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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书店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近代传入中国。作为最早接受西方文

明(含社会主义思想)洗礼的港口城市，北海的书店拥有骄人的历史。近代北海书

店史，是北海对外文化交流史的一个缩影。

早在清末，北海已有私营书店经营。民国以后，书店作为北海文化的一个

侧面，随着北海文化的兴衰而起落着。

最早的几家书店

l、蔚华书店。店址设于中华街二巷，门市面积约 15 平方米。私营，负责

人是包国修，销售的均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占书。该店开于清末，是北

海第一间书店。

2、茂和书店。设于珠海中路 8 号，门市面积约 60 平方米，私营，老板是

张茂和。该店出售的多是古书，如《故事琼林》、《四书》、《五经》和《国文》

等书。三四十年代也卖过一些进步书籍。除了卖图书外，该店还兼营文具、珍

珠和石印业务。从业人员有傅传业、张显甫等人，该店于 1947 年停业。

3、缘波书社。设于中山西路 147 号(今改为中山西 51号)，1929 年春开业，

门市面积约 20平方米，是北海革命先行者冯道先及其夫人劳瑞梅经营的。图书

约有 900 册，资金约有三百多元大洋。资本主要是借劳瑞梅婆家的钱，伍瑞锴

也赞助一些钱。该店经营的图书，以革命文艺书居多。从出版单位看，有上海

东泰书局出版的小说，有上海现代书局发行的各种革命文艺书籍，有上海民智

书局、神州国光社、开明书店出版的社会科学及文学书籍，还有商务、中华、

世界三大著名老书局出版的书籍。从著书作家看，有鲁迅、郭沫若、郁达夫、

矛盾、巴金、冰心、叶圣陶、丁玲等作家的作品和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销售



的杂志有鲁迅主编的《语丝》、左联出版的《萌芽月刊》、《拓荒者》、《奔流》、《北

斗》、《文学》等；还有广州出版的《红棉》和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等杂志。

当时北海的青年学生、教师、店员和工人，都如饥似渴地纷纷前往缘波书社看

书和买书，许多后来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都是由于当时读进步书刊，最后走

上革命道路的，所以，“缘波书社”是北海传播革命思想的摇篮。

1933 年 6 月，因国民党合浦县当局对该书社恨之入骨，企图查封书社、逮

捕店主。因而冯道先同志便主动停办，前往广州从事革命斗争。

4、日新图书社。设于中山西路 50号至 52 号，门市面积约 150 平方，老板

庞福来。该店开业于 20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兼营文具、百货和印刷业务。

5、南达书店。旧址在中山中路会百货大楼住置，开业于 1944 年，门市面

积约 20m2，该店专营书报，期刊和出租图书业务，兼营书报批发。老板李正达，

从业人员有李隆、张仪等人，资金 200 大洋，图书约 800 册。于 1951 年停业。

6、陈记书店。与南达书店相邻，门市面积 10m2，开业于 1944 年，出租图

书兼照相。老板是陈伯铭，从业人员有陈伯诚等 4 人，资金 100 元大洋，图书

400 册。于 1951 年停业。

7、森泰书局。设于中山西路 8 号，门市面积约 40m2，开业于 1937 年，老

板是龙惠珍，从业久员有龙绍进、龙文珍等人。主要经营教科学，也有一些社

会科学的书，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书，于 1953

年停业。

8、南华书店。设于新中路与中山路东路口处(即旧邮电局位置)，开业于 1945

年，门市面积 24m2。老板是姚镇伟，合股经营·许玉书、苏大中等人均有股份。

主要经营文具和教科书，于 1950 年停业。

9、乐天书摊。在中山东与东二巷街口骑楼处(即现医药四店斜对面)，摆出

租连环画书摊，兼卖小说，如《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演义》，及教育用

书如《幼学故事琼林》、《秋水轩尺牍》等。该店老板是周乐天，开业于 1945 年，

停业于 1940 年。门市面积 15平方米，有图书约 800 册，资金 120 元大洋。

10、北海书店。设于中山东 1l 号，门市面积 40 平方米，老板是蔡振玮，

合股经营，资金五百元大洋。从业人员有蔡卓儒，蔡维中等 7人。



北海书店是钦廉四属经营印刷业务文化用品及图书的主要大户之一。创建

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时期，当时由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及国民党左派的倡

