装
修，都是三四千万，全是中央商城出钱，都不
让书店拿的，毕竟书店不挣钱啊！”栾芳笑着
说起这些，就像是一个“偏心”的家长，用“抱
怨”的口吻，说着最慈爱的话。

但让栾芳和中央红集团公司没有想
到的是，中央书店迁址不到一年，就遭遇
了一场持续六年的“寒流”。由于之前这
座大楼资不抵债等历史遗留问题，被银
行列入打包拍卖项目。“如果大楼被拍卖
了，500多员工何去何从？中央书店这个
刚刚创立的文化品牌，又将何以安身？”
为了员工的利益，为了文化品牌的延续，
栾芳决定一定要打这场官司，不能让一
个员工回家，更不能让刚有新家的中央
书店，失去自己的立足之地。

官司一打就是六年，这六年对于中
央书店来说，可以称得上是“至暗时
刻”。因为要被拍卖的消息传出去，很多

供应商都不敢供货，怕最后无法结算，只
能先给钱再给书，对于本来就是薄利的
书店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但正如诗人里尔克所言：“有何意义
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最终经过调
解，栾芳决定由中央红集团来出钱还债，
把大楼给赎回来。“这对于我们来说，真
的是不惜一切代价了。”就这样，经过了
六年博弈，在赔付了本金和一部分利息
之后，中央书店这个险些被“抢走”的“孩
子”，终于又回到了栾芳和中央红集团公
司的怀抱。

卸下了历史包袱的中央书店，终于
可以轻装上阵，焕发新的生机。

栾芳说，她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就
是把一群“卖萝卜白菜土豆”的，甚至只有
初中学历的副食品商店的员工，变成了有
知识、有文化、有素养的图书经营者，“我
们不是单纯用工，我们是在培养人才”，通
过这么多年的经营和学习，“改变了她们
的一生”。

从中央书店创立伊始，就有一个雷打
不动的传统，一直坚持至今，那就是她们
的“早例会”制度，每天开店前，都要拿出
20分钟的时间，领导、员工都要聚在一起
进行交流，有工作上的得失，有文化上的
见解，也会读报，让员工掌握最新的新闻，
每个品类的员工还要向大家推荐书评、新
书好书，不但介绍内容，也要谈谈心得。

她们还会定期把队伍拉出去，到度假

村进行长达多日的闭门学习，定向进行国
学、哲学等课程讲座和培训。用栾芳的话
说，要像“办学校一样办企业”，要打造幸
福企业，打造有灵魂的企业，有灵魂的员
工队伍。

“我们要让我们员工队伍的精神生活
丰富多彩，这样进而才能影响这座城市，
影响整个社会，让大家的精神都是饱满
的、富有的、丰盈的。”栾芳说到，员工也确
实都做到了。二十年的苦心经营，员工们
的筚路蓝缕，让中央书店真的成了在哈尔
滨乃至全国都叫得响的文化品牌，从中央
书店辐射出来的文化力量，正潜移默化地
润泽着一个城市的精神气质，润物细无
声，却让中央书店和这座城市一起，蓬勃
生长，成为一片文化的绿洲。

从2009年开始，挺过六年“至暗时
刻”的中央书店，开始成长壮大，开枝散
叶，繁花似锦。

面对网络阅读和线上售书的冲击，
中央书店逆实体书店萎缩行情而上，成
为推进全民阅读、打造书香社会的重要
力量。据中央书店总经理韩晓光介绍，
除了拓展零售业务，她们还大力推进线
上业务，团购业务，并与公共图书馆实现
了新文化融合，读者只要持省、市图书馆
的图书证，就可以来中央书店借书……

2014年，更是中央书店的转型之
年。为贯彻黑龙江省“挖掘刻画哈尔滨
独特历史文化氛围、带动全省旅游、文
化、时尚产业发展”的要求，按照哈尔滨
市政府将中央书店建成集购书、休闲为
一体的全省首家旅游、时尚、休闲书店的
要求，中央书店积极响应市政府做强文
化产业的指示。于2014年4月25日重
新改造装修，将位于中央大街与红专街
交口的中央书店提档升级，打造成为全
省首家时尚休闲书店，形成了“图书加咖
啡、加餐饮、加文创、加音乐、加社群、加
沙龙……”的新文化业态。

为此，中央书店不仅花费了数千万
的装修费用，还割舍了诸如珠宝首饰、眼
镜店等赚钱的经营和租赁项目，但栾芳
和中央红集团，却并不觉得“心疼”，在她
看来，这正符合了《易经》的损益之道，虽

然损失的是眼下的经济效益，但换来的，
却是小到书店，中到城市，大到整个社会
的精神和文化效益。

用栾芳的话说：“我们要让中央书
店，成为中央大街乃至哈尔滨的文化地
标，成为一个有层次、有品位的喝茶、读
书、交友的地方，能体现哈尔滨风情历史
文化底蕴的地方，为此，我们可以不计成
本、不求利益。”

