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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行动

广西师大社：中日马克四地联动出版平台启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月16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日马克（中国、日

本、马来西亚、克罗地亚）四地联动出版平台在上海国际童书展正式发布，首个

联动出版项目《错了？》多语种新书在现场进行全球首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黄轩庄表示，广西师大社集团

将整合中日马克四地优质资源和优势，联合日本树立社、马来西亚亚洲智库等

海外战略合作机构，建设四地联动协同出版平台。广西师大社中日马克四地联

动出版平台将主要聚焦图书出版、国际版权贸易、作者经营、文化交流等方面的

内容，由出版社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桂林魔法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运营。

启动仪式上，平台首个联动出版项目《错了？》中日马克四国多语种图书集

中亮相。该书入选2017年第26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2018年博洛

尼亚国际童书展主宾国插画展，获评2017年“中国最美的书”。新书发布后，黄

轩庄、美国艾伯特·惠特曼出版社总裁约翰·夸特罗基、中国台湾摩课网络讯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惠贞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携手探索联动出版资

源的数字化发展以及全球多国家多地区立体化运营。广西师大社、艾伯特·惠

特曼出版社将精选双方优质图书选题，互通图书版权，经摩客网络讯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数字转化，实现多地联动融合发展。

又讯 11月17日，博洛尼亚插画展评委之一、博洛尼亚插画展50周年50位

大师之一，克罗地亚图画书作家、插画家、雕塑家薛蓝·约纳科维奇，受邀出席

在本届CCBF。由薛蓝首度与中国图画书作家刘奔合作原创的图画书《飞飞飞》

在中国童书联盟展位举办新书发布会。现年58岁的薛蓝·约纳科维奇，曾3次被

提名、2度入围国际安徒生大奖。与薛蓝充满色彩与叙事节奏感的图画相呼应，

《飞飞飞》的文本读起来简单而充满韵律感。目前薛蓝·约纳科维奇已经出版中

文简体版图画书22种，均由他的国际出版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魔法象童

书馆出版。 （林 致）

长江少儿社：长江绘本研究院揭牌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月15日，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的“读经典的

书，做有根的人——《百年百部》上海籍作家阅读分享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

行，上海籍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秋生、赵丽宏、沈石溪、周锐、郑春华、殷健灵等

“组团”亮相现场，为大小读者把脉“经典阅读”。“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

系”是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大型儿童文学经典丛书。它精选20世纪

初至今百余年间的120多位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120多部优秀儿童文学原创作

品，是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作品的集大成出版工程。

11月17日，“《百年百部中国儿童图画书经典书系》新书首发式暨‘长江绘本

研究院’揭牌仪式”举行。活动由长江出版传媒集团、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集团）

有限公司、悠贝亲子图书馆联合主办。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特聘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图画书创作研究中心主任陈晖为“长江绘本研究院”专

家委员会主任，聘请国家图书馆少儿馆馆长王志庚为“长江绘本研究院”首席顾

问。“长江绘本研究院”将组织国内图画书领域的顶尖专家学者，开展图画书出版

相关细分领域研究工作，为原创图画书出版发展提供支持，搭建图画书出版资源

聚合平台，打造图画书出版研究高地。此外，“用图画致敬经典——《曹文轩画本》

新品发布会”也是此次书展长少社的重磅活动。曹文轩亲临现场为《曹文轩画本》

的两大重量级新品——《曹文轩画本·草房子（精装典藏版）》以及《曹文轩画本·根

鸟》揭幕。“曹文轩画本馆”是长少社2014年开始推出的重要产品线，迄今已出版

“曹文轩画本·草房子”9册、“曹文轩画本·中短篇小说系列”9册。活动现场，《曹文

轩画本·根鸟》首次亮相。《曹文轩画本·草房子（精装典藏版）》则是“曹文轩画本

馆”的首个精装产品，全景展示曹文轩笔下的油麻地。 （林致）

“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获奖书系”第四辑首发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 月 16 日下午，“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获奖书系”第四辑（《国王先生》《如果我是市长》《灰姑娘》《塑料岛》《一天》

《啊，颜色》）在上海国际童书展上举行首发式，6本荣获BIB大奖、金苹果奖、徽

章奖的世界顶级绘本首次与国内读者见面。这也是“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

年展（BIB）获奖书系”自2016年以来连续4年在上海国际童书展上举行首发式。

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高洪波，布拉迪斯拉发国际

插画双年展（BIB）国际委员会主席苏珊娜·加洛索娃，资深出版人、著名儿童文学

作家刘海栖，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方卫平，英国青少年图书协会主席杰克·侯普，国

