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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二手交易市场，被称
为“电商新蓝海”，但毕竟图书
行业并不是一个高利润的生
意，加之二手书又很容易出现
滞销库存积压，那么，多抓鱼作
为一家“很不商业”的公司，是
如何赚钱的呢？

首先，二手书籍收购价方
面，多抓鱼会根据算法，决定
书的收取标准及动态定价，
在保证约 60%毛利的前提下，
根据市场供求关系两端动态
调价。

有媒体报道，多抓鱼上线
18 个月，即回收二手书 130 万
本，卖出100万本，平均每本书
的利润在 1-2 折，收获了近百
万粉丝的用户量，成为目前知
名度最大的二手书交易平台
之一，在 2018 年，多抓鱼获得
了腾讯融资，融资估值为 1 亿
美元。

其次，在 2018 年，多抓鱼
就开始在线下开辟新场景，经
常会举办一些小而美的线下活
动，比如巡回书中生物展、将收
到的旧书中夹着的一些旧物
（包括旧照片、旧树叶、火车票
等）进行展览，还举办了地下图
书馆活动，为二手书赋予情感
价值，引起了一批文艺爱好者
的强烈共鸣，吸粉无数。

线下展览的成功，激励了
多抓鱼开辟线下门店，继2019
年在北京开了首家多抓鱼书
店后，2020 年，又在上海开了
一家“循环商店”。此外，多抓
鱼还在去年上线了二手服饰
板块，不过目前仅在几座城市
开放。

未来，多抓鱼紧盯“循环经
济”，它的业务将不仅仅是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最近，多抓鱼办了一个名为“多
抓鱼回收站”的线下二手集市，竟然

“一票难求”。
这个二手集市设在北京机电院

七十五号楼。这是一栋老楼，内部装
潢像工厂车间，根据网友拍摄的探店
Vlog，可以看到集市上来自上个世纪
80、90年代的物件：收废品的三轮车、
黑白电视、缝纫机、台式电脑，还有包
书皮、沙包、CD……浓浓的怀旧复古
之风，勾起了满满的童年回忆。

要进这个二手市场，还需要买门
票——10元一张。“捡破烂还要买门
票？”面对网友的这个提问，多抓鱼的
回复显得很无奈：“没办法，日子不好
过啊。”

这个二手集市出乎意料的受欢
迎，第一天放出的几千张门票一售而
空，国庆假期期间更是人满为患，每
天的高峰时期，排队的人群跨越了两
条街道……

二手集市演变成了一场复古新
潮的展览，也成了年轻人竞相打卡拍
照的去处。

“在地铁捡恋人，在超市捡糖分，
在绿化带捡花，在楼宇中捡夕阳，我
在都市里浪漫拾荒。”

在这首浪漫的“拾荒诗”下，无数
打扮时髦的年轻人，穿梭在两万余册
二手书籍、三千多件二手服装构成的
集市中，漫无目的挑选着，无论是旧
书、唱片、摆件以及各种稀奇古怪的
小玩意儿，他们都会伸手翻看一下，
觉得有趣的就会收入囊中。网友说，
像极了小时候逛夜市的感觉。

这个二手集市从9月19日开始，
截止到10月10日，每日的夜市还会有
20名摆摊爱好者，到“再就业市集”摆
摊。通过文艺的包装，多抓鱼把“赶
集”“回收站”“拾荒”“再就业”等城市
年轻人熟悉又陌生的词汇，重组在一
起，形成了一股充满时代感的复古新
浪潮。

对于多爪鱼，大家应该不陌生了。
2017年，多抓鱼成立后不久，小悠

就尝试在上面买书。第一次拿到二手
书的她惊喜万分：“多抓鱼会把书重新
塑封一次，让你感觉像拿到一本新书
一样。”

其实，二手书交易网站不止多抓
鱼一家，比如更早诞生的孔夫子二手
书网站。但孔夫子二手书网站如同在
闲鱼卖东西，卖家上传二手书后，需要
等待买家来购入，虽然不会有“中间商
赚差价”，但很可能永远等不来买家。
而多抓鱼则不同，它是 C2B2C（消费
者对商家对消费者）的模式。

随后，小悠又尝试在多抓鱼卖
书，到现在为止，她已经卖了几百元
的书了。想要卖书，用手机扫描书背
面的ISBN码即可，方便快捷。有市场
价值的书，多抓鱼大多会以原价的
1-3 折不等收购，再以收入价的两到
三倍甚至更高的价格进行二次销售。
对于一些稀缺旧书，回收价格则可能
比新书还贵——小悠扫了扫家中一
本马伯庸的《长安十二时辰·上》（定
价 39.8 元），系统显示能以 5.2 元卖
出，而如果在多抓鱼上买这本书，价
格则为14元。

当然，有很多书会在扫码的时候，
提示不收。多抓鱼每年会推出一个榜
单：滞销作家榜和畅销作家榜，在二手
市场上流通率较高的书，才是比较保
值的。

“好多不想要的书它也不收，它想
收的很多又是我想收藏的好书。”多抓
鱼成了小悠的“渣书鉴定机”，整理书
柜的时候，她总是用手机对着书扫一
扫，看看这本书有没有市场。目前，小
悠书柜中最值钱的是一本偏小众的
书：刘家琨的《明月构想》，可以以原价
的3.1折被收入。

二手集市
“变身”复古新潮展

多抓鱼成了
“渣书鉴定机”

“循环经济”成为“电商新蓝海”

