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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途》诠释海归女作家生命跨越和岁月流转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8 月 7 日，由中译出版社主办的《心途》全国首发式在北京举行。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李红强、
中译出版社社长张高里等出席首发式。
《心途》由中译出版社出版，
作者为联合国
“丝绸之路”
项目艺术顾问与制作人、
美国时代
华纳《财富》全球论坛特约制作人、
中国国家航天局
“中国航天文化”
总监制、
奥地利海归女作
家唱燕。
《心途》是唱燕的随笔集，讲述了她横跨东西方 30 余年的一些经历和体会。但这不是

一本简单的随笔，可以说它是一本人性宝典，一本优雅指南，甚至是一本创意教学手册。
当读者内心浮躁时，读读能释怀品茗；遇到挫折时，读读能看见朗日晴空。她倡导人们永
怀一颗善良宽容的心，换个角度看世界，会发现生活原来能如此色彩斑斓。该书记述了唱
燕的生命跨越和岁月流转，诠释着一位长发飘逸的中国女性行走在地球经纬线上的心灵
史诗，为世人讲述无论命运走向何方，人性的“宽善美慧”才是人类亘古的精神力量。
会上，唱燕携手现场嘉宾共同启动“唱燕全国读书会”；与会嘉宾献上了精彩的艺术演
出，
包括原创诗朗诵《妈妈，
我等待》、
太极拳表演、
演唱《壮美草原》等。
（尹 天）

8 月 16 日~20 日，
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主办，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新
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 2019 南国书香节暨羊城书展将在广州
举行。恰逢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本届南国书香节将有哪些新特色、
新方向？为此，
本报对南方出版传媒副
总经理、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蒋鸣涛进行了专访。

六方面发力促上半年双增长

南国书香节 3.0 时代
构建﹃阅读空间建设年﹄ 打造﹃信息化建设升级年﹄

中
■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赢 潇

□今年南国书香节在促进全民阅读方面，有哪些常规动
作，
又有哪些新做法？
■2019 南国书香节继续在便民惠民服务上发力，采取多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处于这个重要时间节点的
南国书香节，
如何评价过去，
审视未来，
发挥出更大的影响力？
■南国书香节从 1993 年创办至今已有 26 年的历史，
今年
是第 16 届。经过 26 年深耕，南国书香节完成了从 1.0 时代逐
步发展至 3.0 时代的品牌蝶变，
其文化惠民、
推动阅读、
出版交
流、
广东全省联动四大功能日趋完善，
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机
和活力。随着南国书香节逐步发展，
我们也在不断积累、
逐步
提升办展水平。在办展经验方面，我们有几点心得体会。一
是始终坚持公益办展，注重服务理念。二是敏锐抓住时代热
点，策划阅读主题。三是充分发挥媒体效应，促进广泛宣传。
四是推动省市上下联动，
实现覆盖扩大。
今年 6 月，
《广东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
《条例》指出
“每年定期举办
‘南国书香节’
，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级以上
市人民政府举办
‘南国书香节’
分会场活动”
，
为广东全民阅读
促进工作提供了保障。这意味着，广东的全民阅读活动站在
了一个新起点上。
南国书香节作为建设
“书香岭南”
的标志性、
示范性平台，
应该在推动全民阅读活动上继续发力。一是组织更多的文化
名家参与南国书香节，举办讲座，从“全城开讲”到“全省开
讲”
，
把购、
读、
诵、
写、
听融为一体。二是搭建大湾区文化交流
平台，以图书为媒介，举办各种专题文化互动，加强与港澳台
三地的文化交流。三是拓展与全国各地出版社的联系，形成
省际文化交流平台。四是着眼于建成全球最大的“华文书
店”，动员和组织东南亚的出版机构参与，努力打造成为国际
一流的书展。

