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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一种文化空间的转型与回归

15

江湖
贾跃亭执掌酷派董事会
近日，酷派发布重大董事会
成员变动，酷派原执行董事、董
事会主席郭德英辞去其在董事
会职位，而接任者为乐视创始人
贾跃亭。
随后，乐视公告称贾跃亭以
及乐视副总刘弘将担任酷派执
行董事一职。
解读：
贾跃亭的投资方式和个人状态在 2016 年成为了“现
象”，
而这种状态在企业家圈子里已经多年不见了。
难以说清楚他适合做哪个行业、
哪类企业，他杀入的早
已不是乐视原本的行业了。
从去年以 21.8 亿元代价持有酷派 17.90%股权，到今年
用 10.47 亿港元增持酷派股份至 28.90%，乐视对酷派早已情
有独钟。在这场与 360 的争夺战中，贾跃亭占据了上风，吃
上了香饽饽。
根据官方数据，2015 年乐视超级手机总销量达到了
400 万部。贾跃亭在其官方微博上称：
“酷派在产研、技术、
供应链尤其是全球独创的近 10000 件专利积累，奠定了
LeEco 全球化落地的关键一环。”爱专利的他，把手机看成
了
“财宝宝”
？
我们期待着，贾跃亭带给全球乐迷独一无二的 LeEcolifestyle 和共享生态世界。

掌趣姚文彬辞职生效
8 月 2 日，掌趣科技发布公
告称，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长姚
王利博制图
本报记者 江雪

转型，中国的书店业开始接纳了言几

谣与诗”书店音乐沙龙，对探索家、生

年”活动，2015 年、2016 年的中国图书

又等以体验式服务为核心的“魅力实

活家、艺术家、文艺家、旅行家、思想

市场、书店业、阅读趋势才开始渐渐

7 月 15 日下午，全国 21 家出版机

体店”模式，而不是那种华而不实的

家 6 条图书产品线的“幸福营销”时，

升温。

构和 40 多家实体书店参与的“2016 中

改变，这是一种文化空间的转型与回

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园区、
“未读”出版

国最美书店周”闭幕式在建投书局·

归。

共同发起的“中国最美书店周”，掀起

上海浦江店举行。

也是在 2016 年的夏天，
《英国查

“全民阅读”
的热潮。

同时开展的民谣与诗、书店实验

理街 84 号》一书脱销引起了人们的关

从“最受欢迎书店”、
“ 最受欢迎

注。
“ 都是英国书店老板弗兰克的传

出版品牌”、
“ 最受欢迎图书”三大奖

“全民阅读”创意起源于海外的

你、书缘福袋等十余项跨界主题活动

奇故事带来的福音。”一位读者表示，

项中，人们看到了，由甲骨文·悦读空

“独立书店周”。世界各地兴起的独

掀起了人们读书、
交流、
体验与互动的

原著中那句“那时候没有一秒钟就可

间、言几又、单向空间、青岛书城、哈

立书店群体，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通过

热潮。体现了作家钟芳铃曾在《书店

以到达的电邮，等一封信，漫长如一

尔滨果戈里书店、万邦书店、蜜蜂书

读书与他人相遇、交流的机会。正是

风景》里所写的那样：
世上处处皆有美

生，但是慢一点，才能写出优雅浪漫

店和摘刺书店、厦门不在书店、洛阳

因为有文化投资人、创业者、企业家

好的风景，
最吸引人的就是书店风景。

的话语，慢一点，才能仔细寻觅盼望

兔子共和国书店、咸宁书城等组成的

们天天研究“如何满足互联网时代下

的爱情”，深深感动了我，只有英文原

“大中国文化书店海报”，让读者重新

读者的需要”，以建投书局、西西弗书

发现了书店之美，真切体验到实体书

店、青岛如是书店、大众书局、长沙德

店带来的阅读体验和温度。

思勤集团为代表的一大批新书店才

那个空间，
是寻找幸福的地方
7 月 7 日，筹备两年半时间的言几

于是，中国各大城市书店都收到
了特殊读者的
“特制订单”。
一位学者对记者说：
“ 这个事件，

不但有中国北京出版创意产业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及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
辞职后的姚文彬，将不在掌
趣科技担任任何职务。
解读：