意象不仅是中国古代诗歌意境理论
的范畴，也不仅是西方庞德为首的意象派
的范畴，在中国现代诗歌写作中也至关重
要。诗人黄梵的“黄氏理论”重新发现并总
结意象，他说：“与人把身外之物审美化一
样，人人也有把身内之物的情感、情绪、感
觉等，审美化的需要”，“诗是一切写作的
起点和终点”，“诗的核心是意象”。那么，
诗就是“意象的帝国”，同时“意象”俨然就
是现代诗的“国王”。这样来重新确认意象
与诗的关系，在黄梵的诗歌写作课中，既
是观念、思想，又是方法论。从观念来说，
意象的背后是人性，“意象的错搭”指向人
性的悖论，意象论是有背景有深度的诗歌
本体论；从创作方法论来说，黄梵认为写
诗是可以教的，用意象错搭写出句子、写
出诗意单元、进而写出整首诗的过程，是
一个可以迅速掌握，反复练习，并能不断
提高的有效方法。

这本《意象的帝国》在中国的诗歌创
意写作教学史上，会产生重大影响。这源
于建构在“意象的错搭”诗歌本体论基础
上的教学实践方法，对于教会人们写诗特
别有效。 （据文学报）

《意象的帝国
——诗的写作课》

黄梵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十一中队》
樊希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樊希安的长篇小说《十一中队》，用生动
的笔触、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了一批特殊岗
位上的英雄，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

小说中所描写的“十一中队”，是 20 世
纪70年代根据国防建设需要而组建的基建
工程部队兵部队。这支部队肩负特殊使命，
在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承担繁难险重
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奉献和牺牲，是这批
基建工程兵战士共同的主色调。作者还写出
了每一位英雄共性中的个性，描绘出属于那
个时代色彩斑斓的风景。因为那批来自五湖
四海，有着不同经历、学历和性格禀赋的战
士走到一起，在工作和成长的道路上，必然
会产生一些碰撞。作者在描写部队军事训练
和矿山开掘的同时，着重写出这批官兵在工
作和生活中的不同追求，呈现了他们丰富的
精神世界，刻画了一批伟大而平凡的英雄形
象。对于笔下的这些人物，樊希安充满了真
挚的感情。他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
合的手法，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全方位、多角
度地进行书写和塑造，以文字为英雄塑像，
从而使得人物个性突出、形象丰富饱满，作
品始终充盈着英雄的气概和精神的气息，不
断给人心灵的震撼。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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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队的年轻人（图据“仙女儿吧”视频截图）

《小说六讲》
王安忆

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当代作家中，王安忆凭借着可贵的
清醒与自觉，在创作之余不断建构并完善
自己的小说理论体系，自上世纪 80 年代
发表《我看长篇小说》以来，王安忆在小说
的本质、小说的创作理念以及创作方法等
方面均有着较为深入的思考，实现了小说
创作与理论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2015
年，王安忆应邀于香港城市大学做了六堂
公开课，讲稿被整理为《小说六讲》出版，
在书中，她结合创作经历，谈了她所理解
的现实与想象，并探讨了如何诗意地表达
真实的生活经验，为我们认识小说的美学
意义提供了新的维度。

王安忆的《小说六讲》作为其小说理
论建构的进一步延伸，将小说的“真实”
与“虚构”放到美学意义上进行阐释，是
作家对小说创作实践的一次思考与总
结，也为我们理解小说的美学价值提供
了一个重要的标准和方向。正如王安忆
在书中提到的，好小说的标准：“肯定是
不无聊，它也不低级，它还不乏味”，而在
真实中寻找并表达诗意，便是小说由现实
生活经验走向美学世界的永恒追求。

（据文学报）

二手集市现场（图据多抓鱼公众号）

小悠整理好自己要卖的几
十本二手书后，很快就有快递
人员上门取件，将它们送往多
抓鱼工厂。

多抓鱼在天津和昆山建
了两座图书仓库，面积达一万
平方米，里面还有自动化的图
书消毒翻新系统。在这里，每天
都会处理两万本不再被阅读的
书籍。

清晨，一辆大货车运送着
满满一车打包好的二手书来到
多抓鱼工厂。身着工作服的工
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对这些回
收书籍进行拆箱、分拣。首先，
他们要对比数据库鉴定正盗
版、检查书籍的品相等；然后，
根据污渍、磨损、泛黄、褪色、有
划线标注等情况，将书籍归为
中品、良品或者拒绝收货；接下
来，再进入人工打磨、翻新，清
洁表面，重新装订的程序。最
终，回收来的二手书被放入臭
氧消毒仓，使用可降解材料塑

封包装，再次上架后，等待书籍
被新的读者购买。

作为国内最早尝试二手图
书处理的平台，多抓鱼可以完
成回收图书的拆箱、贴码、正盗
版鉴定、品相审核、分拣、打磨、
清洁、修复、消毒、塑封、入库等
一系列流程。

关于书籍的选品，多抓鱼
创始人猫助曾说，60%的书籍
是不需要读的破烂，怎么挑出
剩下的那 40%，是多抓鱼商业
模式的最高命题。现如今，关于
如何选书，多抓鱼已经有了一
套自己的算法，通过算法和人
工筛选的书籍才会上架，进入
循环商店。

在经营过程中，猫助发现
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多抓鱼的
销售是反过来的，在多抓鱼，先
有需求，才有供给。“我们是根
据需求来计算供给量和价格
的，所以保证了每一本书都可
以高效地卖出。”

作为一家二手书交易平
台，多抓鱼自2017年成立
以来，就被誉为文艺青年们
的“自留地”，乘着“共享”消
费模式的“东风”，4年过去
了，它从线上来到线下，开起
了实体书店，办起了二手展
览，吸引了无数读者前去打
卡，逐步影响着时髦青年的
生活方式。

书 评 选 摘

“旧书摊”前的年轻人体会到了“拾荒”的快乐

二手集市门票（图据多抓鱼公众号）

一本回收图书的“奇幻冒险”

（以上图据多抓鱼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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