半年考
2019

□去年书香节首设
“省际交流馆”
并实现地级市全覆盖，
今
年将在广东省外拓展、
国际拓展、
向下延伸等方面有哪些举措？
■本届南国书香节将继续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
精神文化需求为目标，在“向下延伸”
“省外拓展”
“国际拓展”
上下足功夫。
“向下延伸”
，
即南国书香节的分会场将由去年的
19 个增加到今年的 20 个，数量达到历史最大规模，实现对全
省所有地级市的全覆盖。
主宾馆是书香节近年来的常设展馆之一，是我们的一大
亮点，
传达着我们
“向外拓展”
的姿态。今年，
我们邀请黑龙江
作为主宾省，向粤台港澳地区广大读者展示黑龙江出版物的
成就以及黑龙江省的文化历史和风土人情，促进黑粤文化交
流合作。
国际拓展方面，
今年我们新增了德国馆，
引入世界第一大
书 展“ 法 兰 克 福 书 展 ”参 展 。 在 德 国 馆 内 ，我 们 重 点 举 办
LOOK 德国优秀插画绘本展、
德国新工业产品、
德国精品文创
以及德国餐饮，集中展出 20 种 2018 年德国最美图书、30 幅
LOOK 德国优秀插画作品，展出 120 册德国优秀出版物。在
活动上，
我们也做了很多策划。邀请德国著名学者、
汉学家汉
斯-格奥尔格·梅勒与读者分享东西方哲学思想的碰撞；
邀请
中信美术馆馆长曾孜荣分享德国绘本的艺术故事，让读者切
身体会德国风情文化。在展区设计上，我们以“红白黑”德国
国旗为设计元素，
搭配了德国足球、
仿真草地，
再用德国汽车、
啤酒桶加以点缀，
营造出富有特色的德国文化氛围。

种形式，
积极开展便民惠民文化活动，
把更全面、
更精彩、
更多元的
“文化大餐”
送到读者手中。首
先，
我们会在场馆内外提供入馆便利、
购书便利、
医疗服务、志愿服务、导引服务。本届南国书香
节，我们重点开发了“南国书香”小程序，读者领
取免费电子门票和购书优惠券将更加便捷。数
百名志愿者组成的队伍，
将为现场读者提供专业
的导引服务。今年我们还加强营造良好的展会
环境，每个馆的活动区均采用围蔽式设计，避免
活动现场互相干扰，
打造安静、
舒适的观展环境；
全馆的导引指示更加清晰，
为读者提供更好的观
展体验。
惠民活动主要分为六大类。一是全场图书 8 折优惠，这
是近几年来书香节常设的惠民活动。二是举办
“你选书，
我买
单”活动，读者在现场相应馆区选择喜爱的图书，在相应柜台
办理借阅手续，
即可马上带走图书。三是举办
“羊城换书节”
，
设立换书专区，向读者传递着“共享阅读，绿色生活”的理念。
四是举办
“关注特殊群众阅读活动”
，
举办盲人听书、
聋哑人视
听阅读活动，开展“牵手盲童共读一本书”公益活动，为盲童
“捐献”自己的读书声音。五是举办“购书减免、图书秒杀”活
动，
联合中国工商银行、
广东移动等知名企业，
开展购书减免、
图书秒杀等优惠活动。六是举办“购书优惠券”优惠活动，联
合唯品会，开展“50 元抵用 20 元”购书优惠券活动，让广大读
者享受到南国书香节实实在在的
“阅读福利”
。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受访人：蒋鸣涛（南方出版传媒副总经理、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采访人：赢 潇（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今年南国书香节有哪些亮点和特色？
做 了 哪 些 调 整 优 化 ？ 针 对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
年这个重要时间节点和主题出版有哪些相
关设置？
■今年南国书香节将于8 月16 日~20 日在中
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举行，
共设立 4 个
展馆、
5 个展厅，
分别为主题出版展厅、
丝路湾区
展厅、
羊城书展展厅、
美好生活展厅、
融合发展展
厅，
面积约 4 万平方米。今年南国书香节的年度
口号是
“悦读·为祖国喝彩”
。
今年南国书香节的亮点可以用“3 个突出”
来形容。一是突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彰显文化实力和文化自信。设立“主题出版物展销区”
和“年度主题展示区”，集中展示展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等
主题出版物及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广东精品出版物。二是突
出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加强区域交流与文化建设。
首次设立
“丝路湾区”
展厅，
设置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展，
举办粤
港澳大湾区城市阅读地图发布仪式。三是突出加快融合发展
最新趋势，推动媒体融合与文化旅游融合。首次设立融合发
展展厅，
以推动
“两个融合”
为主题，
展示数字出版、
媒体融合、
文旅融合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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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上半年，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收同比增长 7%；利
润同比增长 8%。据了解，
广东新华 1~6 月主要完成了六方面工作。
一是坚持思想引领，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加
强政治思想建设。结合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
深入基层分片
区开展学习调研工作，督促指导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加强政治理论学习。
加强党组织建设。二是坚持深化改革，
推进企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持续推
动体制创新。集团区域管理模式于上半年落地，
成立了五大区域，
构筑了区
域财务、
业务、
管理体系，
通过整合区域资源，
构建资源共享、
开放互动的经营
格局，
增强集团可持续发展竞争力。持续推动改革重组，
6 月完成揭东新华书
店交割工作。三是加强主渠道、
主阵地建设，
构建多渠道发行网络。大力推
进特色终端建设。以珠三角为重点，加强乡镇发行网点、新华文化驿站建
设。持续推进校园书店建设，
抢点布局广州和填补空白市县，
打造省域校园
阅读服务平台。打造新媒体品牌，
开拓网络发行阵地。加快推进建设
“广东
新华通读在线”
平台，
力争为网络发行实现新突破。上半年新开通微信书城
14 家，
累计开通 75 家。发挥主阵地作用，
做全民阅读的促进者。首先全力以
赴办好 2019
“南国书香节”
，
继续落实
“1+20”
全省联动和创新办展。其次持续
打造
“广东新华书香节”
文化名片。再次进一步完善
“悦叮网”
功能，
运用平台
开展中小学
“书香校园”
系列读书活动。最后推动成立
“粤港澳大湾区阅读联
盟”
。四是抓好主业经营，
积极推进各板块业务发展。持续推进市场化教材
教辅拓展。2019 年拓展教材春季发货 513 万册、
5753 万码洋，
拓展教辅发货
336 万册（套）、
3654 万码洋；
目录教辅实现征订码洋达 2.67 亿，
较 2018 年春季
增长 7%。深入拓展教育装备市场。积极开拓教育装备供应商及区域市场，
上半年初步形成全省渠道网络服务体系，
部分渠道商已开始落地合作。着力
提高一般图书业务。一方面，
通过实施
“门店采销一体化”
提升门店销售力，
另一方面，
推行有效激励一线的机制。同时，
开展单店成本核算工作。大中
专、
馆配两大拳头业务持续发力。大中专业务上半年共投标 31 所院校，
中标
率为 62%，
保有率为 82.3%；
馆配业务营收同比增长 27.4%。五是推进业务创
新，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加快推动“新华乐育”平台建设及推广，为打造“出
版+教育”
的广东新华新兴业务打下基础。创新阅读空间建设模式。6 月底，
已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12 家、
在建 4 家、
达成意向待建 18 家；
党员阅览室
已建成 9 家，
在建 13 家，
拟建 8 家。大力拓展
“省采”
“军采”
平台办公用品业
务。六是持续强化集团管控。深化绩效管理。一方面兼顾好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考核；
另一方面建立分类考核激励机制和强调利润考核激励导向。加
强人才队伍建设，
重点推进落实
“双百人才储备工程”
。

