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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被上海市民爱阅读的热情惊到了。从早

上9点到下午6点，人流似乎没有减少的迹象。就在

此刻（下午 6 点半）仍有不少读者在排队等候进

场”。朋友圈内一位出版从业者的感慨，从侧面印证

了上海书展的“阅读力”。作为上海书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长三角区域的文化软实力再次受到关注。对

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参观

上海书展时谈到，要积极顺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进一步打响上海书展的品牌，既要请

进来也要走出去，不断增强吸引力、影响力、辐射力，

共同打造市民文化客厅，在全社会营造更加浓厚的

书香氛围。

首次打造“长三角出版精品馆”，聚焦“红色文

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集中展销长三角三省一市

新近出版的优秀图书。“长三角出版精品馆”位于上

海书展的东一馆一层，近千种图书代表了长三角三

省一市的精品力作。现场，记者采访了该区域的负

责人上海书城福州路店店长赵锋，他说：“该展架展

示了长三角区域出版社的拳头产品。除了文化类书

籍，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等带来了一批

经济类、主旋律类图书，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带来了最新的科普类图书，安徽时代出版传媒则挑

选了一批外国文学经典翻译作品，通过集中展示，形

成联动效应。”

社长总编荐书，助力读者挑选优质好书。在大

力提倡弘扬传统文化的当下，面对五花八门的公版

图书，读者如何选择好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

克勤告诉记者，“这就需要专业工作者的推荐和引

领”。长三角地区人文荟萃，出版资源丰富，是古籍

出版的重镇，在全国文史出版界占据着极为重要的

地位。为推动长三角阅读文化一体化发展，今年的

国学馆首次推出“长三角地区古籍出版社社长/总编

荐书”活动，邀请了上海古籍出版社、中西书局、上海

书店出版社、凤凰出版社、广陵书社、浙江古籍出版

社、黄山书社7家长三角地区出版社的社长（总编），

在书展7天内以一个专业出版者的身份，从图书内

容、版本、特点、历史意义、出版背景、收藏价值等不

同角度，以主讲兼对谈的方式，面对面向读者介绍优

质好书。记者了解到，各社社长（总编）的推荐书目

包括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稀见上海史志资料”

丛书，由中西书局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由浙

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家训集成》，由广陵

书社出版的《曾朴全集》，以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

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典藏版）”“中国古典文学

名家选集”“蓬莱阁典藏系列”等。为了让更多的读

者学习和了解传统文化，高克勤还向记者谈到了《新

民晚报》的“十日谈”栏目，由他牵头，在上海书展期

间连续10天推荐不同古籍出版社的重磅图书。此

外，国学馆还特别邀请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

委员会40家成员单位，向读者重点推荐了百余部在

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和经典释读专著方面具有代表性

的好书。

依托“长三角一体化阅读联盟”，解读江南文化

流变轨迹。今年书展的一大亮点——10个“七系列”

阅读活动之“名家七讲下江南”，依托“长三角一体化

阅读联盟”，“文进万家·书香青浦”阅读服务项目推出

7天7场名家讲座，以江南文化为主题，重点覆盖上海

市青浦区、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江苏省苏州市吴江

区。“名家七讲下江南”通过“请进来”“送出去”的方

式，邀请了7位江南文化研究学者从家风文化、民俗

文化、民间文化、方言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等不

同角度切入，细细解读江南文化的流变轨迹，将好

书、名家、好讲座推送到长三角老百姓的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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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辛文学回忆录》收录其文学思考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8月15日，由南方出版传媒