议，为发展地方文化事业，适应时代要求，以募捐集资入股形式筹组建成的集

体股份企业。入股的人员除上述人员外，还有地方绅士商家，以及当时在钦廉

地区及在外地任职于国民党的党政军的钦廉四属籍的大人物。例如：陈铭枢、

陈济棠、王翰屏、邓世坛、廖愈簪、林翼中……等。有些人其实是捐款，共有

股东 200 多人。后来由于时代和形势的演变，股东分化，不少股东仍坚持进步、

拥护革命，例如：蔡振玮参加组建福建人民政府担任了要职，庞安民参加彭湃

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等，但也有不少股东坚持反动立场，沦为反动人物。但

该店的经营大权，一贯为左派及进步人士蔡振玮等所掌握着，蔡振玮推选他的

堂侄蔡粹儒担任该店经理职务，经营管理适当，业务兴旺发展，后来在地方上

有些地位的股东嫉忌掌权者中饱私囊，于 1935 年间改由罗绍晖负责担任经理。

由于经营不善及其他原因，业务日渐衰落，随之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北海进

行大疏散，而致停业。部分图书疏散往北海市郊区农村储藏，抗战胜利后，没

有复业。北海书店由此结束。

书店左边陈设玻璃图书巨架，右边摆设琳琅满目的文具用品，正面安置印

刷机械设备，店貌堂煌。印刷设备有 4 开纸大型印刷机 2 台(后来增 1 台)，中

型照镜式印机 l台，小型名片信封印机 l台，老宋体铝印字粒，有老 2 号、4号、

5 号 3 种，特大标题用本雕刻各种字体，雇有印刷技术员 20人左右，员工膳食

由店全包外，每月技工工资广东中山毫银 5-10 元，学徒 2 元左右，年终还有一

些“公司钱”(即每月变卖废品、木货箱、什物收入)，发给工人。有个时期还

发放统一式样的黄色斜纹一布西裤、蓝色衬衣、黑色吗咀加拿大牛皮鞋给员工。

员工关系良好。

该店开业首先承担由进步知识分子蔡振玮等为编辑，组建出版的《钦廉日

报》的承印业务，继而承印《合浦日报》、《廉中校刊》、合浦一中学生会刊物《缪

丝》、《我们旬刊》……等大小报刊，快邮代电等宣传刊物。

图书经营，代办廉中(广东省立十一中)及合浦部分中小学校的课本(向上海

购买部分标准学生课本)及文具用品，追随时代、形势和潮流，适应进步青年学



生的追求，销售《联共简明教程(布)党史》、《语丝》、《少年先锋》、《反杜林论》、

《通俗资本论》、《社会发展史》、《辨证唯物论教程》、《政治经济学教程》，还有

鲁迅的《呐喊》、《阿 Q 正传》……等，当时合浦一中(现北海中学)的进步青年

学生如赵世尧、傅劲材、苏觉民、罗绍周、包家崇、黄元瑞、陈锡贞等均属到

该店阅读进步书刊的常客。该店为当时北海的进步青年、学生提供了精神食粮，

为地下读书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11、强新书店。设于中山西路 28号(民族路口与中山中路口三角铺)，门市

