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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URA SHOTEN

「松云堂书店」创业于 1890 年（明治 23 年）
，是一

「高山书店」创业于 1875 年（明治 8 年），位于神

创立于 1879 年（明治 12 年），是宫内厅御用的日

明治 30 年以来，神保町一带是中国留学生聚集的

「一诚堂书店」在古书店界久负盛名，是一家创业于

仏独文学を中心にヨーロッパの哲学·歴史·美術

家经营超过了一个世纪的老牌书店，位于神保町古

保町一带的地标性建筑神田古书中心的一楼入口

本和纸老店。在大正 2 年的神田大火，大正 12 年的

学校密集的地区，因此从当时就有各式各样的中国

1903 年（明治 36 年）的老店，常与日本国内外的

に関する書籍、洋書の稀覯書を扱う専門店。入口

书店街的西部一角。店内藏书以中国文学和古典

处，是这一片区域最古老的书店，集齐了能、狂言、

关东大地震，昭和 20 年的东京空袭中幸存。店内

餐馆在此扎根。扬子江菜馆也是其中之一。它创

大学、图书馆、美术馆做交易。全店的藏书囊括了

両脇には神社の千社札のように、全集の値札がこ

书籍为主，汇集了汉诗、汉文、和本、中国文学等

歌舞伎、武道、料理等各种特色二手书。店家据说

收集了各种和纸制商品，对于爱纸者来说，光是想

建于 1906 年（明治 39 年），招牌菜是 " 元祖冷面

洋装书、外文书、日系古典书（和书、书卷、古地

れでもかと言わんばかりに、数限りなく貼られて

多种多样的书籍，可以说是汉字文化的宝库。店内

与司马辽太郎等大作家们也颇有交情，会承接作家

象和开发这些商品的用途就充满了乐趣。它们包

"，是蒋介石，鲁迅等也曾到访的历史悠久的上海菜

图）等各种文学类书籍，也吸取年轻店员的意见在

いる。扱う全集の数が多すぎて、実物はお店の人

的两侧墙壁上铺满了古典书籍，收银柜后的深处开

的委托为他们寻找书籍资料。特别是司马辽太郎

括来自日本各地的各式各样的和纸，书法绘画用和

老店。1933 年（昭和 8 年）店创的古老肉（糖醋里

书架上增添摆置了一些电影戏剧类的相关书籍。

に頼んで出してもら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ほど。1

拓了一处脱鞋上去的贵重书本的收藏空间。店内

收集资料全权委托此店，买书方法也十分豪爽，买

纸，千代纸，便笺，明信片，小纸袋等等各种老式

脊），是由软糯猪肉块与黄瓜红薯组合烧制，浇有甜

据店主说：" 自家的藏书分为一般书籍、外文书、日

階には日本の近代文学や、西洋の古典を中心とし

的藏品大多收自交易市场。古书业界里少见的店

断周边书籍。因此诞生了「某日，某标题的书在神

技术或现代技术制成的纸制品。这家店还出品自

爽的糖醋汁，香浓顺滑入口即化，至今六十年间一

系古典书三大类，不管哪一类卖不出去也不会去废

た翻訳もの、哲学書やその研究書、
2 階には洋書が

主野田小姐对于精心修复和本十分在行。

保町悄悄的消失了。」的司马辽太郎的传说。

家制的原创商品。这家独具魅力的小店，在不起眼

直受人喜欢。还有 200 克肉杂糅的肉圆子 " 大狮子

弃它。相反，其他店放弃出售的书籍，我家坚持出

並ぶ。蒐集家には料理本 ( 原書 )、挿絵本、美麗装

的外观下收罗了五颜六色的精品和纸，十分推荐到

头 "，与咖喱相融，口味独特美妙。

售，渐渐的，客人也会增加。古书店，保持定位很

丁本が特に人気。店頭では日本一質が高いと言

重要。" 同时，店家也考虑到同类商品在业界的售

われる特価セールが行われ、いつも多くの人でに

价竞争，在书店主页上公示了部分书籍。

ぎわっている。

此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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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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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屋书房」创业于 188」丰富古朴浓郁的古书的

三省堂书店是 1881 年（明治 14 年）近代化的转变

这是一家开业于 1909 年（明治 42 年）的民风洋式

和式点心店「龟泽堂」
创建于 1905 年
（明治 38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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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即使是在汇集了 170 家古书店的神保町一带也

运动中诞生的大型书店，本店位于神保町。作为书

料理店，位于神保町车站交叉路口旁。逛完神保町

从大正到昭和初期共扩张了十几家分店，是一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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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十分少见的独特存在。在美术馆只能隔着玻璃

街神保町的地标型建筑，占地面积约有 1000 坪，可

古书街区的人们可以在这里一边翻阅刚刚收集到

对点心原料十分坚持而著名的老店。此店最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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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橱柜才能观赏的书本画作，在这里都可以直接亲手

以称作是爱书者的殿堂。你可以在这个大型藏书

的书册，一边享受润喉的啤酒和佐酒的料理。这家

的是每天清晨现做现卖的豆大福，使用了北海道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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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碰。除此之外，店家还收集了许多京极夏彦的推

空间里自由地漫步浏览，也可以去服务台向店员寻

店刚开业时还是洋式料理不多见的时期，因此凭洋

的鹤娘大豆，宫城县特产糯米，高纯度精制鬼双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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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小说中登场的妖怪们相关的和书。

求帮助直接问询自己想要的书的所藏之处。这里

风口味而赢得关注，尤其受周边学生的好评，比如

制作而成，因甜度适中的清爽口味而受人欢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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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还会举办作家签名会，演讲会等活动，具体都

骏河台的音乐学校（现在的东京艺术大学）学生们

每年的 9 月中旬到第二年的 5 月末限时供应。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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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官网上查看。

经常光顾此店。菜单以轻食为主，比如煮牛肉汤为

手工制作数量有限，常常供不应求，有必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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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陷制作的牛肉派，猪扒三明治等十分人气。

可以在来店前电话预订。除此之外，铜锣烧，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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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水羊羹也是店内人气的传统日式点心，十分推

四次藏品目录。

在每年的 1 月和 10 月出版发行。

荐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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