那种使命，
成就了文化愿望

室、一天店员、读书快闪、在书店遇见

版才能读出这种原汁原味来。

文彬发来的《辞职信》，申请辞去

悄然诞生。

园区出版平台常务副总编刘凯表示

帝都北京，书友们真的寻找到了

财经世界，有的企业家为了
捍卫“董事长的权利”打得热火朝天；而也有另类人，如掌趣
科技两位创始人之一的姚文彬，
选择主动离开。
记者翻阅去年资料发现，原公司总经理叶颖涛也已经
辞职。并且在 2015 年 5 月 11 日，姚文彬、叶颖涛所持首发
前个人限售股已经全部解除。2 个月后，叶颖涛宣布辞职，
随后分两次抛售解禁股，
套现 2.84 亿元。
经媒体初步统计，仅 2016 年以来，姚文彬就分 6 次减持
“掌趣科技”，
套现 12.36 亿元。
实现财务自由之后的创始人，
当然有很多选择。
掌趣科技表示，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姚文彬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
上述《辞职信》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起生效。此外，姚文彬
负责的工作已进行良好的交接。

又北京荟聚店正式开业。这家集图

完美地诠释了英国书店老板 50 年对

“不断摸索、思考、创新，只因不忘出

“锣鼓巷深处的瓦尔登湖”。作为中

书、咖啡厅、艺术画廊、文创生活于一

书店坚守的文化意义，给中国实体书

版的初心，让出版产业链的上下游和

国唯一一个 100 元门票、禁用手机电

体的书店让车库咖啡、3W 咖啡深感

店带来了启示。体验阅读之美，非常

广大读者一起，共同融入到这阅读盛

脑的书店，如果不走进去坐在后院那

压力。

值得提倡。
”

事”的决心；也有书商真诚地道出了

棵 400 多岁的枣树下，真的无法发现

据新华社报道，日前，最高

此间，
“ 民谣与诗”活动中出现的

“为了实现‘在书店遇见你，真好’努

她的价值。朴道草堂，就是书友心中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

常常在中午到书店逛逛、谈点事情的

9 组民谣音乐人，走进北京、上海、广

力，打破实体书店的地域区隔以及各

的
“瓦尔登湖”。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原党组书记、

一位“海归”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州、成都、青岛、贵阳 6 个城市 8 家书

大出版方的门户之别”
的信心。

这个由咖啡厅、艺术画廊、鲜花主题

店、分享关于创作和走唱的故事后，

餐厅、创意市集组合的大型创意交流

“是因为幸福吸引我来到这里。”

不打不闹，
都是好事。

涉受贿常小兵被立案

书店的主人周一方爱好写诗和

董事长常小兵以涉嫌受贿罪立

就像如是书店联合创始人张亚

哲学，早年曾下海创业，公司有上千

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

他们表示：
“爱书人和爱乐人一样，都

林所说的：
“不是互联网有多强大，是

名员工。老周说，
“ 开书店是一个使

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平台，带来了售卖文化的升级。每个

是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和热爱高过物

实体书店没有做好准备。”于是他们

人幸福的职业，在这里你可以遇到无

品牌都得到多维展示空间，充分体现

质世界的浮华。这次活动，是音乐与

创办了文化沙龙、剧场与美术馆。选

数美好的人。
”

中关村创业大街的文化精髓。

书的一个温情而犀利的切片。
”

择为千千万万创业者提供服务平台

老周的书店和十年前体味了“时

一位言几又书店的服务生告诉

的长沙德思勤集团董事长龙固则表

间的悠长、哲学的幽怨、现实的残酷

月 24 日调任中国电信任董事长。2015 年 12 月 27 日，中纪

记者，她是北京大学的在读博士，之

与美好”
的单向街书店有些相似。

委发布消息，
常小兵
“涉嫌严重违纪，
接受组织调查”。

创造了“人与文化相遇、人与生活相

那种体验，
带来了“阅读盛世”

示：
“ 创业最需要知识、信息交流，然

遇、人与人相遇”的无限可能。她对

所以选择来这里工作，是因为言几又

解读：
常小兵曾经是中国联通董
事长，执掌联通 11 年。2015 年 8

事实上，
“ 从一家好书店办出一

通过这个案例，告诫、提示央企高管们，到底应该在哪

上海作家王安忆不会忘记 2014

份好杂志，建设一个好沙龙，连带和

个关键环境、
关键时间点、
关键事件前，审视自己的初心，把

24 小时书店的诞生，不仅“让夜

年正月十五，在上海老文联旧址举办

一群好玩的人出一套好丛书”，单向

为人民服务和个人的幸福结合起来。

《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 可以天天

晚不再寂寞，城市人有温暖灵魂的地

的“阅读年”开幕式：
“ 对面的咖啡馆

街书店就是这样，一步步成长起来，

在这里读书，
是莫大的幸运和幸福。
”

