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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征稿启事再发布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6月27日，由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举办的“花开繁盛

——‘曹文轩儿童文学奖’首届获奖作品研讨会暨第2届征稿启事发布”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江苏省作家

协会党组书记汪兴国，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汪政，凤凰集团总经理孙真福，凤凰集团纪委书记章

朝阳，凤凰传媒总编辑、副总经理徐海，凤凰传媒纪委书记韩潮，凤凰传媒财务总监吴小毓，北京大学教授、国际

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儿童文学奖”组委会名誉主任曹文轩，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王泳波等出席。

曹文轩认为，追求不朽是人的天性和基本欲望之一，虽然写了很多孩子能读的作品，却不太考虑作品的阅读

对象究竟为何人，而考虑最多是文学性、艺术性。他表示，要将这种写作心态一直维持到底。“衷心祝愿‘曹文轩

儿童文学奖’越办越有方向，越办越有个性，越办越接近文学的奥义。”

徐海评价说，曹文轩儿童文学奖是一个强大的孵化器，借此可以聚集优秀原创作品，培育中青年作家梯队。

凤凰传媒正围绕此奖项，建设原创儿童文学出版基地，打通创作和出版的上下游渠道，深耕精品、培育市场，为广

大少年儿童读者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争取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王泳波向现场嘉宾介绍了首届

“曹奖”获奖作品出版成果。记者了解到，第2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截稿日期是2019年7月12日24点，组委会

选择在本届江苏书展进行征稿启事的第4次发布，旨在推动曹文轩儿童文学奖征稿工作顺利进行，召唤更多优

秀作家奉献作品。 （文 枫）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倪 成

6月30日，随着江苏凤凰新华书店有限

公司主办的“‘我和我的祖国’全省中小学

生诵读大赛”总决赛等活动的结束，在苏

州的蒙蒙细雨中，第 9 届江苏书展苏州国

际博览中心主展场展销环节落下帷幕。

“据负责现场销售的苏州新华书店统计数

据显示，6 月 27 日，书展首日 B 馆（包括 B

馆图书主展示、销售区，数据不含 C 馆特

色书店、文创和团购）销售 78.1 万元，客单

价平均 191 元/人，与 2018 年客单价 126 元

相比增长51.5%。”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苏凤凰新华书店有

限公司董事长金国华将这组数据发在自

己的微信朋友圈后，获得了一片点赞。这

也 是 江 苏 书 展 主 展 场 4 天 来 的 生 动 写

照。据苏州新华书店不完全统计，为期 4

天的时间里，江苏书展主展场入场人数、

现场销售、馆配销售等数据同比全面上

涨，在苏州良好阅读氛围的带动下，第9届

江苏书展实现了双效再提升。

弘扬主流价值服务读者促行业发展
“三聚焦、三注重”展会内涵再升级

“第9届江苏书展体现了‘三聚焦、三

注重’的特点：聚焦新时代，注重以主题图

书、主题活动弘扬主流价值；聚焦新需求，

注重以精品图书、精彩活动服务读者；聚

焦高质量，注重以行业交流、创意引领服

务出版业发展。”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常

务副部长、江苏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

局长、第9届江苏书展组委会副主任、执委

会主任焦建俊如此总结本次展会的特点。

在这一理念指引下，持续以“销售型”书展

为主导促进全民阅读推广的江苏书展，在

进行阅读推广的同时被赋予了新内涵。

在线上平台刚刚结束 6·18 年中大促

满足了部分读者的购书需求后，江苏书展

主展场依然火爆，金国华认为主要有五点

原因：一是苏州作为江苏阅读氛围最浓厚

的城市之一，居民的阅读需求高、购买力

强是销售火爆的根本；二是在中共江苏省

委宣传部、苏州市委宣传部的全面统筹、

发动组织和大力宣传下，更多苏州市民知

晓并了解了书展信息；三是在书展的组织

上，凤凰集团准备了充分的图书货源，组

织的行业论坛和现场活动也具有较高的吸

引力；四是书展时间适逢中小学生放假前

夕，学生持暑期阅读书单现场购书，江苏

书展适时满足了小读者的刚需；五是全场

图书 8 折促销，苏州市民卡 7.5 折促销，加

上苏州当地推出的多种惠民活动，为苏州

市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优惠。

第9届江苏书展的主展场展区总面积

1.7 万平方米，设置新时代主题出版馆、中

国出版集团主宾馆、长三角馆等 14 个馆

区。主展场参展出版发行单位 500 多家，

出版物品种10万多种，开展各类阅读推广

活动近 200 场。在展区设置上，鼓励更多

出版单位打造个性化展区；主展场现场部

分品种开展限时秒杀活动，部分图书特定

时间段低于5折优惠。书展期间同步举办

首届“长三角出版业高质量发展论坛”，邀

请长三角地区出版人围绕出版业高质量发

展和创新性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共商长三

角出版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继续举办

“全国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研讨会”，书香

中国·全民阅读大讲堂、第2届“新华书房”