“我们经营图书，不是当做一个书
店，而是一个文化产业，让财富跟着我们
跑，不是我们追着财富跑。只要把事做
对，把方向选对，你就符合时代的发展，
你就符合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你想不
挣钱都难。”在这一点上，栾芳和诚品书
店创始人吴清友真有所见略同之处：“无
商业，不能活，没文化，不想活。”

正是在这一年，中央书店更上一层
楼，升级为“易闻思修”文化产业，多元化
打造书店、书院、俱乐部、读书会等一系
列文化品牌，仅在哈尔滨，易闻思修就有
市政府店、中央商城店、中央书店、万象
汇店、金莉园店五家书店，形成了文化和
产业的联动。

如果说，易是运动变化着的世界，闻
思修，就是我们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中，
得以坚固本性、增益自我的文化修行，对
中央书店如是，对所有的读书人亦如是。

心如花开，自有暗香。
中央书店特别注重与读者的文化互

动，常年深入大学、机关单位、社区举办
文化交流活动。尤其是在社区，她们还
提出了“幸福生活解决方案”，把图书文
化同市民生活连接起来，与市民共同学
习，共同享受生活。

目前易闻思修中央书店旗下，有各
种读书会、文化沙龙、大讲堂等不下数十
家：有面向成人的“易闻思修”国学书院、

“易闻思修”文化沙龙，有面向孩子的“享
书堂”儿童沙龙，还有专门面向母亲的

“母亲文化大讲堂”……开展的活动亦是
丰富多彩，“新春有奖猜灯谜”早已成为
中央大街上春节期间的传统项目，“哈尔
滨的城市符号”“哈尔滨——音乐之都”

“承载光荣——庆祝哈尔滨解放70周年
诗歌演唱会”“丙申清明诗词诗歌朗诵
会”……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和热烈反响。就在刚刚过去的“六一”，

“享书堂”就专门组织了“走近孔子，诵读
经典”活动，让数十名孩子在对《论语》的
诵读中，对2000多年前的孔子，对中国
传统儒家文化，有了近距离的亲密接触。

预热两年的“易爱三生·乐活一族”
俱乐部，也正在酝酿启动全国连锁，要通
过俱乐部的文化活动，体现栾芳一直倡
导的“爱生活、爱生命、爱生态”的人生理
念，展现生生不息的生命姿态。

莫道冰城无所有，中央书店把图书
与文化的春色，毫无私心地分享和赠送
给这座城，和这座城中的人们。

酒香不怕巷子深，更何况，书香呢，尤其是
在中央大街上的中央书店，二十年来，更是有
无数的读书人，与其结缘相知，特来寻芳……

家在延寿的中国书法家楷书专业委员会
委员曲庆伟，每次来哈尔滨，只要有空闲，就会
直奔中央书店，“因为这里的艺术类图书是最
全的”，甚至他的很多学生，都因为他的推荐，
也纷纷前来中央书店买书，一来二去，他跟很
多营业员也都熟络起来了。后来，中央书店升
级为“易闻思修”文化产业，成立文化沙龙，营
业员还特意找他帮忙题字，“说实话，我一般不
太愿意给商店写字题匾，但我的字挂在书店，
我愿意，更何况，跟中央书店还有这么多年的
缘分和情分呢。”于是他欣然提笔，还一连写下
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无为而治”、“至
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多幅书法作品，如
今依然都挂在文化沙龙的大讲堂上。

曲庆伟所言不虚，“艺术空间”作为中央书

店的特色经营项目已有多年，是省内经营音乐
美术类图书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书店。在省
报工作、酷爱艺术的王彦涵，更是把中央书店
作为自己的不二之选。“哈尔滨我现在唯一去
逛的书店，就是中央书店。”

中央书店甚至还见证了一些人的阅读
史，今年40岁的冰城教师王青阳说，他从
20多岁开始在中央书店买书，年轻的时候
喜欢文学，人到中年，就更喜欢看哲学了，
而中央书店就见证了他这么多年的阅读和
精神历程。“我家很大一部分书，都是在中
央书店买的。”更让他感到亲切和温暖的
是，中央书店的店员都不那么功利：“有时
候，即使我没有保留小票，也会给我换书；
我需要的书有的比较偏，可就算不太可能
卖出去，她们也会帮着预订。”这就是中央
书店和读书人的“君子之交”，虽其淡如水，
却回味绵长。

美丽情缘美丽情缘

种子 1

2萌芽

3寒流

曾经有一位书店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你在这个城市找不到幸福，那你就去
书店吧。”对于无数哈尔滨的读书人来说，位于哈市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的中央书店，就
是这样一个所在。20年来，这座书店在打造“幸福企业”的同时，也把满满的幸福感，和
对文化与知识的追求与充实感，带给了这座城市，和城市里生活着的人们。

20年来，中央书店不仅成了哈尔滨的文化地标与城市名片，更内化成了这座城市的
文化血脉，与每一个哈尔滨人血脉相连，甚至，就是他们生活与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

而这座书店的缘起，就源于哈尔滨中央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栾芳的一个“执
念”，这个“执念”，关乎文化、关乎梦想，关乎城市，更关乎爱。

生活报记者 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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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芳栾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