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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与海洋书店——
—
深情缅怀的 24 小时港湾
蚂蚁不是那只蚂蚁，海洋也不是那片
海洋。
2015年， 微博上一条低价卖书凑房
租的消息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房东来
要房租了，手头没钱，所有书全部半价，看
看能凑多少，求转发......”这样一条短短
的消息让当初隐藏在公寓楼里的小书店
为广大市民所熟知。
在电商取代实体书店的大背景下，书
店的经营越来越困难，而经过店主李岛岛
一段时间的努力和探索，经历过生存危机
的蚂蚁与海洋书店从和平区搬到了河东
区， 改造升级为天津第一家 24 小时书
店，并正式开始营业。
这家小小的书店位于一间阳光充足、
绿木成荫的小小别墅中，比之前更多了几
分惬意、几分温馨。 一楼的小院子里草木
茂盛，书香温存，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
味。 书店里除了有供人读书的桌椅，也在
很多角落里、楼梯上摆放着垫子，方便更
多的爱书人发现喜欢的书之后，可以坐在
角落静静地阅读。
蚂蚁与海洋书店不大， 但比起曾经
30 多平方米的小店， 如今 160 平方米的
新店确实为爱书人提供了更多阅读的可
能。书店一层满满当当而又错落有致地摆

放着不同种类的书籍，最耐人寻味的便是
由店主选择的畅销书，让这家书店充满了
个性。
书店里很多书籍都没有塑封，可以随
意取阅，随处可见的桌椅和坐垫让你能随
时停下脚步静静翻阅。在这个快节奏的时
代里，在这样一个被手机、电脑所占据的
时代里，这样一份平静十分难得。
书店二楼有传说中的“24 小时住宿
区”， 房间里有朴素的木床和白床单，还
有小小的阳台供人聊天，现在住宿还仅面
向外地会员，为远道而来的他们提供一个
简单而舒适的住处。
除此之外，二楼还有一间小小的放映
室，让顾客有机会静静地欣赏老电影。 24
小时的书店少不了各种各样的咖啡和美
食，这里每天都会供应各种饮品，晚上 8
点后会提供晚餐，不过菜单都随老板心意
而定。 店主李岛岛说：“我们的宗旨就
是——
—有啥吃啥。 ”
其实，蚂蚁是一个人，海洋也是一个
人。 只是，蚂蚁还在，而海洋，却不在了。
这家店是为了纪念海洋而存在，原本
是一个人的缅怀， 最后却在一张书桌、一
杯咖啡、一本小说、一缕阳光下成就了许
多人的浮生半日。

天堂时光旅行书店——
—
永不止步的梦想指引
诗人海子说：以梦为马，随风散落天涯。
店主刘宣驿原本是一个旅游策划者，
在一次进藏游玩时结识了好友老潘，潘志
远。 老潘是天堂时光旅行书店的创始人，
也是西藏孩子的汉语老师。原本是央视工
作人员的他，在西藏拍摄宣传片时来到了
纳木错， 看到当地的孩子缺少汉语老师，
便决定在拍摄结束后来到纳木错，来到海
拔 5000 米的西藏。 他通过微博与外界联
系，积极为学校寻求外界的捐助，天堂时
光旅行书店便是在这之后创办的。
世界上每每相遇的两个人，一定有着
相互吸引的磁场。老潘的故事打动了刘宣
驿，她决定也在天津开一家天堂时光旅行
书店。 浮躁的心需要栖息的土地，而书籍
则是最好的慰藉。

最终， 她选择把书店开在五大道，仅
仅 20 平方米的店面里，从内到外充满了
藏式风味。 店里有各种类型的书、各种藏
族饰品以及各种明信片，这些书和明信片
都承载了数不过来的感人故事。 除此之
外，茶和咖啡等饮品的销售也使人在阅读
时有了思考与放松。
在这仅有的 20 平方米中，他们延续
了爱心， 也让远道而来的朋友有了自己
的归属感。 现在，刘宣驿每年都会进藏，
书店也会帮助多个西藏贫困山区的小孩
子上学。
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最美的人永
远有一颗善良简单的心， 捧一杯咖啡，抑
或品一口香茗，翻开一页时光，让心飞扬，
让思绪在路上永不止步。