面积约 30平方米，专营图书，老板是沈永年(上海人)。有图书约 450 册，资本

120 元大洋。

l2、发新书店。店址于中山西路 31号，私营，老板是郭朝骧，专营图书。

1946 年开业，1949 年底停业，门市面积 30平方米，有图书约 400 册，资本 100

元大洋。

13、现代书报社。私营，老板是龙珍昌，专营图书、报纸、杂志。1935 年

开业，1949 年停业。

二、建国后图书发行的发展

1、北海市新华书店

北海市新华书店，建立于 1950 年 4月。建店初期。只有一个门市部。1953

年正式成立新华书店北海市支店，设经理、会计和业务进货各 1 人，出纳员仍

由营业员兼任。60 年代，为了建立和健全书店的规章制度，又设专人负责管理

图书仓库。到 70年代，由于门市部增加，营业额也逐年上升，又没专司其职的

出纳员。80 年代以后．逐步建立起办公室、业务室、图书仓库和各个门市部等

二级机构。1986 年正式设经理室、计财科、业务科、秘书科等行政管理机构，

并正式委任了业务科长和汁财科长。

北海市新华书店，建国后 30多年，其改革建制经历了 6个发展时期。_

(1)北海新华书店支店。成立于 1950 年 4 月，店址在中山东路 52号。属北

海军政委员会教科领导，新华书店合浦县支店负责其业务指导和供应挡源。职

工仅有 4人，由中共党员王文昆同志兼任负责人(1951 年调任钦州支店负责人)。

(2)新华书店钦州支店北海分销处。1951 年，随着地区体制的变革，北海新



华书店由合浦县支店管辖改为由钦州支店管辖，业务指导仍由合浦县支店负责。

书店有职工 6人。

(3)新华书店北海市支店。1952 年 3 月。钦廉地区正式划归广西省管辖。1953

年，钟志和任北海支店副经理。书店业务上单独进货 经济上独立核算，在行

政和人事上，由北海市委宣传部领导，业务上由新华书店广西省分店直接领导

西省分店直接领导。

(4)北海公社新华书店。1955 年 5 月 31 日，北海市由广西省划回广东省管

辖。1956 年 4月，北海由地级市改为县级市。1958 年 10 月 26 日，北海市撤销

县级建制改为北海人民公社，因而新华书店北海市支店改为北海公社新华书店，

属合浦县新华书店管辖。

(5）北海镇新华书店。1959 年 6 月 6 日，取消北海公社建制，北海改为县

级镇。直接属广东省湛江地区管辖。因而，北海公社新华书店又改为北海镇新

华书店。

(6)北海市新华书店。1964 年 10 月 3l 日，北海恢复为县级市，北海镇新华

书店又改为北海市新华书店。1965 年 6月 30 日，北海市又从广东省划出，归广

西区管辖。北海新华书店业务上归钦州地区新华书店领导。1983 年 1O 月 8日，

北海市从钦州地区划出，以为地级市。北海市新华书店。

2、图书销售发行网点

建国以来，北海新华书店曾自办图书门市部 4 处，1979 年后尚存 3 处。各

级供销社和市郊区曾有图书销售网点 13 处，1988 年仅剩 5 处。80 年代以来，

市区个体书报摊的发展也不断增多，1988 年有 24 处。

(1)中心门市部。北海新华书店中心门市部开业于 1950 年 4 月，最初设于

中山东路 52 号(今服装厂门市部)，1960 年迁到中山东 2 7 号(现改为 23 号)。

此幢门市部租自市百货公司，面积 200 平方米。1988 年有营业员 10 人，1987

年营业额 32 万元。

(2)新华门市部。1977 年建成开业。设于北部湾中路，市汽车总站对面，门

市面积有 200 平方米。它是综合图书门市部，也兼发行春、秋两季市区学校的

中、小学课本。1988 年有营业员 7 人，1987 年销售金额 49万元。



(3)外文币部。1967 年建成开业，设于海角大道，与水上派出所相邻。初以

销售外文书籍为主，后改为综合图书门市部。配营业员 1 人，包干负责。每年

营业额约 2 万元。1979 年间，由于拟在北部湾广场东侧新建一幢营业大楼，因

基建费不足而将该店以 2 万元价卖给市水产局。

(4)涠洲门市部。设于涠洲岛南沥中心街，1965 年建成开业，门市面积 40

平方米，有营业员 1人包干负责，1987 年营业额近 5 万元。

(5)乡(镇)供销社销售网点

1955 年，根据文化部和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联合通知精神，我市供销社先

后在涠洲、高德建立销售图书专柜。1955 年，发行给供销社销售的图书共 25，

732 册，金额 3，303 元。

1964 年，地角、咸田两个供销社相继建立图书销售专柜，当年销售图书 18，

440 册，金额 3，636 元。

1965 年，横路山、赤壁、共和的分销店也先后建立图书专柜，销售的图书

