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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数字文化馆上线运营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日前，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全新升级后的网络平台——北京数字文化

馆正式上线运营。

北京数字文化馆作为全国数字文化馆建设试点单位、全民艺术普及的重要平台，由PC端、H5

端、APP、微信公众号四大端口组成，设置了文化动态、线上课程、网上展厅、特色资源、场馆导航、现场

直播、电子读物、志愿之家、文化配送九大功能模块，向上对接国家公共文化云，向下延伸服务触角至

全市各区文化馆数字平台。真正做到对接基层、对接百姓，为北京市民提供全开放、不打烊、高品质

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北京数字文化馆为首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增加了一条“高速公路”，是有效整合文化资源、深化

全民艺术普及、延伸公共文化服务品牌影响力的生动实践。用户可通过北京数字文化馆网站、APP、

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方式，搜索最新的文化资讯、观看演出直播、预订参与文化活动、观看文艺演出、听

讲座、参加培训。

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主任马文表示，北京数字文化馆的建成使用是文化馆数字化、网络化、信

息化建设的坚实一步，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重要举措，也是北京市推行“文化+科技”双轮驱动

战略的创新举措和共建共享文化惠民成果的成功探索。 （邸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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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类图书持续畅销。寒假、春节

与开学三因素叠加，不少书店的文教类

图书销售十分可观。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新会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总经理邓小庚表

示，该公司文教类图书销售占总销售的

43.7%，“小学语文类教辅卖得最好，如在

老师、学生群体中具有良好口碑的黄冈

小状元品牌。此外，门店开展了系列营

销活动，如在卖场利用KT板和海报进行

宣传，在微信上做线上宣传、发布优惠信

息等，促进了图书销售”。

值得关注的是，南方部分城市在春

节期间雨雪较多，影响了不少书店的销

售业绩。而海南华润凤凰九里书屋等一

些旅游景区的书店，受益于春节期间新

增的客流利好。

家庭客流成新增长点

随着越来越多的书店向城市文化生

活空间转型，重新得到了年轻读者的关

注。特别是春节期间丰富多彩的传统文

化活动，吸引了不少 80 后、90 后父母与

孩子在书店度过一段亲子书香时光。

学生群体仍是书店的主要客群。桂

林市新华书店桂林书城副经理覃晓华告

诉记者，春节期间，学生群体仍是主力

军，文化体育类产品和外语、教辅、文学

类图书的销售增长较多。山东京广传媒

营销事业部张海峰也表示，学生群体仍

是京广传媒旗下书店的主要客群，购买

的图书以功能性、延展阅读为主。

家庭读者成书店新的客流增长点。

书店的主要客群正在向家庭方向转变。

在记者采访的一线门店中，西南书城、文

轩BOOKS、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新华文

化图书城、广东新华发行集团新会新华

书店、太原市新华书店、海口解放路书

城、湖南弘道书店、广州方所等 25 家门

店相关负责人明确表示，家庭读者是当

下书店的主要群体之一。

河南省新乡市新华书店业务经理兼

购书中心经理郭辉坦言，以往书店的主

要购买群体是学生，但近两年家庭读者

逐渐增多，今年尤为明显。“家庭阅读习

惯和氛围日渐养成，逛书店成了过节的

方式之一，一家人到书店挑选各自喜欢

的图书，堪称书店的一道风景。”甘肃新

华书店飞天股份西北书城有限公司经理

宋艳丽认为，中青年读者是最具购买力

的人群，不仅注重自身学习，对家庭成员

特别是下一代的读书习惯影响较大，使

得家庭读者群比重不断增加。

高颜值书店吸引青年“打卡”。一大

批高颜值的新华书店逐渐成为了青年们

的新聚集地，西南书城、吉林省新华书店

集团新华文化图书城、文轩 BOOKS 等

书店客流以青年女性读者为主的现象尤

为明显。

对于书店转型的必要性，贵州书城

副经理龚科平颇有感触，“新华书店给大

多数读者的印象就是销售教辅及工具书，

比较传统和刻板，相当一部分年轻读者更

喜欢那些风格比较时尚的民营书店”。

营销打传统文化温情牌。春节期

间，书店营销普遍更具“年味儿”。剪窗

花、赠春联、猜灯谜等以“合家欢”为主

题或与传统文化有关的活动纷纷举办，

如西南书城的“文轩姐姐和你一起过新

年”活动，文轩 BOOKS 的“年·在路上”