方”，
更多的是提升全民阅读的欲望。

坐 满 了 人 ，外 面 的 队 伍 排 到 了 大 街

而成为“中国公共生活中清新而令人

2016 年，经过几年痛苦的整合与

7 月 8 日，在行业内人士体会“民

上 。”正是有了这场实验性的“阅读

尊敬的声音”
的初心从没改变。

后变成财富。这才是非常重要的。
”

毕竟还有走得很好的人。

柳甄的平静值得点赞
据媒体报道，2016 年 8 月 1
日会被记载进中国互联网的历

资讯

史里。这一天，两大专车平台滴
滴出行和 Uber 达成停战协议，

全普光电助力大学生创业公益项目在京发布

四川德阳三星堆民族文化创意设计展在京举办

双方决定握手言和。消耗掉数
十亿美元后，专车市场正式结束

8 月 8 日，全普光电助力大学生创业公益项目在北京举行启动仪式。全普光

8 月 12 日，
“美丽中国·和谐家园—四川德阳三星堆民族文化创意设计展”在

了大战，Travis Kalanick 和程维、

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汪际军以及国内主流新闻媒体人士近 150 余人，

北京民族文化宫开幕。设计展将于 8 月 17 日闭幕。本次活动包括“美丽中国·和

柳青都成为了最后赢家。但在

共同见证了引领国内 MEMS 激光投影技术的全普光电公司助推全国大学生创

谐家园——四川德阳三星堆民族文化创意设计展”、2016 德阳（北京）现代服务

这场热闹的大戏中，本应是主角

业项目的启动。汪际军在发布会上宣布，未来几年，公司将在全国各县市设立上

业投资推介会两个部分。本次设计展秉承“一带一路”大战略，集合民族地区具

之一的 Uber 中国高级副总裁柳甄被遗忘了。

千家全普体验店，进一步助推大学生创业创新，提高大学生创业成功率。据悉，

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及个人、高校师生、研究设计单位、资深设计师等多方力量，
研

解读：

全普光电在 MEMS 激光投影领域取得了重大技术突破，先后成功研发出微型

究民族地区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应用新途径,探讨如何更好地通过设

报道的确让公众更多地了解了这位 Uber 中国的高

MEMS 激光投影仪，全球首款 MEMS 激光投影智能手机，激光键盘、鼠标、控制

计这种智慧手段促进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提升民族地区文化企业创意与设计

管。但是对“她没有提前得知这宗潜在交易，Uber 创始人

器“三合一”的飞鼠等全普光电系列产品，
领跑国内外激光投影同类产品。

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打造以民族文化创意设计为核心的交流与推广平台。

Travis Kalanick 和另外两位高管直接主导了合并”的结果，
的确也感到奇怪。
尤其是“她没有作出任何的表态，平静地接受这一切的

中国儿童青少年威盛中国芯 HTC 计算机表演赛举行

亚太文化交流教育（首届）论坛在京召开

安排”。
在合并消息公布后的第三日，柳甄在朋友圈里转发了

8 月 6 日—7 日，第 25 届中国儿童青少年威盛中国芯 HTC 计算机表演赛全

8 月 5 日，亚太文化交流教育（首届）论坛暨联合国学院成立新闻发布会在北

国总决赛在北京举办。该表演赛是由工信部、卫计委、全国妇联、中国残联、中国

京大红门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世界宗教慈善基金会会长吴强、联合教育产业服

优生优育协会、中国科协、儿基会、关工委联合发起、共同主办，威盛电子承办并

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罗中赫分别发表演讲阐述本次会议的概况、价值与意义。中

携手 HTC 共同赞助，中央电视台特别支持的赛事活动，赛事连续数年参赛人数

宇白杨礼赞绿色产业控股集团付成永、原国务院办公厅司长王胜利、中国金融战

一篇关于 Uber 的文章，标题是《生而骄傲：Uber 的那些年轻
人》。她写道，
“山河湖海，
都是我们造梦的地方。
”
无论如何，
柳甄都是幸运的。
除去柳氏家族的光环，因为 Uber，她从一个无名之辈，

超过 500 万。本次表演赛以信息技术普及教育为宗旨，特别增设了“创客挑战

略专业委员会主席邹平座，世界文化交流协会主席李承源、UNCoin 全球委员会

一跃成为中国专车大战的主角之一。大家认识到了她的价

赛”项目。来自全国多个地区的 54 支队伍通过分赛区层层选拔会师于此并展开

秘书长李秉淑、泰国 Smart 银行董事局主席柯智正、北京孔子学院校长刘昱瑛，
世

值和风采，
相信她一定有更好的未来。

激烈角逐。

界老子同道会李德深等嘉宾领导先后作了精彩致辞。

（本报记者江雪整理、
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