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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宾单位携2700余种图书、8场阅读推广活动亮相

新华文轩为江苏书展带去一抹蜀香
一直以来，江苏书展秉持“阅读的盛会，读者的

节日”定位，持续弘扬主流价值、服务读者需求，已成

为江苏地方特色文化乃至全国新闻出版发展成功的

重要名片。自第一届江苏书展起，新华文轩已连续

12年参展，辗转于江苏各个文化名城，体验不同的历

史与文化情怀，为江苏书展带去一抹川香。今年新

华文轩作为主宾单位，将再一次带着丰富多彩的川

蜀文化，与江苏文化碰撞出鲜亮的文化火花。

喜迎二十大 红白色调呼应主题

本届江苏书展新华文轩展区的基调以红、白两

色为主，呼应“奋进新征程，喜迎二十大”主题。展

区以半开放式呈现，主门头造型采用对称设计，三

个面分别展现了文轩 LOGO，将新华文轩的品牌形

象全方位传递给读者。

整个展区面积近 400 平方米，划分为三个主要

分区：精品图书展示区、图书展示展销区和舞台活

动区。精品图书展示区主要呈现了主题出版、畅销

常销、传统文化、获奖作品、“走出去”五个方面的图

书，展示台高低错落，使图书展示能达到更好的展

示效果，增加了空间的层次感；图书展示展销区主

要分为文教、少儿、文学艺术、社科 4 个类别，分别

设置书架和展台，方便读者浏览、购买；活动区设置

在展区主入口处，且位于主通道旁，精彩不断的活

动能够更好地吸引参观者进入新华文轩展区进行

了解。

2700余种文轩好书现场展销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是

“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振兴四川出版”迈入第二

阶段的起步之年。2021年，在“三链”发展战略的指

引下，新华文轩坚持“双效”互动原则，抓导向、抓精

品、推项目，不断夯实出版发展基础能力，加快渠道转

型，加深融合发展，加强人才建设，出版高质量发展取

得显著成效，收获了“大众出版市场排名稳居地方出

版集团前五、荣获多种国家级奖项、入选多类重点项

目、全年输出版权 562 项、6 家出版单位入选 2021 年

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100强”的优异成绩，让四

川出版的身影活跃在中国出版的排行榜上。

第十二届江苏书展，新华文轩精选 2700 余种图

书现场展销。展销图书涵盖主题出版、传统文化、

巴蜀特色、畅销少儿等类别。其中有 200 余种图书

近年荣获国家级奖项、规划、出版基金资助。有获

得中国出版政府奖的《〈格萨尔王传〉大全》（300

卷）、《不断裂的文明史》、《藏族金工艺术》等；有荣

获“中国好书”奖的《幸福歌声传四方》《基本演绎

法》《悬崖村》等；有入选国家“十四五”出版规划的

《羌族文学文献集成》、“中国科幻基石丛书”、《羊群

里的孩子》等；有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我用一

生爱中国》《清风永开》《站在世界之巅》等。还有畅

销逾百万册的“米小圈”“汪汪队”“富爸爸”等系列

图书，普惠读者朋友。

缤纷活动精彩纷呈 掀起文化热潮

本届江苏书展，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和新华

文轩旗下出版单位精心组织策划了8场文化阅读活

动，邀请众多作者嘉宾共享精彩活动。

如凤凰传媒与新华文轩举办的文学“走出去”