共 28，499 册，金额 5，379 元。

1966 年，西塘供销社和龙潭分销店先后建立图书专柜。该年全市供销社图

书销售网点共 8处。

1967 年，新成立图书销售点的有平阳分销庙，1968 年成立的有东星分销店

和马日马分销店。1968 年，供销系统销售图书 123，092 册，金额达 19，032 元，

占全市图书销售总额的 16.23％。

1970 年以后，先后撤销了供销社几个图书分销庙，1988 年实际上还经营图

书的只有高德、地角、西塘、咸田四个供销社。

(6)书报摊及租书摊。

建国后，北海的书报摊、租书摊，随着社会的变革，亦有其盛衰的时候。

1951 年，北海有旧书摊 7 间，有旧图书、连环画 670 多册，刊物内容多属

武侠、侦探、历史、色情之类。50年代中期、书报摊一度兴旺。

60年代初期，因纸张奇缺，北海新华书店曾开展收售旧书及租书业务。70

年代后期及 80年代初，出版事业蓬勃发展，个体租书摊象雨后春笋般涌现，往

一条街多达 10多家。1985 年，北海有出租书摊 32家。80 年代后期，租书摊却



逐渐衰落，1989 年只剩 4 家，而书报摊却很兴旺，由 1985 年的 8 家增到 1988

年的 24 家。它们经营的报纸、杂志等刊物，形式多种多样，但内容鱼龙混杂。

这些书报摊，多集中在人民电影院、露天电影院、振华大厦、友谊商店、南珠

市场等人口集中的场所附近。有此建有固定的书报亭经营、有些则早摆晚收。

陈铭枢与合浦图书馆

周德叶

在北海中学有一座米黄色的二层洋楼，它建造漂亮、别致，四面坡瓦顶，

各层有回廊，廊间的券拱边缘有雕饰线，各廊柱两侧有仿罗马式的“科林新”

柱头。正门有站廊，门廊两侧为石台阶，地台高一米。这幢具有欧洲占典的建

筑风格的楼房，就是我市最早的图书馆——合浦图书馆(解放后改称北，中图书

馆)。该馆创建于本世纪 20 年代，其设计合理，冬暖夏凉，防潮性能颇佳，适

合于藏书。它的创建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人士陈铭枢先生。

陈先生字真如，号一缘，生于清光绪十五年，广西合浦县樟乡璋嘉村人。

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北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是

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爱国将领，也是一位颇有名望的诗人、书法家、

出版家和佛学家，集文韬武 于一身。他不仅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

人和领导人之一，也是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亲密朋友。在半个多世纪的时

间，他为我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陈先生是一位军人，但他一生热心于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1926 年初，在

他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合浦县立第一中学” 即现在的北海中学)。次年冬，

他出资在校内兴建了这座图书馆。历时一年落成。在图书馆门顶壁上刻有陈先

生手书的“合浦图书馆”五个大字。该馆成为学生博览群书、借阅书刊和撰写

文章的好地方。

1938 年期间，赵世尧、陈任生、韩瑶初等一批中共党员利用在该校任教的

机会，在图书馆楼上，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因此，它又成为中共当时在北海的

重要活动地点之一。

1955 年陈先生重返故里，到北海中学视察，给全体师生作过报告。他在晚

年还对家乡的教育事业如此关心，实在令人钦佩。陈先生于 1965 年病逝于北京，



享年 76岁。

由于北海中学的不断发展和在校生的日益增多，该馆的藏书和使用面积已

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该校后来又建成了一座规模更为宏大的图书馆。从

此，合浦图书馆完成了它大半个世纪的任务。但其历史和艺术价值早就受到市

政府的重视，并于 1991 年被核准为市缴文物保护单位。“合浦图书馆旧址”将

与著名的民主革命家陈铭枢先生的名字永远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