读书论坛等阅读推广、行业交流活动；发

布2018年度江苏居民阅读状况、江苏出版

发行市场行情、2019 江苏最美书店等行业

信息；设立数字出版、文化创意、特色书店

等展区，增加“前店后厂”“一本起印”和懒

人听书有声图书馆等现场体验，把出版发

行业最新产品、业态展示出来，着力打造引

领产业转型发展新平台。

作为持续以“销售型”书展为定位的江

苏书展，今年的主展馆展销发生了一系列

变革，江苏凤凰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总经理

秦俊俊表示，第 9 届江苏书展场馆最大的

变化，是承办方通过对场馆布局进行改

变、重新设置收银，以适应读者的购买要

求和习惯，为客单价提升和销售增长带来

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既有包括主题图书在内的精品图书展

示，也有一系列精彩的现场活动，更有高

质量的行业交流合作，并集图书销售、全

民阅读推广和行业交流于一体，正如江苏

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王泳波所认为

的，江苏书展是江苏文化出版系统打造的

专业性图书展，不仅仅有图书销售，还有很

多专业活动，更有不少出版融合发展成果

的呈现与展示。对出版单位而言，出版社

的实践需借助像江苏书展这样的平台进

行宣传、推广。“江苏书展通过多年打磨愈

发成熟，影响力活动、丰富的呈现方式，

也得到了全国越来越多出版单位的重视

与参与，逐渐成为全国性的重要书展。”

倡导“爱读书”引领“善读书”
名人名家媒体联动推进全民阅读

“倡导人们‘爱读书’，引领人们‘善读

书’是办好书展的重要价值取向。近年

来，江苏省委、省政府在倡导全民阅读上

下大力气，在实践中也感觉到，做好倡导、

引导工作，有‘两种力量’十分重要，一是

名人名家的力量，二是媒体的力量。”江苏

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省全民阅读办副主

任李贞强在接受新华网“新华访谈”时如

是表示。第9届江苏书展作为江苏省委宣

传部全面接手并统筹推进的首次展会，在

国内主流媒体、国内专业媒体以及江苏省

内媒体的全面宣传、推广下、在众多名人

名家的全面宣传、推介下，无论是人流、现

场销售都远超往届。

为做好第 9 届江苏书展的承办工作，

据江苏凤凰新华书店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总经理刘晓亚介绍，苏州新华从今年 2 月

就开始筹备布置，成立各个工作组分解各

项工作，对场馆进行了全新的设置和调

整，加上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苏州市委

宣传部的重视，集结各项资源宣传，发放

惠民券等举措，带来了现场人流的井喷和

销售的增长。江苏慧源书城连续3年作为

特色书店参加江苏书展，据慧源书城朱宗

安表示，今年书展各展区布置更精致，主

要以推荐重点图书为主，数字有声阅读与

苏州本地特色相结合为亮点，绘本和报刊

今年重点打造推广成为会展特色。

秦俊俊同时表示，江苏书展在苏州

连续举办 3 次，经过 3 年的积累与沉淀，

在当地积聚的人气越来越高，整体影响

力也会越办越好。“书展能在相对稳定

的时间和固定场所举办，会让更多的读

者知晓，品牌影响力会逐渐扩大，也会

取得越来越好的效果。”

江苏书展在江苏省委、苏州市委宣传

部门以及媒体的大力宣传下，书展上的好

书、好活动得到了更多苏州市民的关注，

进而扩大了办展的社会效益。书展组委会

还专门建立了书香江苏全民阅读媒体联

盟，希望通过媒体的广泛宣传，加强对读

书的科学引导，在全社会营造爱读书、读

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在组织名人名家方面，书展组织了专

题讲座、名家签售、新书首发、作品阅读分

享、名家读者见面等重点阅读推广活动200

余场，曹文轩、范小青、赵本夫、阮仪三、黄

蓓佳、叶兆言、胡阿祥、王一梅、徐则臣、祁

智等20余位深受读者喜爱的知名作家亮相

书展，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儿童文学作家

刷刷认为，江苏书展是一场阅读的盛会、读

者的节日，大咖云集、活动精彩多元、读书

爱书氛围浓烈。众多全国著名的儿童文学

作家皆在书展展示新作，亮点频频，在新书

分享之外，还有围绕文学作品改编的课本

剧、音乐剧等延伸性活动，大大满足了读者

需求。这些阅读推广活动与名人名家的出

现，既延续了江苏书展的经典品牌，又不断

改革创新，以打造有态度、有品质、有价值

的阅读活动，吸引更多读者走进书展。

6 月 27 日~30 日，由江苏省政府主办，中共江苏

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新闻出版局、苏州市政府、江苏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承办的第 9 届江苏书展主展场活