主办、广东人民出版社协办的《叶辛文学回忆录》新书分

享会在上海举行。作者叶辛、上海叶辛文学馆馆长林影

参加活动。该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叶辛关

于文学创作的反思以及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对人生、社会

和历史诸问题的思考。据了解，“文学回忆录系列”是广

东人民出版社一直精心培育的头部产品，该系列旨在为

研究20世纪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提供第一手资料。

又讯 8月15日，广东人民出版社举行了关于“知道

咖啡系列”沙龙：一杯咖啡的冒险活动。现场，2013年世

界咖啡烘焙大赛亚军、我国台湾咖啡烘焙赛 TCRC 冠

军、折石咖啡创办人江承哲从专业角度分享了关于咖啡

的种种“冷知识”。记者了解到，该套书包括《咖啡瘾史》

《疯狂咖啡因》《全球上瘾》3种。 （伊璐）

外文局《蝶恋花》《敦煌》
获2018“中国最美的书”称号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8月14日，“中国最美的书”

颁奖典礼在上海书展举行。中国外文局中国画报出版

社出版的《蝶恋花》和中国外文局朝华出版社出版的

《敦煌》获评2018年“中国最美的书”荣誉。《蝶恋花》是

青年诗人高菲的诗集，由古体诗与现代诗两部分组

成。由知名书籍设计师、中国出版协会书籍设计艺术

委员会副主任、藏族画家吾要来画插图并设计。《敦

煌》由著名敦煌学研究专家柴剑虹和刘进宝共同撰

写，是一本讲述敦煌历史溯源及其文化艺术发展的普

及读物。《敦煌》采用毛边裸脊的装帧形式，整体的设

计元素及配色均提取于敦煌壁画。护封选取赭石为底

色，点缀石青，书脊半模切17 窟藏经洞，撕开露出底层

壁画，表现敦煌遗书的发现过程，增加阅读趣味。（穆）

浙江文艺社推出女性职场小说《傲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8月14日，由浙江文艺出版

社与天津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修订的知名作家白饭

如霜的新作《傲骨》在上海书展面市。浙江文艺出版社

副社长李明华，天津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CEO柯伟，

浙江闻艺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蒋莉、金海鸿出

席活动。《傲骨》以作者十多年的跨国集团管理和创业

公司CEO经历为蓝本，讲述了一场创投行业精英的逆

势成长和无声厮杀，中国创业公司在汹涌博弈中蓄势

崛起的时代缩影，为读者高度还原华丽与荣耀背后的

商界精英众生相，精准再现新生代创业者和企业高管

的朝气与锋芒。《傲骨》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小说，讲

述当代人尤其是女性的生存处境与心路历程，也有超

越现实的情节和令人惊讶的人生谶语，值得读者一品

再品。 （穆）

“语文太重要”丛书从根本上提高语文素养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

版社出版了“语文太重要”丛书。在上海书展上，著名语

文教师黄玉峰向读者分享语文教育的心得与看法。记

者了解到，这套由黄玉峰担纲主编的丛书共有9种分册，

分别为小学文言启蒙、小学现代文品读等。分册作者都

是来自于一线的语文教师，具有丰富的语文教学经验。

该套书的特点是简练、新鲜、生动有趣、深入浅出、学习

方便，是从根本上提高语文素养的角度编撰的。

又讯 8月18日，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黄玉峰担纲主编的“从陪伴到放手：复旦五浦汇”丛书首

发暨签售仪式在上海举行。该丛书由沪上名校复旦五

浦汇实验学校的资深教师编写，旨在通过名师讲解、精

题精练，为初中阶段学生提供精准指导，使其利用有限

的课余时间获得高效的学习体验。黄玉峰指出，该丛书

体现“陪伴”与“放手”相结合的理念。既有“手把手的施

教”，同时着眼“助人自助”。 （伊璐）

“小青春成长不烦恼”系列
让孩子获得面对成长的力量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8月14日，由中信·火麒麟、

上海市新华书店联合主办的“小青春成长不烦恼——著

名儿童文学作家谢倩霓读者见面会”活动在上海举行。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殷健灵出席活动。活动中发布的“小

