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right of Chou Sing Chu Foundation

20
书
店
简
史

新
加
坡
書
店
業
簡
史

起航时代 (1881 -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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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书店业的起点，始于1881年创办的英商别发
印书馆，致力于将新加坡打造成远东的其中一个
出版枢纽。自此至20世纪初年，相继开业的书店皆
由海外进驻或由外国精英所主导，本土人士从事
书业最早者，即为土生华人许云德于1905年创办的
Koh & Company。源自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则于1915
年开设分馆，掀开了新加坡华文书店业的第一章。

英商别发印书馆：
引入“东学西渐”潮流的洋行
英商别发印书馆从近代西方迫切了解中国文
化出发，在当时“西学东渐”为主流的中西
文化交流中，涌动起一股“东学西渐”的潮
流。尽管其总部位于香港，然而在中国的出
版中心实则是上海，而新加坡可说是其南洋
立基点。这家曾坐落于莱佛士坊的印书馆是
岛国的首家书店，出版与东南亚文化有关的
书籍和明信片等，让新加坡成了当时东南亚
的出版重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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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H：
跨两世纪元老书局
由英国皇家工程军官、牧师威廉·西勒别上尉于1890
年创办的MPH，是新加坡现存最古老的书局。此书局
在基督教卫理公会传教与童军运动方面扮演要角，初
期积极地翻译经典马来著作，尔后转攻出版马来文学
作品与学校书籍，因而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在超过120
年的历史里，这家书店虽几经易手、易名，但仍顽强
地屹立于此，冀与读者携手迈入另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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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佛吉有限公司：
创意十足的传奇书商
谁会料想得到一家小书店会蜕变成本地早期四大
英文书店之一？造就这则传奇故事的是前英华学
校教师吴佛吉。这位海峡华商曾在多个社团机构

商务印书馆：
华文书局第一章

服务，甚至在1949年的首届地方选举中当选市
政委员，还曾获新加坡总督尼诰爵士颁发大英帝

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
因应新式教科书的需求日增，这家书局在1915年于新加
坡设店后掀开了岛国华文书店业的第一章。二战前，商务
和中华书局凭中国版教科书长踞南洋教科书市场的龙头宝

国勋章。有趣的是，其书店在兼营书籍贩卖、出
版与印务外，还曾兜售哈雷摩托车！后因创办人
年事已高，于1963年结束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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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业，仅保留网售与分销业务，让不少老顾客为之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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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
Koh & Company：
一抹土生华人的馨香
Koh & Company由身兼出版人、书商、诗
人等多重身份的土生华人许云德创立。这家坐
落于莱佛士酒店内的书局，曾印行明信片、邮
票、集邮册等，出版峇峇马来语书籍以及《明
信片交换册》这本当时海峡区内的唯一集邮杂
志。尽管这家飘溢着土生华人文化馨香的书局
故事最终于1920年代黯然划下句点，所幸尚
有一张张由其印行的明信片，印载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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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时代 (1921 - 1950)
本土书店业自1920年以来开始蓬勃发展，尔后形
成了“五大华文书局”与“四大英文书店”的大
格局，市场范围涵盖整个东南亚，新加坡俨然为
区域出版中枢。较鲜为人知的是，马来文书店业
在此时亦已萌芽，至今仍在营业的哈芝哈辛书局
的创设年代即比许多重要的华文书店要早。此时
出现的其它书局——诸如新的书店、美美图书公
司、上海黑猫公司等——皆相继在新加坡河两岸
比邻而立，成了战前文化的传播者。

美美图书公司：
画报时代的仕女与战事
创立于1928年的美美图书公司以“南洋唯
一新文化杂志店”自居，不仅引进启迪民
智的书籍，还响应自民国时期日益高涨的
女权意识，力倡女子职业。这家书业先锋

哈芝哈辛书局：
马来先锋壮新猷

在当时教科书市场的比重，甚至是少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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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2年，出身印度尼西亚文人家族的哈芝哈辛就在岛国延续家族

代表性可见一斑。营运多年后，“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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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事业，在马来社区识字率尚属偏低的年代，传播文化与知识，其

兼营童装及化妆品，摇身成了“儿童服装

所创办的同名书局甚至一度被誉为“甘榜格南的文化中心”。近百年来

用品总汇”，力求转型。

历经了财务危机，幸存于无情战火，这家书业先锋如今低调地隐身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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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五大书局协商、划一售价者，在业界的