动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这是第 4 次并连续 3

年在苏州举办江苏书展。据初步统计，第 9 届江苏

书展苏州主展场现场零售码洋 509 万，进馆 9.8 万余

人次。作为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全面接手领导并

统筹推进的首届江苏书展，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主

展场入场人数、现场销售、馆配销售的数据同比全面

上涨，取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新时代新需求高质量引领全民阅读推广

●

重
点
关
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6月28

日，由江苏省新闻出版局指导，新

华书店总店《图书馆报》主办，江

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承

办的 2019 全国图书馆文献资源建

设研讨会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举

行。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李

贞强，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张

雅珊，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江苏凤凰新华

书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国华

出席会议并致辞。韬奋基金会理

事长聂震宁，北京大学信息管理

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兹恒，国家

图书馆业务处副处长张玮，中宣

部机关服务中心（信息中心）副编

审陈前进作主旨报告。来自全国

2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百余

位图书馆、新华书店、出版社代表

出席研讨会，共同探讨新时代全民

阅读与资源建设新思路、新方法。

李贞强强调，江苏各出版单位

正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改

进出版工作的部署要求，将以本次

研讨会为契机，认真研究新时代图

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对出版发行工

作提出的新要求，大力推动出版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国华表示，

图书馆为全民阅读的重要阵地，新

华书店作为优质馆藏资源的摆渡

人，双方需要打破彼此间的信息孤

岛，整合优质文献资源，实现资源

共建共享，将更多优质出版物以多

种形式传递到读者手中，以更加积

极主动的姿态应对市场变化，探讨

新时代全民阅读与文献资源建设

新路径。

聂震宁以“全民阅读：善待形形

色色的阅读者”为题，着重指出在现

阶段的全民阅读中，读者有着形形

色色的阅读目的：一是读以致知，二

是读以致用，三是读以修为，四是读

以致乐。刘玆恒、张玮、陈前进分别

从不同角度，对当前媒体融合背景

下的新华书店以及图书馆的阅读推

广工作进行阐述。 （文 枫）

业界寻全民阅读与资源建设新路径

四名家“新华书房”荐好书话阅读强教育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6月27

日，作为第 9 届江苏书展的重要内

容之一，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新

华报业传媒集团主办，连尚文学协

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新华书

房读书论坛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召

开。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

员、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颜晓峰，徐州作家协会主席、长篇小

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知名网

络作家、江苏省网络作协副主席骁

骑校，连尚文学总编辑、逐浪网总经

理张金国等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这一主题展开演讲，研讨交流思

想学习教育。

新华日报社总编辑顾雷鸣在

致辞中表示，读书是坚定理想信

念、提高政治素养、锤炼道德操守、

提升思想境界的重要途径，学习教

育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的重要前提基础。多年来，

“新华书房”不仅坚持为读者荐好

书，还同时举办了一系列线上线下

的阅读推广活动，受到了广大读者

的欢迎和赞誉。“新华书房”将一如

既往地优选精品好书，促进全民阅

读，培树“四个意识”。论坛上，4

位嘉宾分别从解读主题教育精神、

挖掘英雄人物故事、回溯网络文学

传承、探究新时代文学创新等方面

作主旨演讲。据了解，从 2016 年

起，“新华书房”每季度向全社会推

荐 10 本好书（第 2 季度为 12 本）、

10 本延伸书目。同时通过新华书

房读书论坛、读书沙龙等线上线下

活动，让读者在分享中增进智慧、

激荡思想。 （倪）

/ 第九届江苏书展专题

●热点速递