下半年聚焦阅读空间和信息化建设
2019 年下半年，
广东新华将从以下六方面发力。
增强党建活力，深化企业文化建设。围绕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开展广
东省新华书店成立 70 周年、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成立 20 周年系列庆祝活动 ，
运用
“互联网+党建”
工作新思路，
探索搭建
“智慧党建”
平台，
创新党建活动
载体，
加强宣传力度。
加强渠道建设，
努力实现双效统一。认真贯彻落实中宣部《新华书店效
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
《关于加强新华书店农村发展网点建设的通知》等文
件精神，加快推进和完善集团发行网点布局，大力推进特色终端建设，确保
乡镇网点“建起来、活下去、可持续”，利用校园书店推进主营业务的深度整
合和转型升级，
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
致力构建
“阅读空间建设年”
。积极参与和推广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
逐步完善并形成成熟的项目建设方案，
为子公司争取当地建设项目提供
指导。大力拓展智慧阅读空间、
党员阅览室建设。以点带面，
逐步形成建设
标准体系，
树立行业标杆。
完成子公司二次整合项目。持续推进东莞、佛山、顺德、佛冈、端州、台
山、
清新 7 家单位的二次整合工作。通过整合进一步规范母子公司管控，
提
高集团在珠三角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
稳定市场化教材教辅市场业务。在中小学教材经营方面要力促依法合
规，
在目录教辅方面要巩固配套率、
提高利润率。要充分发挥一体化经营优
势，持续扩大拓展类产品市场份额，从产品、渠道和市场三方面提升利润贡
献度。
着力打造“信息化建设升级年”。一是推动信息化建设，实现供应链全
流程信息化管理。二是通过大数据平台挖掘企业、
行业数据资源，
构建数据
分析模型，实现业务智能化精细化管理。三是以移动互联人工智能技术推
动转型，建设书店新零售体系。推进以“党员阅览室”
“智慧图书馆”等为代
表的一系列智慧阅读空间建设，
完善线上线下一体化云服务平台，
建立书店
新业务形态。