研讨会邀请阿来、徐则臣等众多两地作家及外籍作

家，以视频、作家发言、对谈研讨等形式，充分展现

江苏图书和文轩图书走向国际的成果。她的百年

人生，每一次选择都是中国——《我用一生爱中国：

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阅读分享会为读者讲述中

国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勋章——“友谊勋章”获得者

伊莎白·柯鲁克百年人生爱中国的感人事迹。

●主宾单位表现

作为江苏书展东道主，苏州

市委市政府及各级各单位对做好

本届书展筹备工作高度重视，紧

抓疫情防控，全力保障书展参与

人员以及观展人员的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同时全面做好书展各

项展示展销及宣传工作。

今年的书香苏州馆以“新时

代·新江南·新阅读”为主题，围绕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江南

文化”品牌塑造与深度阐发，全面

展示“书香苏州”优秀文化成果。

展馆包括“喜迎二十大·强国复兴

有我”主题宣传区、特色书店展

区、苏州雕版特展、苏州藏书家印

鉴展、江南艺术观书房、新阅读体

验展区、阅非遗读城市主题展区、

“你选书 我买单”活动区、论坛活

动功能区等多个主题区域。

本届书展参展单位包括苏州

博物馆、苏州图书馆、苏州市公共

文化中心、古吴轩出版社、苏州大

学出版社等共计 15 家，引入了弘

文书店、合方书坊、百花书局等 6

家苏州市优秀特色书店，将策划

举办“版画里的苏州——《苏州百

景》新书分享会”“跟着江南书单

去寻苏”“你知道和不知道的‘江

南艺术观’”等 26 场新书发布、专

业讲座、阅读沙龙等活动。

据了解，苏州在书展期间为

全市各大中小学的优等生、贫困生免费发放的书

展惠民助读卡 60 万元，由苏州新华书店进行制

作，通过苏州市教育局进行有序发放。现场投

入的苏州文化消费补贴 150 万元。第十七届苏

州阅读节举办期间发放的 4000 份共计 20 万元的

惠民书券在现场可以通用，5000 张共计 10 万元

的现场消费券在观众进场扫“预约码”时随机产

生，观展市民可兑换在主展场使用。此外，苏州

各县级市（区）针对书展各分展场设立文化消费

补贴 60 余万元，目前也均落实到位。据了解，本

届书展苏州惠民政策为近年来力度最大，更加可

知可见可享。 （文 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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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十二届江苏书展主宾单位，新华

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奋进新征

程，喜迎二十大”为主题，携旗下出版单位，

整体亮相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主展场。精选

了2700余种图书，组织8场阅读推广活动，

以展示振兴四川出版成果，全面体现新华文

轩为满足人民群众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生

活需求，打造精品图书，加快转型升级，不断

创新发展等方面的举措与成果。

7月2日~6日，第五届淮海书展

暨第十二届江苏书展徐州分展场同

步开启。本届淮海书展由徐州市政

府主办，第十二届江苏书展执委会

指导，徐州市委宣传部、徐州市新闻

出版局、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

限公司徐州分公司承办，徐州市全

民阅读促进会、徐州市出版物发行

协会协办，共设 16 个分展场，开展

180余项重点阅读活动，为读者奉献

一场阅读的盛会、文化的大餐。

第五届淮海书展以“阅读新时

代，喜迎二十大”为主题，以“阅读的

盛会，读者的节日”为总定位，注重

以主题图书、主题活动弘扬主流价

值，以精品图书、精彩活动服务读

者阅读需求，以政策驱动、扩大消

费服务出版发行业发展。书展期

间，淮海书展组委会将组织开展线

上线下优秀出版物展销、全民阅读

推广、专题论坛交流、重要信息发

布、数字阅读体验等 180 余项重点

阅读活动，致力于为人民群众提供

更多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江苏

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徐州

分公司（凤凰徐州书城）及各县

（市）区分公司、博库书城徐州有限

公司、海天书城等 16 个分会场，江

苏凤凰新华官网、江苏书展 APP 同

步设立网上分展场。

5 天书展期间，书展线下开放

时间与各实体书店营业时间一致，

每个分展场组织不少于 10 场线上

线下活动。江苏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云龙书院院

长徐放鸣分别在铜山区八斗书店和凤凰徐州书城

举办《畅谈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人格之美》《读书之道

与读书之乐》分享会。针对最近网络直播的三星堆

考古项目，凤凰徐州书城将于7月6日推出书展压

轴讲座《古蜀的辉煌：从三星堆到金沙》，由考古专

家黄剑华主讲三星堆遗址的惊世发现和扑朔迷离

的文化溯源。今年淮海书展的阅读分享活动以地

方文史专家、本土作家为主力军，徐州汉文化研究

学者朱存明、徐州作家群体等皆为读者精心准备了

文化讲座，奉献给徐州读者。 （文 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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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 焦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王双双

