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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温珮滢

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在喜迎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全国出版界

以不同方式向祖国“表白”。“我和我的

祖国”不仅是一句歌词、一个口号，更化

作一项行动，一分真情，构成一幅幅动

人的画卷。

主题图书唱响新中国昂扬旋律

波澜壮阔七十载，砥砺奋进新时代。

主题出版物服务党和国家大局，围绕不同时

期主题主线，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

方方面面，成为出版界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的重头节目。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全国百家书城

联合开展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展示展销活动。

9月20日~10月10日，长三角三省

一市书业行业协会联手上海书城福州

路店、江苏凤凰南京新街口店、杭州市

新华书店庆春路购书中心、安徽图书城

四地书城，首次推出主题出版物联合展

销，集中展示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反映新中国成立70年

来伟大实践和成就的精品力作。上海的联合展销活

动在上海书城福州路店、光的空间新华书店、上海古

籍书店、思南书局、博库书城宜山店等上海全市16个

区30家实体书店举行，得到上海市促进全民阅读办

公室的支持。

新华文轩线上销售平台文轩在线分销部联合四

川省内外民营实体书店重点客户，开展“国庆阅经

典 书香伴长假”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展示展销活

动，设立专区展台，布置统一设计的横幅、海报，向读

者集中推荐重点主题出版物，组织形式多样的宣传

推广活动并给予购书优惠。活动从9月23日持续到

10月13日，数十家民营书店参加。

坐标移向天津——从与共和国同龄的天津市

和平路新华书店，到“老字号”东北角新华书店，从

党建读物书店到海光寺图书城，天津各区新华书店

门市不仅将主题图书摆在突出位置，还以鲜艳的红

星红旗和色彩夺目的鲜花装点，营造出浓郁的节日

氛围。作为推进全民阅读的主阵地，天津市新华书

店和天津图书大厦组织各类型文化活动，9月29日

~10月7日期间，同时举行全场8.5折惠民活动。天

津图书大厦还组织了“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和“爱祖

国·爱天津”儿童集体长卷绘制等系列互动体验。

阅读推广活动让读书“最美”

阅读，是支撑梦想前进的力量。喜迎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各地纷纷开展读书惠民活动，以阵阵书香、琅

琅书声为祖国庆生。

“让更多的人遇见更好的书”——凤凰出版传

媒集团发起“燃情三行诗·礼敬新中国”大型全媒

体活动，活动在江苏省 13 个城市同步展开，用朗

读微型诗体“三行诗”的方式，为新中国喝彩。

9 月16 日起，河南省新华书店策划“最美读书

声十二时辰·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活动，在河

南全省范围内发起了进军营、进街道、进医院、进

书店、进乡村、进福利院等阅读进基层活动，走访

省内各行各业、各个角落的读书人，记录了 12 位

“最美读书人”的阅读故事。山区的留守儿童把

对父母的思念寄情于诗人的五言绝句，街道的清

洁工人让城市的喧嚣隐匿在作家的散文里，朝九

晚五的白领把不甘平庸的决心筑进伟人的传记

……一张张笑脸面对手中的书饱含深情，一个个

故事记录着新中国各行各业闪闪发光的灵魂。

9 月24 日，河北省石家庄市委宣传部主办、石

家庄广播电视台承办“书香筑梦 礼赞祖国”——

2019 石家庄全民阅读活动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音乐诗会。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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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历程辉煌成就——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9

月 23 日在北京展览馆开展。展览采

用编年体形式，全方位回顾新中国成

立 70 年来的光辉历程，分为“序厅”

“屹立东方（1949 年~1978 年）”“改革

开放（1978 年~2012 年）”“走向复兴

（2012 年~2019 年)”“人间正道”五个部

分。正值国庆节，展览吸引了大批参

观者。

近日，记者在北京展览馆感受成就

展的丰富内容、厚重内涵，并重点寻找

那些与出版有关的元素。出版业既是

新中国 70 年发展进步的有机组成部

分，也是 70 年辉煌历程的忠实记录

者。记者注意到，出版业成就在展览

的各个部分均有体现，既贯穿整个 70

年发展历程，又有相对集中的主题展

示，以一批有分量、有特色的出版物向

祖国献礼，看点多多。

看 点 一

马列著作和历任领导人
著作打开“思想之窗”

马列著作的出版，让中国先进分子

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

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1955 年 12

月，《列宁全集》中文版开始分卷出版；

1956 年 12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开始分卷出版。

为梳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接受和发展，北京大学于 2015 年启动

《马藏》编纂与研究工程，2019 年由科

学出版社出版，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学理研究和学术探讨、增强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和文化自

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

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重要讲话

和学习读本，是新中国各历史时期执

政思想方略的集大成之作。1951年10

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改

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

选》《胡锦涛文选》分别于1983年、2006

年、2016 年出版发行。由外文出版社

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于

2014 年出版发行。截至目前，该书第

一卷已翻译出版28个语种、32个版本，

第二卷已翻译出版 10 个语种、12 个版

本，畅销1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

6月，学习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学习纲要》，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