切购物商场，继续谱写本土文化坚忍不拔的传奇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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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中华书局：
风雨兼程南洋路
中华书局成立于中华民国元年，正值中国从封建王
朝走向共和的特别时期。书局以“中华”为名，除
了是顺应当时社会对新文化、新时代出版物的巨大
渴求，更是体现了创办诸君誓以“教育救国”的理
想。自1923年设立“星洲分局”至1997年休业为
止，此书业先驱始终在传输新思潮方面扮演要角，
其所开创的事业亦为早期南洋的书业带来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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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读书店：
跻身电影的黄金年代
战后电影黄金年代浪潮牵动着书店业的发展面
貌。读读书店即以书业之姿跨界娱乐出版事业，

星洲书店：
寻迹郁达夫的书店身影

销售娱乐书刊，甚至创办杂志《电影界》。此时
出版娱乐刊物的资方皆以家大业大的电影制作公

1939年的一天，受聘于《星洲日报》的著名作家

司为主，书业界的“代表”除了读读书店外，也

郁达夫走进了由游杏南、游子尧与蓝汀应三人合资

仅有当时五大书局之一的世界书局。此书局能同

创设的星洲书店，因身上现金不足以结账而与这家

财力雄厚的电影制作公司与大型书局竞争，增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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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结下了一段雅缘。除了成了常客，郁达夫还

了些许传奇色彩。

常介绍文学青年到这里买书，甚至还为书店手书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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匾，此事成了当地新闻，书店生意更加红火，一度
成为游客必访的景点，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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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1936
世界书局：
煌煌书册耀大众
世界书局继承了当年正兴公司的根基，并开启
了今日大众集团的辉煌事业，本身历经的煌
煌82年，更可说是新马地区华文书业历史的
缩影。然而，其创办人周星衢自始念兹在兹的
是如何宣扬阅读文化，于是在1940年代设立
“大众图书馆”，在社会资源匮乏的年代为力
求上进者提供进修的机会。本地多家书店负责
人多出自世界书局，其堪称书店业的人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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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 (1951 - 1970)
1950至1970年代堪称是南洋出版业的黄金时代。
不仅战前的大型书局继续发光发热，南洋大学亦
于1955年创设，各种类型的书局与出版社在战后
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此时，教科书市场的竞
争尤为激烈，就内容、插图、版式、纸料等方面
而言，都呈现一番革新进步的面貌，而“马来亚
意识”的倡导，更让南洋出版事业大放异彩。

青年书局：
踏遍青山人未老
“青春壮志把书读／年少英才创局新”——张挂于青

星期书店：
“照常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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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书局橱窗里的这幅对联，着实概括了这家书店的创
办人陈孟哲的一生。出生自书香世家的他因理念不
同，离开由其父亲陈岳书创办的上海书局，自立门

由公立培基学校创校校长林清爽所创设的星期书店，

户。其卓越的贡献体现于有系统地推出逾百种大型丛

除了从事批发与零售业务外，亦相当热心教育事务。

书，对新马文化的发展助力不可磨灭。随着陈孟哲于

唯让人好奇的是，几则关于该书店的新闻皆是租赁诉

2016年离世，众人不禁感慨一个时代的结束。

讼与劳资纠纷。在经营四年后，因股东内部发生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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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林清爽决定退股并辞去经理一职。纷扰之后，该
书店登报公告“照常营业”；而其创办人则选择投身
杏坛，以另一种方式为社会奠立文化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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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1955
南大书局：
大时代的禁书天堂
1950年代南洋大学的创办，催生了许多书局，当中
就包括了以“南大”之名创立的南大书局。创办人
张浪辉搭上了这个时代的首班车，以出版本地作品
与引进中国大陆出版的著作满足社会的需求。缘于
时政敏感，该书局藉由“偷龙转凤”的做法将禁书
提供予读者，纷涌而至的忠实读者中，甚至包括了
当时的职工领袖林清祥和第三任总统蒂凡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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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书斋：
行走于诚和信之间
曾在上海书局当学徒的宋兆裕，几经磨练后创办
了友谊书斋。创立之初并无经销图书，而是以文
具入手，涵盖各种中国文化产品，邮票和日历即
是大宗；并在熟悉学校渠道的情况下，经营贩卖