为了让书展惠及江苏更多居民，今年江苏书展首

次拓展镇、村两级分展场，如连云港市将30家小镇书房

和11家五星级农家书展纳入分展场，集中开展“喜迎二

十大 书香润港城”农家书屋主题阅读示范活动和图书

展销活动；宜兴市组织优秀阅读推广人用好全市27个

共享阅读空间，开展“你点单 我来读”领读活动，为市

民带来全新阅读体验。以江苏书展举办为契机，让江

苏全省联动，让优质文化惠民活动下沉到最基层。

聚焦“喜迎二十大”，精品图书重点陈列提升阅读

体验。7月2日~6日，南京市将以“喜迎二十大，书香润

文都”为主题，举办第二届南京世界文学之都主题书展

暨第十二届江苏书展南京分展场。扬州市将在7个分

展场举办“新里程 新征程 喜迎二十大”主题图书展、

“喜迎二十大 书香谱新章”主题图书系列展、“中小学生

名著经典”主题展等图书展示展销，举办“一城三都 书

香致远”主题书展。连云港共设立11个省级分展场和

30个市级分展场，展场总面积超1.5万平方米，设置“阅

读新时代，喜迎二十大”主题阅读区、“书香战疫”专题

展区。常州市9个分展场举办“阅读新时代，喜迎二十

大”主题图书展销，举办“阅读大运河”主题书展、常州

地方文化主题书展、线上推荐“喜迎二十大”系列图书、

“童心有梦 如书之光”亲子悦读图书大联展等。

突出地方特色，阅读活动更具互动性。书展期间，

南京市将举办系列阅读推广活动，活动内容和形式多

元，主要包括“强国复兴有我”阅读推广活动、“喜迎二

十大 筑梦向未来”全省中小学生诵读大赛、“凤凰少年

朗读者”代言人选拔赛（七月赛）、“童心向党 百年辉煌

——主题绘本绘画作品展”和“《碧血忠魂——江苏革

命先烈事迹连环画手稿展》”等。徐州市将举办180多

场阅读推广活动，比如《红色贾汪》故事分享、《大美徐

州》新书发布会、徐州籍作家最新作品分享会、《邳州运

河文化与民间故事》、“讴歌新睢宁，喜迎二十大”文学

作品展、两汉文化看徐州—灯谜节等。常州市将举办

79场阅读活动，举办20场重点活动。包含“强国复兴有

我”常州阅读推广活动、“三杰”精神红色基因宣讲活

动、老城厢常州故事、青果朗读专场、半山剧场露营故

事会（有声半山线上）、大运河阅读行走等。扬州市将

举办“筑梦向未来”中华经典诵写讲系列活动、“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青少年党史故