苏少社6场阅读分享会推介6部重点作品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6月27日~29

日，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在第9届江苏

书展主会场邀请多位名家、读者举办6场阅

读分享会，通过作家的现场分享以及场下

读者互动，以现场表演等方式，让更多读者

了解新书和图书创作的意义。凤凰传媒总

编辑、副总经理徐海，凤凰传媒出版部副主

任樊明，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王

泳波、总编辑谢红等出席活动。

由20位江苏名家打造的“年华璀璨”儿

童文学丛书深度描绘了在新中国日新月异

的发展历程中，与之交相辉映的中国式童

年、中国式成长故事。军旅作家邹雷新作

《铜哨声声》是一部以抗日战争中后期为时

代背景的儿童长篇小说，从孩子的角度将一

群烽火少年描写得活灵活现。《牧鹤女孩》是

作家曹文芳全新原创的儿童长篇小说，以新

中国第一位环保烈士徐秀娟为原型，真切讲

述了早期动物保护工作者艰苦、执着而纯粹

的生活。《大水》是青年作家赵菱创作的一部

现实题材儿童长篇小说，描写了在洪水不断

来袭的大灾难中，人性的温暖和光。王一梅

新作《合欢街》是其“乡愁里的童年”系列的

首部作品，以作者童年生活的江南小镇为背

景，讲述了小街孩子曲折感人的成长故事。

《坐着火车去拉萨》是苏少社重点打造的原

创“墙书”开篇之作，全景呈现了京藏铁路及

沿线风貌和知识，打造了一幅精彩的地理与

人文画卷。 （文枫）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6月27日，给

孩子们的自然科考课——暨“野性寻踪”

系列丛书新书发布会在第9届江苏书展

现场举行。“野性寻踪”系列丛书作者、中

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赵序茅现场分

享了野外科考经历，为现场小读者们带来

了一堂自然科考课。

赵序茅博士从历史上的动物、科学家

眼里的动物、科学家在野外科考过程中的

神奇发现等角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一位

科考专家眼中野生动物的多面性，并且深

入讲述了其背后的历史文化故事，向读者

普及自然科考的基本知识，传播保护野生

动物、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让公众了解野

生动物、热爱大自然、树立科学精神。此次

活动也是“野性寻踪”系列丛书的新书发布

会。“野性寻踪”是一套野生动物考察笔记，

是江苏凤凰科技出版社打造人文科普产品

线上的又一精品力作。书中汇聚了科研团

队多年野外考察的积累，以充满趣味的文

字和图片，全景展现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环

境、社会结构与行为方式。全书图文并茂，

叙事生动，体现了可贵的科学思维和探索

精神，展现了生态文明的自然尺度。

目前，该套丛书第 1 辑已出版两册，

分别是《雪豹·雪山之巅的神秘王者》和

《滇金丝猴·高山秘境的红唇精灵》，分别

介绍了雪豹、滇金丝猴可爱、深情、令人敬

佩的一面。未来，苏科社还将陆续推出讲

述蓑羽鹤、河狸等动物的分册，为读者打

造一个再现中国濒危野生动物生活状态

的瑰丽世界。 （穆）

苏科社科普精品“野性寻踪”系列丛书发布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6月29日，资深

出版人、国务院参事樊希安携新书《乌蒙战

歌》来到江苏书展，与江苏读者分享作为出

版人，同时也作为一名曾经战斗在乌蒙山

大三线建设的一员，是如何创作这部纪念中

国基建工程兵部队著作的。凤凰传媒总编

辑、副总经理徐海出席并致辞，江苏凤凰出

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苏凤凰

新华书店集团董事长金国华，江苏凤凰新

华书店集团总经理秦俊俊，江苏凤凰传媒

股份公司出版部主任樊明，江苏凤凰文艺

出版社总编辑汪修荣等出席活动。活动由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赵阳主持。

《乌蒙战歌》于2019年4月由江苏凤

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是其主题出版项目的

重点出版物之一。这是一部个人成长和

祖国大业高度融合的小说。小说开创了

两个“第一”：第一部关于新中国“大三线”

建设的长篇小说，第一部关于解放军基建

工程兵煤炭部队的长篇小说。在新中国

成立70 周年到来之际，樊希安希冀通过

这部作品，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如火如

荼的“大三线”建设再度呈现给当代读者，

既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忆，也是一曲催人

奋进的时代之歌。

《乌蒙战歌》出版后，得到了全国特别

是曾经战斗在基建工程兵部队一线的部

队指战员们的盛赞，虽然他们在当年部队

解散后分散到了全国各地。但樊希安期

待这本书能激励更多人为各自的事业拼

搏，学习基建工程兵部队“特别能战斗”的

精神，开创美好生活。樊希安表示：“希望

通过阅读，我们能记住这些中国历史上激

荡人心的时刻，能让不曾忘记过去的老年

人仍致力于培育、塑造崭新的灵魂，能让

中年人继续积极弘扬这种家国情怀，能让

青年人继承这种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投

身伟大的祖国建设。” （文枫）

《乌蒙战歌》首发奏响时代奋进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