青春成长不烦恼”系列图书共8册，作者集中描写了处于

青春前期的少男少女的生活，内容涉及同学间的友情、

对父母爱的感受、对未来的迷茫和畅想等，包含了温暖、

感动、困惑、成长等主题，是谢倩霓多年来重磅作品的集

中展示。

又讯 8月17日，由中信·火麒麟、上海市新华书店

联合主办的“让你爱上写作的128种创意思维——著名

儿童文学作家周锐读者见面会”活动在上海举行。著名

儿童文学作家沈石溪出席活动。活动中发布的“周锐幽

默大师获奖精品童话”系列共5种，包含作者的128篇童

话、128句名人哲理名言、128种创意写作思维。该套书

是作者40年文坛耕耘的结晶，作者用童眼和童心观察世

界，用独具特色的幽默笔触写出一个个让人大笑又饱含

深刻哲理的故事。 （伊 璐）

“博物之旅”丛书再添两位新成员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8月14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博物之美》和《兰花的第二个世纪》在上海举行新书发

布会。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总经理贺圣遂出席此次发布会并致辞，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报》总

编辑张晓凌，上海辰山植物园执行园长、科研中心副主任胡永红，《博物之美》作者兼《兰花的第二个世纪》主编薛晓

源出席活动并进行了对谈。《博物之美》汇集了作者薛晓源多年对博物学美学研究的成果和心得，《兰花的第二个世

纪》讲述了百年前的兰花发现及培育历史。这2本新书隶属商务印书馆的“博物之旅”丛书，目前已出版《发现最美

的鸟》《发现最美的昆虫》《发现瑰丽的植物》《发现奇异的动物》《天堂鸟》《世界良马》。

又讯 8月14日，由商务印书馆举办的主题为“两司马文史名著”活动亮相2019上海书展，著名史学家张大可向

读者分享了他对《资治通鉴》和《史记》的研究心得。今年5月，张大可与商务印书馆合作推出白话本《资治通鉴》，全

新的文白对照本《史记》也将发售。这两套书对以往一些版本的讹误进行了纠正，语言上以白话直译为主，辅以意译

或串译，力求信、达、雅，行文简洁明快，是人人都能读懂的版本。

8月17日，一场题为“翻译与创作：作家与翻译家的对话暨‘故译新编’新书发布会”的活动在上海举办，由

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故译新编”首批 10 种新书亮相上海书展。发布会上，商务印书馆副总经理王齐向嘉宾

和读者们展示了 10 种新书。许钧、毕飞宇、袁筱一、谢天振 4 位嘉宾以对话的形式，分别从翻译家、作家和翻

译理论家的角度，探讨了翻译与创作的关系。 （伊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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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8种精选图书18场活动
四川C位亮相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今年是四川首次作为主

宾省亮相上海书展，以“展示出版成果，传播巴蜀文

化”为主题，四川16家出版社、1家数字出版公司和

文轩在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集中参展。

“抢眼球”的熊猫形象、三星堆、九寨沟等特色元

素的展示，让四川出版展团成为亮眼的“C位”。四

川展团精选2468种图书进行展示，并筹备了18场内

涵丰富、各具特色、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全面展示

“振兴四川出版”战略取得的显著成绩和传承优秀巴

蜀文化取得的丰硕成果，读者们能与阿来、陈思和等

著名作家、学者近距离交流。

作为此次书展的重磅活动，开幕当天，中共四川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青宣布“第三极”图书出版工程