言几又·今日阅读——
—
人文连接的精神力量
在书店的名字中，言，代表语言、沟通
方式；几，代表差异、别致；又，代表多元、
迭代递进。
大悦城的五号车库，本就是一个充满
创意的地方， 作为五号车库的主力军，
“言几又·今日阅读” 让人第一眼看上去
就觉得非常独特。
书店有通透的整体感，上下两层空间
浑然一体，视野开阔，书架密集。书店设计
秉承了坚持本源的匠人精神，前台和书架
基本是原木建材，体现出绿色环保、回归
自然的设计。 书店通道设计成出入车道，
与五号车库想传递的“车库文化”交相呼
应。 满墙的书籍更是让人觉得爱不释手，

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阅读欲望。
言几又·今日阅读以书店文化为核
心，但不止是书店，还有蕴含着咖啡文化、
文创生活。Thinking（思考）、Reading（阅
读）、Creating（创造）是 5 号车库的灵魂
表达，同时也是书店的核心理念。 店内书
籍、文创产品与空间所传达的人与文化的
连接、人与生活的连接、人与人的连接，时
刻给读者传达着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
神力量。
顾客的好评是对书店最好的嘉奖，受
访者小吴说：“在这里看书是一件很赞的
事，书店很贴心地把很多书都做成了样书，
还设立了专门方便读者看书的区域。 ”

天泽书店——
—
17年不变的成熟执著
创立于 1999 年的天泽书店至今已
有 17 年历史，它始终坚持做津城的人文
书店。 这里有图书馆般的气质，又兼具传
统书店的味道。 图书以人文为主打，又兼
顾了阅读的趣味。
一楼是各式各样的文学著作，琳琅满
目，也有很多适合小朋友看的书。 如果有
疑问可以随时找服务员，他们会耐心地帮
助你。 二楼是专为会员设立的看书区域，
有各式手工咖啡甜品可以提供给爱书人
士，边品尝美味边惬意看书，度过悠闲的
时光。 三楼是会员活动区，主要用于定期

举办主题观影活动和沙龙读书会。
“小时候， 母亲就带我来过这家书
店， 在爱书的母亲耳濡目染的影响下，我
也爱上了读书，爱上了这家有十几年历史
的老书店。现在的天泽书店和我儿时记忆
中的印象完全不同，不过改变的仅仅是规
模与装潢，不变的则是它十几年来的书香
和独特的韵味。 ”
经过 17 年的经营，天泽已经在岁月
的雕琢下变得更加成熟、更加精致，天泽
书店用书籍和态度， 温暖每个爱书之人，
温暖整个城市。

牛子牛书馆——
—
闹中取静的世外桃源
听名字就是一家很酷的书店。书店分
为书籍和咖啡两个区域，还有诸多精美的
纪念商品展台。在人声鼎沸的银河购物中
心内， 这家书店并没有显得格格不入，反
而以特殊的气质在热闹商场的静谧一角
与其他商铺和谐共处，给人一种世外桃源
的感觉。
书店中的图书种类齐全，各个年龄的

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整个人也被
春光撩得躁动起来。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
春游， 如果有一款称心的座驾陪伴出
游， 一定 会 让 旅 途 更 添 欢 乐 。 盘 点 13
万元至 18 万元价格区间的车型， 推荐
卡罗拉双擎，有它，整个旅途更加省心
省力。
忙里偷闲出游踏春， 美美的心情不

读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书。书店正在用
温馨、文艺又有些小资的风格吸引越来越
多的读者。
现在读书已经成为了现代人一种净
化心灵的方式，传统书店当下很难满足现
代人全新的需求。 正是这样的创意书屋，
让读者在全新的读书世界中翻阅着自己
爱的那本书。

春意迷人，卡罗拉双擎更“撩人”
能被细枝末节的事情打扰， 加油站排队
加油？ 找地方给电池充电？ 这些统统不
要！ 卡罗拉双擎不用外接充电，百公里油
耗更是仅为 4.2L， 加满一次油基本等于
一个月告别了加油站， 为用户省去了繁

琐的加油和充电时间， 有更多时间去享
受春天的气息。
作为一款出色的混合动力车型，卡罗
拉双擎不止令用户省心， 更能做到放心。
混合动力蓄电池可提供 8 年或 20 万公里

无忧保障， 也无需外部充电和定期更换。
卡 罗 拉 双 擎 拥 有 EV 电 动 、ECO 节 能 、
POWER 动力三种驱动模式， 可提供多样
驾驶选择， 让每次出行都能畅享安静、节
油动感等丰富的驾驭体验。
明媚的春光里，打开天窗，呼吸着新
鲜的空气，跟“她”一起沐浴在春光里，更
是别有一番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