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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大学

「学士会馆」建造于 1928 年（昭和 3 年）
，作为国

「keyaki 书店」创建于 1987 年（昭和 62 年），收

「玉英堂书店」是稀有贵重 " 珍本 " 的专门店。1902

「八木书店」创业于 1934 年（昭和 9 年），以收集

「Bohemian‘s Guild」于平成 16 年开设在神保町，

家物质文化遗产被登记在册，外壁是昭和时代初期

集了明治以来至今的芥川赏和直木赏作家们的初

年（明治 35 年）于本乡汤岛天神下开业，1926 年

前代到近现代的日本文学书籍为主，包括极具历史

是大正 9 年创业于池袋的夏目书房的分店。店的理

「明治大学」的前身是 3 位二十多岁的年轻法律家在
日本近代化的草创期 1881 年（明治 14 年）创立的

十分流行的条纹面砖。他也是东京大学的发祥地，

版书，限定书，亲笔书，初版杂志等等，是专门收

（大正 15 年）搬迁至神田神保町。之后于 1980 年

价值的影印书，近代文学的初版书，草稿，自写书

念，店名的意义都在表达这家店意在收集 " 不拘泥

明治法律学校。他们最初的构想是 " 培养教育一批

日本野球的发祥地，著名传教士新岛襄的出生地—

藏近代文学书籍的书店，因藏品丰富深受文学爱好

（昭和 55 年）在二楼开设特选的珍本和签名书的展

等各种各样的特色书，比如著名的《正仓院古文书

于习惯的自由奔放的艺术家的作品 "。1 楼主要摆

可以在近代市民社会中活跃出彩的聪明年轻人 "。

—在学馆境内立有相关的纪念石碑。气氛庄重的

者们的喜爱。特别是太宰治，坂口安吾等无赖派作

示空间，据店主称，真品独有的原汁原味的笔迹，装

影印集成》，用精密的照片和印刷，不易劣化的中性

放外国书籍、照片集、美术书，2 楼则以画本、珍本、

大正 9 年，明治法律学校在几经周折后于顺应大学

馆内，还有婚礼会场，餐厅，以及喧闹的都市中难

家们的初版书收藏纳十分丰富。店主十分重视来

订，纸质，可以让后人们更加靠近和感受到作家们

纸重版再现了正仓院保存了千年以上的文章，让研

亲笔原本的展示为主，全部都可以触摸和阅览。特

令被正式命名为明治大学，教学理念也被确立为 "

得一见的二重窗配套的住宿设施。这里也是，
《龙

自现在依然活跃的作家们的亲笔签名书。村上春

生存的时代。这里收集展示了室町时代后期的源

究人员垂涎三尺。该店也致力于导入新技术应用

别是店内收集的竹久梦二的原本达到 100 本以上。

权利自由，独立自治 "，意在近代化的潮流中强调培

马传》
《华丽一族》
《SP》
《ATARU》等影视剧的拍

树，京极夏彦，宫部美幸，高村熏的签名书人气很

氏物语画卷，僧人良宽的书，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的

在书籍的管理和生产制造上，是业界生产售卖特价

店主想打造一家给人惊喜的二手书店，他说：" 没有

养自由自治的精神，以及个人的独立。随着学科的

摄地而有名。

高，而金原瞳，绵矢莉莎的签名书更是人气相当旺

亲笔原稿等等，文学美术史上的名人名作的各式各

新刊书的先驱之一。每年店里还会举办两次免费

惊喜和娱乐价值的书店也就失去了特意前来的意

增设，现在的明治大学已经成长为一所综合性的重

盛。书店会在每年发行四次收藏目录，据店主称，

样的藏品，可谓是密度高的光景。每年会发行三到

的讲座传播近代文学的魅力。藏书目录也会定期

义，因为客人们完全可以直接网上购书。"