启动。据四川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新华文

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志勇介绍，2018

年四川省委宣传部首次提出“第三极”图书出版工程

概念，鼓励省内出版单位深入认识“第三极”文化，发

挥四川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挖掘出版资源，开创

“第三极”系列图书出版先河。新华文轩主动承担重

任，成立新华文轩“第三极”图书出版工程工作领导

小组，全力推进“第三极”图书出版工程实施。预计

2020年底，100种左右的“第三极”图书面世。作为

启动仪式的重要环节，四川文艺出版社与著名作家

阿来、四川美术出版社与著名学者康·格桑益希、天

地出版社与著名学者王仁湘分别签约。 （伊璐）

阿来《瞻对》将迎来第三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8月14日，著名作家阿来

与四川文艺出版社就《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

奇》一书的全新增订版在上海书展举行签约仪式，阿

来与四川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张庆宁共同签署合作协

议。据悉，全新增订版预计2020年出版。《瞻对》初版

于2014年，2015年6月推出平装增补版。此次新版，

阿来将做多方面的增补工作：新增数十条注释，对部分

文化性的名词做必要的解释，以帮助更广大的读者顺

畅阅读；新增起实质辅助作用的地图，以及数十幅展现

瞻对或者康巴藏族历史及文化的插图，除了珍贵的史

料价值，它们将有助于读者对内容有更具体可感的把

握；新增简明的瞻对历史大事纪，以便读者把握整体框

架，不至迷失于纷繁反复的历史段落之中。

又讯 8月18日，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网红

养成记》一书创作分享暨新书发布会在上海举行，作者

吴清缘与青年作家王若虚就该书的创作及当下娱乐

时代的“去标签”主义展开了精彩对谈。《网红养成记》

是一本让人了解“网红”的短篇故事集，共收录了8部

短篇小说。作者以辛辣、幽默、讽刺的语言抨击了当下

娱乐至上、流量当道的不良价值取向，揭秘了网络时代

娱乐圈的辛酸与规则，在貌似光鲜的外表下也许是不

为人知的丑恶。通过故事的形式，让读者反思今天我

们真正应该追寻的是什么，不是所谓的钱与名，而是一

步一个脚印儿努力得来的幸福生活。

8 月 18 日，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高原故

事：他们值得被看见”——“小马驹丛书”创作分享暨

新书发布会在上海书展举行，“小马驹丛书”的作者，

青海省儿童文学作家、格尔木市作协主席唐明与鲁

迅文学奖获得者，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著

名军旅作家王宗仁就高原故事写作展开了精彩对

谈。小马驹丛书是目前少儿文学原创领域比较难见

的反映高原儿童成长的现实题材作品。《带着我的小

马回草原》聚焦藏族生态移民家庭，《我的爸爸在云

端哨卡》则关注了边关军人家庭。 （伊璐）

《节气家书》探索自然界奇妙变化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8月17日，由四川新华发

行集团、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四川

科学技术出版社、二更旗下趣想国、春日山房共同承

办的“给孩子的自然之书——《节气家书》图书分享

会”在上海举行。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监王华光出席了此次活动。活动中，该书作者、春

日山房创始人、儿童自然教育推广人沈家智同读者

分享了与节气有关的人文自然知识，并引导读者发

现、探索自然界的奇妙变化。活动现场，沈家智首先

向观众分享了最能代表秋日节气的植物和动物，不

仅介绍了这些动植物的自然特征，还详细讲解了与

这些事物相关的人文历史知识。 （伊璐）

《漫话国宝》趣说国宝历史故事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8月17日，“与国宝一起，

邂逅中国传统文化——《漫话国宝》读者见面会”在

上海举行，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漫话国宝》作者、中

国传统文化新锐推广人杜莹带领孩子学习兵马俑、

丝绸之路、秦长城等历史知识点，讲述我国六大知名

博物馆馆藏重器及其国宝背后的有趣故事。《漫话国

宝》系列图书着眼时下文博热，立足儿童视角，以“国

宝访谈+幽默漫画”的趣味形式，解读有代表性的国

宝及其背后的故事，将四格漫画、通关小考卷和手账

页穿插其中，简单、幽默、精准地向小朋友介绍国宝

知识。丛书分为河南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中国

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和湖南省博物

馆6卷。 （伊璐）

汪汪队儿童安全年安全小顾问挑战赛
在玩乐中提升安全自护意识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由四川新华发行集团、新

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天地出版社、爱

丽丝绘本馆承办的“汪汪队儿童安全小顾问挑战赛”