2019 南国书香节暨羊城书展文化活动（部分）

（如有调整请以官网、
官方微信和现场公告为准）

日期

时间

8 月 16 日

15:15~16:45

8 月 16 日
8 月 16 日

活动名称

嘉宾

承办单位

地点

讲述彭湃、彭士禄两代人的革命故事

彭浩、彭洁

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号会议室

18:30~20:30

康震讲中国古典诗词之美全国巡讲

康震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号会议室

10:30~11:30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书系新书首发式

黄伟宗

南方出版传媒、广东经济出版社、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

2 号会议室

8 月 16 日

13:00~15:00

《习近平在正定》赠书活动

——

中央党校、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号会议室

8 月 16 日

14:00~16:00

大冰 2019 年新作《小孩》读者见面会——广州站

大冰、钟小采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 号会议室

8 月 16 日

18:30~20:30

《最初之前》——张皓宸 2019 感谢巡签会广州站

张皓宸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 月 16 日

10:00~12:00

美好哲学 美好人生——“人文智慧”译丛新书分享暨《智慧与哲学》原著作者与读者见面会

[德]汉斯-格奥尔格·梅勒

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主题沙龙区（10.2）

8 月 16 日

14:00~14:20

澳门系列新书发布会

刘伟、穆欣欣、朱妙丽、陆波、肖风华、钟永宁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产业基金、澳门文化公所、澳门文化广场、澳门启元出版社、澳门出

主题沙龙区（10.2）

8 号会议室

版协会、澳门图书馆咨询管理协会、澳门文教出版社
8 月 16 日

14:20~15:00

呈现粤港澳文学 讲述大亚湾故事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新书分享会

蒋述卓、朱寿桐、蔡益怀、林钦发、龙扬志、周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产业基金、澳门文化公所、澳门文化广场、澳门启元出版社、澳门出

洁茹、冯倾城、贺绫声、黄金明、马拉、陈培浩

版协会、澳门图书馆咨询管理协会、澳门文教出版社

刘醒龙、蒋述卓、熊育群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汤素兰、王轶美、赵阳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广东广播电视台现代教育频道、东莞“快乐小主播”
培训中心

刘纪宏、虹云、温玉娟、陆洋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主题沙龙区（10.2）

8 月 16 日

16:00~18:00

8 月 16 日

12:00~13:00

8 月 16 日

9:30~11:30

8 月 17 日

14:00~16:00

别人都在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你当然也可以！——刘同《别做那只迷途的候鸟》新书签售会

刘同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 月 17 日

18:30~20:30

爱过，就是最好的结局——张小娴《爱过你》新书分享会

张小娴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 号会议室

8 月 17 日

13:00~14:00

最美的遇见——小樱桃见面会

杨红樱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文化沙龙区（13.2）

8 月 17 日

15:00~16:00

《堂吉诃德在北美》新书分享会

雪漠

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 月 18 日

15:30~17:30

阿来

南方文学周组委会

1 号会议室

8 月 18 日

19:00~21:00

《乌蒙战歌》签售会

樊希安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号会议室

8 月 18 日

10:00~12:00

“开卷有艺日”
之王立群妙品古诗词

王立群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 号会议室

8 月 18 日

14:00~16:00

敢于孤独，
才能拥有直面人生的勇气——周国平新书《敢于孤独的勇气》分享会

周国平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 号会议室

8 月 18 日

16:00~18:00

卢思浩新书见面会

卢思浩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阅读推广活动区（12.2）

8 月 18 日

10:45~12:00

戎马岁月的时代颂歌 动物小说的寻根之旅——“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军旅系列”新书见面会

沈石溪

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羊城书展馆文化活动区（11.2）

8 月 18 日

13:45~15:45

苑子文读者见面会

苑子文

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羊城书展馆文化活动区（11.2）

好童话胜过好妈妈——“大作家爸爸小作家妈妈·新小巴掌童话”
系列新书发布会
《英雄赞歌》
（少年诵读版）新书分享会

阿来《云中记》新书分享会：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

主题沙龙区（10.2）
文化沙龙区（13.2）
阅读推广活动区（12.2）
8 号会议室

羊城书展馆文化活动区（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