草原书报社：
停车场里的美世界

部长达10年。宋兆裕积极拓展业务，奔走于新

在1960年代的美世界市场停车场里，周清泉与周荣坤两兄

界靠的是“诚信”二字，而这让其所坚持维系的

弟在仅有12尺高的空间竖起三面板墙，便开始了草原书报

书缘之路越走越宽广。

社的生意。这家书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后来蜕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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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各地，独家办了多场展销会与书展。行走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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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数一数二的大书局，发展起胶印制造与印务事业，甚至
跨界投入旅游及运输业，创设了“草原旅运”，让这个务农
之家蓬勃的生命力在曾一度繁华的美世界里获得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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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1966
万人书屋：
书页绵长续南洋
曾在南洋书局任职数十载的林石竹、谢宝延、蔡源
春三人，在该书局于1963年结业后创设了万人书
屋门市。早在门市开业前，此书局就已开展出版事
业，陈育崧就将南洋书局的不少资源转赠予他们。
这家历史比南洋书局还悠久的书店，客群多是实里
基大厦内的居民和学生，可谓启发了在这一带成长
的孩子的阅读兴趣，其绳夹书籍陈列法尤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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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时代 (1971 - 2010)
自日本的静冈谷岛屋书店于1976年在狮城大厦开
业，海外大型书局纷纷进驻，激发了岛国书店业
的转型与现代化，海外书店代表当属纪伊国屋书
店，本土代表则必然是叶壹堂。在此期间，一
些极具个性的小型书局——诸如文人书店草根书
室、聚焦东南亚书籍的Select Books相继出现，亦
影响了本地书店业的面貌。多年后不时给读者带
来惊喜的独立书店BooksActually，更让国内外见
识到岛国文化的蓄势待发。
草根书室：
水泥城市里的劲草
由作家英培安所创办的草根书室

叶壹堂：
壮志凌云的典雅书屋

是知名文人书局。1970年代，

叶壹堂，如其英文名，寓意“页一”。页

其推出文艺丛书，出版包括郭宝

一，是故事的开始，叶壹堂，则是创办人

崑等本地作家在内的作品。尔后

陈家强的梦想——“亚洲文化交汇点”的

在一度歇业后重新出发，以“爱

开始。以销售艺术、设计类英文书籍与画

书人的书室”为定位，希冀复制

册起家的他，将其店面装潢的巧思带出新

香港二楼书店供应具思想性、高

加坡，走向了世界各个角落；并设立出版

26

档次文史哲书籍的经营模式。此

社，以亚洲艺术为主要出版项目，充分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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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局如今已转由林仁余等三人接

示陈家强致力于将东方文化引入西方，打

手，并转型为一家独立书店咖啡

造全球华人知名品牌的炎炎雄心。

馆，延续岛国一株文化劲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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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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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1975

1983
Select Books：
让世界聚焦东南亚
集东南亚书籍零售、出版与分销于一身的Select Books，
由前大学图书馆员郑有文女士于1976年创立。尽管规模
不大，但此书店在本区域乃至海外均享有盛名，是为欲物
色难觅东南亚书籍的读者的必访之地。其致力抵抗西学东
渐之风，在书店内营造文化空间，为少数群体提供发声机
会，在在向世界宣告：东南亚作家与学者的作品也能在国
际舞台上闪耀，贡献甚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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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Actually：
执守新加坡文学
“ 其 实 ， 我 们 卖 的 是 书 ” —— 由 陆 文 良 等 人 所 创 办 的
BooksActually不时思虑本土作家如何能走向读者，书店

纪伊国屋书店：
书界巨擘立狮城

于是成了他们积极参与推广本地文学的平台，甚至还开设
了独立出版社Math

Paper专于出版本地作家的作品，并

被昵称为“Kino”的纪伊国屋书店，是爱书人必访的朝圣地。

曾获选为新加坡作家节的官方指定书局。2016年6月，其

这家在1927年由一名炭商之子所设立的书店，已茁壮成长为

再度发挥引领潮流的充沛活力，推出新加坡首台书籍贩卖

书店巨擘。早在草创初期，其创办人田边茂一就凭着过人的毅

机，激发了民众对新加坡文学的关注。

27

力与眼光，将之打造成结合了剧场与艺廊的“书店舞台”。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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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在经营逾半世纪后进驻新加坡，陆续展店后成功掳获了
本地读者的心，其于义安城的旗舰店更成为了业界楷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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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2005
博德斯：
学院派生活书店
1997年进驻岛国的博德斯，在本地刮起了一阵书
局结合音乐与咖啡香的时尚风气。除了大型书局的
经营模式，其所提供的个人化客服也令大部分顾客
难以忘怀；而非书籍类选项如影音区、咖啡馆等均
是本地书店业界的先锋之举，自此改变了书店业的
面貌。此书局虽已结业，但其在本地的14年，仍
留给众多爱书人阵阵惊艳与甜美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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