主题营销活动，广东新会新华书店的

“贺新春，猜灯谜”活动等，人气颇旺。

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不仅推出了“福满

京城春贺神州”——2019“海之春”新春

文化季活动，还组织了“民俗类图书展”

“手把手教你做年夜饭”“文艺精品闹新

春”等活动。“白局”是南京地区的方言

说唱曲艺，江苏凤凰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邀请多位“白局”传承人举

办了“最美乡音情，新春唱金陵”活动，

让年味儿更浓。

不少书店还着力策划与社会热点

相关的主题文化活动。借支付宝“集五

福”热度，山东京广传媒开展了“集六

艺”活动，5000 张免费读书卡供读者兑

换。宁波新华书店集团、上海新华书店

港汇店、浙江金华市新华书店等则通过

在微信、支付宝等平台派发红包，实现

了线上线下互动营销。金华市新华书

店春节期间还在门店开展购书送福袋

活动。长沙市新华书店乐之店·开福店

推出了“新春盲选”主题系列礼包专台，

以“精选好书+红色外包装+手写推荐

语”的形式，受到了读者的喜爱。重庆

书城开展《元宵节》《过年啦》《我的花棉

袄》《闹元宵》等传统文化故事会，同时

举办了“亲子糍粑会”“元宵猜字谜”等

亲子手工活动。

此外，海南凤凰新华书店结合海南

建设自由贸易区/港实际，新增海南自

由贸易区/港建设的基础知识、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知识竞赛。吉林省新华书

店集团新华文化图书城与新华壹品茶

城及福建品牌服饰厂家共同打造了新

春特卖会。广州购书中心依托小程序

“广州购书中心+”，开展了新春快抢图

书活动，每日更新3种书目，有效增强了

小程序的知名度及书店与读者间在微

信社群的互动性。

自主文化品牌助推非书品经营

近年来，非书产品逐渐成为书店提

升经营利润，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重要举

措，甚至有“未来 2~3 年，书店的非书品

经营将超越图书成为书店主要利润来

源”的判断。

体验活动升级，引入研学受关注。

新华书店安徽图书城店策划部王艳冉介

绍，春节期间营销活动读者的参与度很

高，主要在手工DIY方面，如幸运手绳编

织、香囊制作等。昆明书城举办了小店

员体验活动，让小读者体验书城工作、学

习图书造型，以及参加折纸、科学小实

验、多肉植物栽培等特色课堂。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新华书店企划部

刘佳表示，黑龙江新华研学冬令营活动，

让学生的假期过得充实而有意义，也扩

大了新华书店的品牌影响力，提升门店

的销售业绩。昆明书城先后在成都、大

理、西双版纳开展了研学活动。湖南岳

阳市新华书店开展了二十四节气研学体

验活动。

借力品牌推动非书品经营。在门店

的非书品经营上，通过举办打折优惠等

营销活动，洛阳购书中心、文轩BOOKS、

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新华文化图书城、

广东新会新华书店、齐齐哈尔市新华书

店、石家庄市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图

书大厦、重庆书城、山东菏泽书城、湖南

弘道书店、山东京广传媒、山东泰安文友

书店、深圳友谊书城国贸覔书店等的非

书品经营业绩均有所上升。

在文轩 BOOKS 的非书品经营中，

网 易 严 选 的 产 品 销 售 最 好 。 文 轩

BOOKS企划部经理岳圆圆表示，首先，

双方达成了长期合作关系，开展重点推

广；其次，网易严选产品颜值高、品类广，

具有较高的性价比；第三，网易严选产品

中零食销售占比 40%，单价低、易走量。

在重庆沙坪坝书城的非书品销售中，小

米品牌的产品销售较好。沙坪坝书城经

理李建勋表示，小米产品因其时尚的外

观和功能，对广大学生和中年读者颇具

吸引力。

春节前，南京新华书店新街口旗舰

店引进了中国工艺的“时光印记”文创产

品。江苏凤凰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南京分

公司市场运营部宣传策划主管谢婕表

示，该产品让读者感受到了活字印刷这

一“非遗”文化的魅力。

不少书店还着力自有文化品牌的打

造。如广东新会新华书店自主研发的小

青柑系列——伴读茶，春节期间销售同

比增长87.5%。邓小庚表示，伴读茶品质

得到了高度认可，成为了港澳同胞、海外

侨胞探亲回程时必带的家乡特产之一。

上海新华书店港汇店“聿曰咖啡吧”春节

期间几乎每天中午以后都爆满。作为西

西弗书店旗下的重点文创产品，“不二生

活”在春节期间的销售持续增长。西西

弗书店营运管理中心营运管理部总监何

岗告诉记者，西西弗还推出了包含图书

及文创产品的国风诗画礼盒。湖南弘道

书店2018年推出的自主选品、自主开发

的文创品牌“喜新生活”，在春节期间也

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山东滕州书城更是

开办了“滕州市首届文化创意产品展销

会”，实现多元销售21万余元。

采访书店名单（拼音排序）

新华书店：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长

春市新华书店重庆路店、长沙市新华书