家图书馆少儿馆馆长王志庚，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克文、安徽少

儿出版社社长徐凤梅、四川少儿出版社社长常青、青岛出版社副总编辑刘蕾，著名

插画家朱成梁、郁蓉、陈泽新、王祖民等出席了新书首发式。与会嘉宾围绕“布拉

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BIB）获奖书系”的引进出版对国内原创图画书发展繁

荣的促进意义、图画书的艺术特点和发展趋势深度研讨。新书首发式由山东教育

出版社社长刘东杰主持。山东教育社打造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BIB）

获奖书系”是国内首次获得BIB官方授权并成系列引进出版的高端绘本童书系列。

为充分利用好BIB这一国际性优质文化品牌，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山

东教育社承办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BIB）中国巡

展”首展开幕式16日将在济南山东书城举行。 （林致）

第二届“曹奖”获奖作品发布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第二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获奖

作品新闻发布会于11月15日在上海举行。第二届“曹文轩

儿童文学奖”共有5部长篇佳作、5部中篇佳作和9篇少年佳

作入选。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汪政代表“曹

文轩儿童文学奖”组委会宣读了获奖作品名单。王泳波代表

评委会报告首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出版成果、第二届“曹

文轩儿童文学奖”征稿情况及评审过程。长篇小说佳作奖获

奖代表杨娟发表创作及获奖感言。著名学者、翻译家汪海岚，意大利作家代表

皮尔多曼尼克·巴卡拉里奥对“曹文轩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表示祝贺与期待。

据悉，第二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书系预计将于2020年江苏书展

期间由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

又讯 11月15日，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在CCBF现场举办“文学和艺

术的对话——《幸福在哪里》新书首发暨图书推广会”。波兰驻上海领事馆副

领事宝琳娜，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姚红，英国翻译家

汪海岚，加拿大文化外交与创意产业官员黄悦，耕林童书馆总编辑敖德，苏少

社总编辑谢红、副总编郁敬湘等出席活动。《幸福在哪里》是苏少社引进自波兰

的精品图画书，曾荣获2018年德国国际青少年图书馆“白乌鸦奖”。发布会现

场，甜美的朗读、活泼的配乐、富有视觉冲击力的图画，点燃了现场观众内心对

幸福的向往。 （林 致）

新世纪优秀原创校园小说征稿启动 奖金60万元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月16日，新世纪出版社在CCBF现场举办了新世

纪优秀原创校园小说征稿活动新闻发布会。出席发布会的嘉宾有孙建江、伍美

珍、苏梅、王轶美、肖云峰，以及新世纪社社长姚丹林和总编辑王清等。

会上，新世纪优秀原创校园小说征稿活动正式启动。此次征稿活动以“书

写纯真，放飞理想”为主题，评奖将由初审、小读者审读、专家评审和网络公示4

个程序组成，共发放60万元奖金。征稿篇幅为5万~8万字的长篇小说，要求作

品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相结合，弘扬社会正能量，符合广大儿童读者的阅读

兴趣。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面向儿童文学作家征稿优秀作品，这次活动将进一

步贴近少儿读者，让少儿读者“从阅读到创作”，以优秀征稿作品为举措，选出儿

童阅读大使，组织全国各地的小学生参与并加盟活动。后续，更会与传统媒体、

新媒体等合作，通过收集和发表少儿读者读后感、收集和发表读者朗诵作品片

段等形式，进行读者与作者的双向互动。

又讯 由广东新世纪出版社推出的“文学家风”系列丛书在上海童书展首发。

分享环节，丛书编者邀请父女们做客，参与访谈，回答读者关心的有关“成长”“创

作”“亲子相处”等问题。该套系另辟蹊径，从“文学”与“成长”的角度切入，请4对

父女基于他们的成长、他们的家庭创作了4本“家书”。引人注目的是，“文学家风”

所邀请的这4对父女都是作家，其中父辈作者皆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大家，子女

辈作者皆为80后、90后青年作家。他们分别是创作《80%的完美爸爸》的董宏猷与

董菁，创作《爸爸的两个童年》的常新港与常笑予；共著《闲聊也是正经事》的孙建

江与孙雪晴以及共著《遇见文学的少年妙不可言》的孙云晓和孙冉。 （林致）

全球畅销书作家皮尔多梅尼科·巴卡拉里奥亮相书展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月16日，全球畅销书作家皮尔多梅尼科·巴卡拉里奥，于上海世博展