点大学，" 培养个性 " 的教学理念也沿用至今。

也有人要求书要寄送到家里，收藏目录要迫不及待

四次藏品目录。

在每年的 1 月和 10 月出版发行。

地看，要寄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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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茶书房」于 1948 年（昭和 23 年）开业于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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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堂」是日本最大的正教会教堂，又名东京复

井上眼科医院诊所 ¥¥ 创立于 1881 年（明治 14

「小宫山书店」开业于 1939 年（昭和 14 年），是一

三省堂书店是 1881 年（明治 14 年）近代化的转变

活主教座堂。1891 年（明治 24 年）建造当初，在

年）
，原名为 " 济安堂病院 "，由东京大学医学部副

栋六层楼高的独立建筑，集合了时尚，亚文化，文

运动中诞生的大型书店，本店位于神保町。作为书

的三轩茶屋，后于昭和 39 年转移至神田神保町。

古書店。ブックブラザー源喜堂と記された大き

当时还没有高楼大厦的神田骏河台一带，这种别具

教授井上达也留学欧洲归来后创立。诊所外观是

学，哲学，心理学，历史，宗教等各色主题的古书

街神保町的地标型建筑，占地面积约有 1000 坪，可

初任店主是文学造诣非常深厚的人，据第二代店主

な看板はスポーツ用品店街の中で一際目立って

一格的拜占庭式建筑显著又独特，因此被写进当时

一幢炼瓦筑造的四层建筑，所院内导入了最先端的

的展示贩卖。特别是老式写真集，摄影家的摄影作

以称作是爱书者的殿堂。你可以在这个大型藏书

说，同业者喝酒时他则以阅览历史文献为己乐，喜

いる。店内には国内外の美術·建築·工芸·デザ

的许多文学作品里。尼古拉堂不仅是建筑风格独

医疗设备，创立以来提供眼病治疗的服务的同时也

品，现代艺术作品，三岛由纪夫相关的收藏十分充

空间里自由地漫步浏览，也可以去服务台向店员寻

欢发掘有价值的未发表资料。听闻当年，明治新政

イン·写真関連書·展覧会のカタログなど、貴重

一而二，历史悠久的文化财产和历史古迹，也作为

一直在教育和研究上倾注心力，是日本国内首屈一

实。藏品种类丰富，每层楼的设计也独具匠心，整

求帮助直接问询自己想要的书的所藏之处。这里

府第一次举行帝国会议的国会议事堂在会议 2 个月

なものからお手頃価格で手に入るものまで、選び

日本正教会的总部，是举办教会活动的重要场所。

指的拥有悠久历史的眼科病院。院内设有眼病相

体十分值得一逛。每周末会定时举办特售会，每年

有时还会举办作家签名会，演讲会等活动，具体都

后因火灾烧毁，初任店主从堆集如山的古书资料堆

抜かれた見た目にも美しい本たちがずらりと並

夏目漱石的小说《从此以后》里也被描写过的，从

关的历史资料馆，展示着明治时期以来的病历记录

会发售一到两次商品目录辑。这里还承接古书，

可以在官网上查看。

中发掘了两张梦幻般的设计图稿、西田幾多郎和和

ぶ。日本の 60 年代の美術書、オリジナルの写真

深夜开到天明的正教会复活祭，如今也在此年年开

本等历史资料。诊所医院创立至今已逾 130 余年，

画，摄影作品的回收。节假日也正常营业。

辻哲郎的三封书简等珍贵资料。这一事件在当时

集などは、海外からの引き合いも多い。同じビル

办。

以实现 " 患者第一 " 的方针、建设 " 眼睛的综合医

成为话题被报道。2 楼收集了许多明治至昭和的历

の 9 階にある古書部では、古文書·名家肉筆書画·

院 " 为目标，设计有完整的复诊服务，始终履行着

史文献，如有兴趣，只能预约观赏。

版画·短冊·色紙等を販売しており、年に 1 回は

对先进医疗设备和理念的持续导入。

和本から洋書まで美術全般を扱う美術書専門の

古書目録を発行し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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