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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木书店 古书部

「日本书房」开创于 1948 年（昭和 23 年）
，最初是

「西秋书店」创立于 1976 年（昭和 51 年），因专门

「keyaki 书店」创建于 1987 年（昭和 62 年），收

仏独文学を中心にヨーロッパの哲学·歴史·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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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向学校和图书馆提供国文学古书的专门店而

售卖日本语，日本文学研究类书籍而知名。万叶集

集了明治以来至今的芥川赏和直木赏作家们的初

に関する書籍、洋書の稀覯書を扱う専門店。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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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业，店内分门别类集齐了各种研究用书籍和辞

也好村上春树也好，店内收集了广泛丰富的文学评

版书，限定书，亲笔书，初版杂志等等，是专门收

両脇には神社の千社札のように、全集の値札が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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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包括《万叶集》
《源氏物语》等古典书，以松尾

论书，来客层也多集中于图书馆相关人员，院生，讲

藏近代文学书籍的书店，因藏品丰富深受文学爱好

れでもかと言わんばかりに、数限りなく貼られ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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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蕉为代表的俳句集，日本标准语的文法和字典，

师，研究者等。该店的特征之一是收藏了各种方言

者们的喜爱。特别是太宰治，坂口安吾等无赖派作

いる。扱う全集の数が多すぎて、実物はお店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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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语方言的词典和解说书等等。光松尾芭蕉相关

的日本语研究书，据说是为了方便阅读日本文学书

家们的初版书收藏纳十分丰富。店主十分重视来

に頼んで出してもら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ほ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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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研究解说书就有 300 多册，
《枕草子》等平安时代

籍时查阅出不懂用语时的需求。除此之外，最近店

自现在依然活跃的作家们的亲笔签名书。村上春

階には日本の近代文学や、西洋の古典を中心と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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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起的王朝文学下的有关书籍也达约 500 册。店

内还新收入了不少儿童文学的研究书，得到了客户

树，京极夏彦，宫部美幸，高村熏的签名书人气很

た翻訳もの、哲学書やその研究書、
2 階には洋書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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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还集齐了著名的日语词典《言海》从大型本到口

的坚固的信赖。

高，而金原瞳，绵矢莉莎的签名书更是人气相当旺

並ぶ。蒐集家には料理本 ( 原書 )、挿絵本、美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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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袋本的各种大小设计的版本。店家每年会集中制

盛。书店会在每年发行四次收藏目录，据店主称，

丁本が特に人気。店頭では日本一質が高い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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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出售两次书籍商品目录册，每次多达一万两千多

也有人要求书要寄送到家里，收藏目录要迫不及待

われる特価セールが行われ、いつも多くの人でに

四次藏品目录。

在每年的 1 月和 10 月出版发行。

标题。册书的列表，寄送到客人处供大家挑选查找

地看，要寄到公司。

ぎわっている。

心仪的书。近年来不只是日语古书，也开始收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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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相关杂志和研究用的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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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茶书房

「三茶书房」于 1948 年（昭和 23 年）开业于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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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UNDO SHOTEN

9

小宫山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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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堂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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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WA 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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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BUNDO SHOTEN

古書全般を扱い、各ジャンルの良書を入手しやす

「小宫山书店」开业于 1939 年（昭和 14 年），是一

「东阳堂书店」创业于 1924 年（大正 13 年），刚开

「miwa 书房」是一家打着 " 亲子可同来的古书店 "

図書館や博物館など公の機関をはじめとする専

的三轩茶屋，后于昭和 39 年转移至神田神保町。

い価格で販売している。武道書、漢詩や漢文、東

栋六层楼高的独立建筑，集合了时尚，亚文化，文

始是同其他旧书屋一样贩卖教科书或一般图书，后

为招牌口号的儿童书专门店，藏书品种丰富，从面

門家たちが、史料集めの際に頼る歴史の専門店。

初任店主是文学造诣非常深厚的人，据第二代店主

洋医学などの専門書や学術書から、文学全集や宗

学，哲学，心理学，历史，宗教等各色主题的古书

在第二任店主的改造下转型为以佛教书为中心的

向儿童的绘本读物，到面向大人的儿童文学评书、

時代小説などを書く小説家や研究書の著者など、

说，同业者喝酒时他则以阅览历史文献为己乐，喜

教に関する本、囲碁や将棋など趣味の本など品揃

的展示贩卖。特别是老式写真集，摄影家的摄影作

专卖店，现已成为日本全国数一数二的佛教书专卖

绝版古书，一应俱全。面向儿童的书物，从古典文

本を書く側の人が時代考証のための史料を求め

欢发掘有价值的未发表资料。听闻当年，明治新政

えは多種多様。入口付近には様々な言語の辞典·

品，现代艺术作品，三岛由纪夫相关的收藏十分充

店。佛教以外也出售宗教、易经、日本史、东洋史

学到现代文学充实俱全，占据了全店书架的一半以

て訪れることも多く、松本清張もその一人。老舗

府第一次举行帝国会议的国会议事堂在会议 2 个月

事典類などが並び、英語·独語·仏語はもちろん

实。藏品种类丰富，每层楼的设计也独具匠心，整

相关的学术书和二手书。店内书架的摆设按宗教

上。《世界名作选》
《日本儿童文库》等系列书籍、战

が並ぶ靖国通り沿いの中で、一見すると左右の古

后因火灾烧毁，初任店主从堆集如山的古书资料堆

ルーマニア語や、
『医学英語文例辞典』( 朝倉書店、

体十分值得一逛。每周末会定时举办特售会，每年

派别分类，新书和二手书均有收藏。店内还藏有类

前出版的珍贵名著等，都可以在这里低价淘到。这

本屋に挟まれてすこし窮屈そうな小さな店だが、

中发掘了两张梦幻般的设计图稿、西田幾多郎和和

昭和 58 年 ) や『新約聖書ギリシア語辞典』( キリ

会发售一到两次商品目录辑。这里还承接古书，

似平安末期的《神护寺经》，有千年以上历史的定价

里的书大多装订精美，深受美术设计相关者的喜

古書店を外見だけで判断してはならない。日本

辻哲郎的三封书简等珍贵资料。这一事件在当时

スト教新聞社、昭和 53 年 ) など専門的な辞典も揃

画，摄影作品的回收。节假日也正常营业。

超过一千万日元的珍贵卷轴。

爱。据店主说，" 虽然现如今浦岛太郎也被动画化

史·郷土史·東洋史を中心に宗教や美術、文学作

成为话题被报道。2 楼收集了许多明治至昭和的历

う。老舗だが、間口が広く入りやすい雰囲気で、

了，但也希望用和风插画的绘本来读日本古典文学

品までもが書棚には並んでおり、さらに倉庫では

史文献，如有兴趣，只能预约观赏。

地下鉄·神保町駅からも近く、古書店めぐりの起

和民间故事。"

店内の何十倍にもおよぶ書籍、価値の高い史料の

点ともなる。

数々が保管され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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