于8月17日在上海展览中心开场。截至今年8月，

天地出版社在全国各地书城、图书馆、卖场和社区已

经举办千余场安全主题活动。在家长和小朋友的广

泛支持下，主题活动还将持续开展，为小朋友们带去

好玩又热闹的游戏，提高小朋友们的安全自护意

识。记者了解到，由天地出版社独家引进的“汪汪队

立大功儿童安全救援”系列图书，目前已出版4辑故

事书、2辑漫画故事书、逆商培养美绘本、中英双语

故事书、游戏书、贴纸书、涂色书、迷宫书、描红书等，

接下来还将继续推出更丰富的“汪汪队立大功”系列

其他图书。

又讯 8月18日，知名作家、编剧、资深教育媒

体人解淑平“青少年法治安全系列小说”新书分享会

在上海举行，该书由天地出版社出版。活动中，解淑

平与读者探讨了当下青少年遇到的法治问题，遭遇

坏人时的自我保护与应对措施。解淑平说：“在从事

法治安全教育工作中我发现，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当

下，结合青少年的特点和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

为青少年提供贴近学习生活实际、学生喜闻乐见的

法治安全书籍非常有必要，因此我用四五年的时间

创作了这套书。” （伊 璐）

“我的第一套拼搭科普书”系列图书
将科普与动手融为一体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8月17日，由四川教育出

版社承办的“我是科普小达人——动手从今天开始”

活动在上海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由四川教育出版

社有限公司与北京立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携手打造

的3D儿童手工拼搭书“我的第一套拼搭科普书”系

列图书。这也是双方联手打造的童书品牌——长颈

鹿亲子童书馆的首批产品。据了解，“我的第一套拼

搭科普书”系列是国内首套以科普知识和动手探索

为主题的科普童书，主要面向4～8岁的小朋友，着

力于锻炼小朋友的手脑协调能力。图书以动物、宇

宙飞船、机器人等为主角，包含许多精美的图画，是

科普知识与拼搭模型的绝妙搭配。 （伊 璐）

《〈格萨尔王传〉大全》
迄今最全的《格萨尔王传》藏文文库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8 月 14 日，《〈格萨尔王

传〉大全》（1~300卷）新书分享会在上海举行。中国

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资深格萨尔研

究者降边嘉措，著名藏族书法艺术家格芒·江白，新华

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监王华光，四川出版集

团运营总监罗红，四川民族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泽仁扎

西，四川美术出版社社长马晓峰等领导和嘉宾出席活

动。由四川出版集团策划、投资，喜马拉雅文库搜集、

整理，四川民族出版社及四川美术出版社联合出版的

《〈格萨尔王传〉大全》是有史以来最为全面系统地搜

集、整理、编排、出版《格萨尔王传》的文化工程，总计

1.3亿字，汇编成300卷精装本，成为迄今最全的《格

萨尔王传》藏文文库。该丛书已于日前出版。

又讯 8 月 15 日，四川美术出版社特邀中国唐

卡文化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四川大学艺术学

院教授康·格桑益希在上海举行了《藏族美术史》一

书的创作分享会。该书是“第三极”图书出版工程

的重点项目，王华光、马晓峰以及藏学界、美术界嘉

宾参加了分享会。《藏族美术史》是系统论述藏族美

术发展史的大型艺术专著，全书计划 160 万字，图

片300幅，拟于2020年出版。

8 月 15 日，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藏族书

法艺术》新书发布会在上海举行。该书是以藏族书

法艺术家格芒·江白数十年收集藏族文献书法字

体，历时四年创作的《藏文书法艺术长卷》为底本而

编辑的一部藏文书法作品集。长卷原作长267米、

宽0.86米，收录了西藏象雄时期和吐蕃时期到目前

为止的190种不同的藏文字体，内容包括吞弥·桑布

扎大师所著《三十颂》《音势论》和琼布玉赤大师所著

《笔论大纲》等。 （伊 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