店乐之店·开福店、长沙市新华书店袁家

岭中心门店、成都西南书城、重庆沙坪坝

书城、重庆书城、大连市新华书店、甘肃

西北书城、广东新会新华书店、广西桂林

市新华书店、广州购书中心、贵州书城、

海南凤凰新华出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海

口解放路书城、海南华润凤凰九里书屋、

河北邯郸市图书大厦、河北石家庄市新

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图书大厦、河南洛

阳购书中心、河南新乡市新华书店购书

中心、河南中原图书大厦、黑龙江齐齐哈

尔市新华书店、黑龙江省新华书城、湖南

岳阳市新华书店、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

吉林市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省新华书店

集团新华文化图书城、江苏南京市新华

书店、昆明书城、内蒙古新华书店书城、

宁波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宁夏银川

市鼓楼书店、山东日照书城、山东书城、

山东滕州书城、山东新华菏泽分公司、山

西新华书店集团太原有限公司太原市新

华书店、上海新华书店港汇店、四川文轩

BOOKS、武汉市新华书店、新华书店安

徽图书城店、新华文轩宜宾购书中心、浙

江金华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民营书店：大众书局上海美罗店、

方所广州店、湖南弘道书店、昆明新知图

书曲靖书城、山东京广传媒、山东泰安

文友书店、上海钟书阁、深圳友谊书城

东莞国贸覔书店、武汉物外书店、西西

弗书店。

（上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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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候选人推荐选

拔工作于日前启动。国家新闻出版

署发出通知要求，在中华文化对外

推广与传播领域有突出贡献的外籍

及外裔中国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均可作为人选推荐。

此次推荐选拔的候选人包括特

贡奖人选和青年成就奖人选。前者

年龄在40周岁（不含）以上，翻译出

版的图书质量高、销量多、受众广、

海外影响力大，帮助海外读者“读”

懂中国；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里，具

有深厚的专业造诣和业务素养，并

具有较高的声望。后者年龄在40周

岁（含）以下，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

里，专业能力较强，具有创新精神，

并得到业界公认和好评。两者均需

在创作出版、对外译介中国图书方

面，聚焦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客观

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在推

动中国出版物及相关文化产品版权

输出、实物出口、海外发行、本土化运营等方

面作出贡献。

通知明确，各出版单位要高度重视候选

人推荐选拔工作，严格推荐标准，规范推荐

程序，认真做好组织推荐和审核把关工作，

确保人选质量；紧密结合各单位工作实际，

将与本部门长期交往与合作的，对中华文化

具有认同感、对中国出版物及相关文化产品

走出去发挥重要作用和作出贡献的作家、翻

译家、出版家推选出来。 （董）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教

育部、人民日报社、全国少工委联合

印发通知，部署在全国中小学校开

展“学习新思想，做好接班人”主题

阅读活动。让广大中小学生牢固树

立永远跟党走的理想信念，激发努

力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

接班人的使命担当。

主题阅读活动包括“走进新时

代”和“从小学用典”两个主题，讲解

新时代的新形势、新特点和新内涵，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用过的典故。通

过阅读学习，使中小学生深入了解

新时代，学习新思想，做好接班人。

主题阅读活动时间为2019年1月至

12月。

《通知》要求，各地要充分认识

开展阅读活动的重要意义，将其作

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广

泛动员，周密部署，细致安排，深入

开展。要指导学校以班级、中队为

单位，开展新颖活泼、形式多样的

阅读活动，并将阅读与交流心得相

结合、与活动组织相结合、与学科

教学相结合、与少先队活动相结

合，创新开展学习活动。各地各校

要从实际出发，制定活动具体实施方案，坚

持公益性，严格规范开展，切实提高活动实

效性。 （董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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