事分享会、“筑梦向未来”2022年度全市中华经典诵读

写讲活动等88场阅读活动。淮安市将重点举办18场

活动，包括淮安本土作家作品讲、《苦难辉煌》读后感交

流分享活动、“共享假期，悦读悦美”——七彩的夏日中

小学生阅读分享活动等。

走进社区、走进农家书屋，让阅读无处不在。书展

期间，淮安社会阅读组织走进“淮安分展场”举办阅读

分享系列活动，党史专家、优秀党员、模范人物走进淮

安分展场，开展“强国复兴有我”阅读推广活动。连云

港市组织各县区新华书店、大众书局在全市城市书房、

小镇书房、五星级农家书屋办展，开展“梦想书架”农村

少年儿童公益阅读活动、“盲茫书海 盒你相遇”公益阅

读盲盒关爱活动等。常州市的八字桥美丽乡村农民阅

读活动、幸福阅读社区沙龙活动、“老溧阳的故事”社区

文化沙龙等。

受疫情影响，为让无法到场的读者畅游“云端”书

展，江苏书展自2020起推出了移动书展，举办“我们云

上见”全媒体直播活动，全网总访问量达1.12亿人次，

让未能到场的读者即时感受江苏书展的浓浓书香。今

年针对疫情防控常态化新形势，本届书展进一步深耕

线上分展场，加强线上优秀读物推荐，首次举办“百家

优秀出版社社长总编云上荐书”活动，凤凰新华书店集

团通过在凤凰新华官网、江苏书展APP和淘宝、京东等

第三方流量平台发放购书现金券、优惠券等多种措施，

在往年发放3000万元线上优惠券的基础上，今年发放

500万元线上现金红包，购书最低可享受图书定价3.3

折优惠，持续做响“江苏书展”线上品牌。举办“我们云

上见”全媒体直播活动，增设VR看展专区，让读者沉浸

式观展；制作多种视频和短视频产品，在“学习强国”以

及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传播，让不能到场的读者

“云逛展、云阅读、云购书、云互动”，提高“云上江苏书

展”的办展水平。 （文枫）

● 分会场

聚焦地域文化，突出江苏特色。本届江苏

省书展特别注重展现江苏形象、讲好江苏故事，

以江苏省内新闻出版单位为主筹办了大量的苏

版优秀出版物推荐和江苏特色阅读推广活动，全

方位展现长江文化、大运河文化、太湖文化、淮扬

文化、吴越文化、楚汉文化等江苏特色文化。具

体包括“书写新时代、献礼二十大”苏版重点出版

物集中展示、“共读长江与运河·新华书房读书论

坛”、第三届江苏青年出版编辑人才论坛、与世界

一起阅读中国文学：凤凰集团与新华文轩文学

“走出去”项目研讨会等。

此外，为扩大市民文化消费需求，深化文化惠

民政策，强化政府引导与商家促销双轮驱动模式，

主分会场发放了总额、金额不等的惠民券。如苏州

市发放60万元惠民助读券和150万元文化消费补

贴，连云港市发放30万元购书抵用券；南京市通过

“书香南京消费平台”向南京市民发放50万元图书

消费券，并进一步扩大图书券的发放范围，方便更

多的市民走进家门口的书店；扬州市通过“扬州发

布APP”向市民发放20万元电子惠民购书券；无锡

市委宣传部拟安排专项经费18万元，鼓励读者现

场购书，补贴分展场优质阅读推广活动。

“江苏书展将为读者打开更多的窗，全方位

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把江

苏书展打造成一个读书人的节日、一场文化的盛

宴，推动全民阅读，助力新时代书香江苏建设再

攀高峰。”江苏书展相关负责人总结道。

（上接第17版）

152个线下分会展首拓镇村、2个线上分展场持续深耕

线上线下结合办展惠及更多江苏民众线上线下结合办展惠及更多江苏民众

金坛分展场 扬州分展场 常州分展场

徐州分展场 江阴分展场 邳州分展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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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女孩》：揭秘关于“红头巾”的传奇故事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日前，最新原创长篇儿童小说《星岛女孩》由江苏凤凰少年儿

童出版社出版。该书通过两个女孩的童眸，观照20世纪30年代在南洋打拼的中国人的

百态人生，揭秘一段尘封在历史中的关于“红头巾”的传奇故事。

1930年代的异国他乡，孤女米粒在一群被称为“红头巾”的建筑女工的悉心呵护下

慢慢长大，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勤劳善良、坚韧不拔的“红头巾”。机缘巧合，米粒认识了

生病困居房中的混血女孩艾丽娅。两个性格迥异的同龄女孩因共同的阅读爱好友谊日

增。中秋之夜，米粒鼓足勇气陪艾丽娅偷偷跑了出来。在欢乐热闹的舞龙、放灯等节庆

活动中，两人对世界、对自我、对未来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思考。然而，“中秋之行”引发了

轩然大波。随着战火的不断逼近，米粒和艾丽娅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

《星岛女孩》以小切口，聚焦小人物的闪光点，映射大时代的波澜，讲述一个跌宕起

伏又内涵丰盈的故事，兼具可读性与思想性，引领原创儿童文学新风尚。 （文 综）

《星岛女孩》燃木著/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22年6月版/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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