述。可以说，这些著作的出版，打开了

一扇让世界认识中国和中国领导人的

“思想之窗”。

展览中还展出了 2010 年由中共

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

史》第一卷、第二卷，2016 年由中共党

史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出

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这些党

史出版物，全面展示了党的奋斗历程、

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宝贵经验和伟大

成就。

（下转第4版）

北京阅读季诵读诗会忆峥嵘岁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诵中华经典，抒爱国情怀。近日，伴随着著名配音

演员吴俊全深沉有力的诵读之声，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广联有声阅读委员

会打造的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岁月流声——听，祖国的变迁”诵读诗会如

约而至，带观众追忆新中国成立70年的峥嵘岁月。

“岁月流声——听，祖国的变迁”诵读诗会是“阅享北京，阅爱中国”第9届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阅读活动之一。活动邀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广播电视台等主持人和文化名人，共同朗读经典篇

章。诗会以“铿锵脚步”“赤子之心”“逐梦之光”三大篇章穿越历史长河，用具时

代感的诗篇，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奋斗历程。 （晓冬）

●图片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出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新中国的

成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

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是近代以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里程碑，中华

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为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突出反映党

领导人民探索、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及其重大理

论、制度创新成果，充分展示新中国成

立70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

明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

祖国统一、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取

得的辉煌成就，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共

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伟大力量，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

进取、开拓创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满怀信心继续把新中国巩固

好、发展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

不懈奋斗，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党史和

文献研究院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事记（1949 年 10 月~2019 年 9 月）》，由

人民出版社出版。

《大事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

“新中国建设和发展”这一主题，记述

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以毛泽东同志

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

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以巨大政治魄力和坚定决心接力

推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历程，

突出反映党领导人民探索、开创、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及其重大理论、制度创新成果，充分展

示新中国成立 70 年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

“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外交、党的建

设等各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

《大事记》的编辑出版，将有助于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加深刻地认识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伟大力量，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开拓

创新，满怀信心继续把新中国巩固好、

发展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

懈奋斗。 （晓东）

领读者大会以中外视角解读“儿童阅读与未来”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9 月 27 日~

28日，由新教育研究院新阅读研究所主

办，西安高新第一小学承办的2019领读

者大会在西安举办，会上同期启动“中

国阅读三十人论坛”。此次领读者大会

盛邀中外阅读研究与教育实践专家，围

绕“儿童阅读与世界未来”主题，面向全

国各地近500名教师和阅读推广人进行

主题分享，并发布《中国大学生基础书

目》和《中国领导干部基础阅读书目》。

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新阅读研究所创办

人朱永新作《未来家校里的儿童阅读》

主题报告。新阅读研究所所长梅子涵致

辞。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

中国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首届联

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杨佳、国

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副主席凯瑞·布

洛克和阿纳斯塔西亚出席大会。

据了解，此次启动的“中国阅读三十

人论坛”是由朱永新、邬书林、聂震宁、王志

庚、王林、张明舟、梅子涵、童喜喜、窦桂梅

共同发起的跨领域高端学术团体，是非营

利性民间独立智库，专注于国内阅读问题

研究，推动全民阅读深入持久开展。第一

届成员还包括韦力、白岩松、杨佳、俞敏洪、

曹文轩、魏玉山等。活动现场举办“中国

阅读三十人论坛”互动沙龙。

领读者大会已连办4届，此次重点

在中外视角下解读“儿童阅读与世界未

来”，既有窦桂梅、李西西、郭明晓、杨

佳、梅子涵等围绕阅读教学理念、推广

价值与实践路径进行的解析与示范，也

有韩国南怡岛插图奖组织委员会主席

闵庚宇、尼泊尔当代出版社和当代媒体

研究中心总裁凯兰·高塔姆、日本国际

纸芝居协会项目主管野坂悦子等来自

俄罗斯、南非、日本、尼泊尔、韩国、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的专业人士围绕国外阅

读推广实践所进行的主题报告。

新阅读研究所副所长、语文特级教

师丁筱青，新阅读研究所副所长余雷，全

国金话筒奖得主新月主持大会。 （颖）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70年 大型成就展 精品出版物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陈 莹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9月27日，

在江苏扬州市举办的“2019 年世界运

河城市论坛暨世界运河大会”开幕式

上，国家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江

苏省省长吴政隆为《中国运河志》新书

揭幕，首部中国运河通志问世。

《中国运河志》是“十三五”国家重

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

金资助项目，由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

团策划并投资 1000 余万元，江苏凤凰

科学技术出版社组织编纂出版。该志

自 2012 年启动，复旦大学邹逸麟教授

领衔的国内100 多位运河专家学者历

时 8 年倾力编纂而成。全志共 9 卷 11

册、1400 万字，采用方志体例、以分类

叙事的方式全面记述中国运河历史文

化，是有史以来第一部运河通志。

据悉，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将

围绕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持续建

设运河出版品牌。 （禾）

首部中国运河通志《中国运河志》问世

学校教学与研学实践 融通共建亟待“体系化”破题 P2

多维立体化自然生态研学实践 让教育自然发生 P3

3问新时代书店设计与运营 P5

秋天，与好书相遇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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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阅兵式、群众游行10月1日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并检阅受阅部队
壮阔七十载，奋进新时代。10月1日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20余万军民以盛大的

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欢庆共和国70华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并检阅受阅部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庆祝大会。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赵乐际，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

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

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0月2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综合新华社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