览馆举行了“侦探也曾少年时——‘夏洛克·福尔摩斯前传’作品分享会”。该分享会是CCBF国际

作家节活动之一，明天出版社协办。

“夏洛克·福尔摩斯前传”系列图书由明天出版社出版，目前已出版11册，由来自意大利的知名

畅销书作家皮尔多梅尼科·巴卡拉里奥，以故事亲历者艾琳·艾德勒的视角创作而成。这套书讲述

了风靡全球的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少年时候的故事，书中的夏洛克，搭档“怪盗绅士”亚森·罗

宾、“女神”艾琳·艾德勒，以揭秘艾琳·艾德勒的身世为主线，破获了一系列波谲云诡的案件，每一个

故事都悬念迭起，令人着迷。

活动开始，首先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小读者们录制的视频，视频中的他们，手捧“夏洛克·福尔

摩斯前传”系列图书，表达了自己对福尔摩斯、对丛书的喜爱，并预祝他们崇拜的皮尔多梅尼科·巴

卡拉里奥图书大卖。接着，受邀参加作品分享会的几位“cosplayer”上线，他们共同演绎了《夏洛克·
福尔摩斯前传——黑衣夫人》中的片段，完美重现了三位主人公的经典出场，以及他们如何成为死

党、一起开动脑筋，共同破解谜案。在与小读者的互动环节中，皮尔多梅尼科·巴卡拉里奥结合小读

者们的阅读思维，进一步深入浅出地讲解到自己创作这套作品的理念。 （林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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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目前童书市场生机勃勃，已成为中国出版最有

亮色的板块。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儿童人口突破

了 3 亿，童书占比也从 2012 年的 15.27%上升到

26.25%，相比于社科、文学、科技等9大类图书增量，

儿童图书更是以年增长26.25%的速度稳居榜首。

11月14日，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少儿读物发行

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发协少发工委”）成立大会

暨第一次全体会员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由少年儿

童出版社承办。会议听取了筹备组筹备工作情况，

宣读了成立中发协少发工委的决定。审议并通过了

《中发协少发工委工作条例》《中发协少发工委选举办

法》，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发协少发工委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中少总社社

长孙柱任主任委员，中少总社常务副社长郝向宏、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学校图书

装备分会理事长常汝吉、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冯杰等16人任副主任委员。

在成立大会上，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副局长董伊薇肯定了中发协少发工委的成

立对我国少儿出版发行事业的深远意义，并对中发协少发工委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和期望：一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履行新的使命担当；二是坚持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传播文化“正能量”；三是坚持深化改革，激发少儿出版发行活力；四是坚持守

正出新，为少儿出版发行积极探索新路径。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理事长艾立民表

示，中发协少发工委的成立应运而生、恰逢其时，填补了发行领域专业社团组织的

一项空白，对于提升少儿阅读质量、规范少儿图书市场、实现少儿出版发行事业的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后要以全国范围内具有优质少儿出版发行资源的

出版社和发行单位为主体，以提供优质内容和高质量发展服务为己任，理顺发行

体系渠道，搭建起出版社、教育机构、作者、家长之间的直通桥梁。上海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认为，中国少儿文学创作和少儿期刊图书出

版，要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今后必须更积极主动吸收外来壮大自己，更好更

多更有效地把中国原创作品推向世界。

此次当选的中发协少发工委主任委员、中国少

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孙柱表示，中发协少发工

委的使命神圣而光荣、任重而道远，少儿出版发行事

业的发展需要全体成员单位团结协作、共同发力。

委员会将搭建起更完善的供需信息交流平台，建立

行业性的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分类分级标准，健全少

儿图书发行规范要求，从发行环节入手规范少儿图

书宣传等工作，抵制价格战等不良竞争行为，竭力促

进少儿图书出版产业优质资源的整合，统一市场营

销行为规范，推动少儿读物市场的健康发展。他还

表示，委员会将落实行业性少儿阅读大数据系统在

发行推广中的应用。提升成员单位在发行中的精准度，指导读者购买读物的方式

方法。新时代少儿出版发行工作不再是单打一的形态，而是向复合型方向发展。

通过和教育等相关领域的积极融合，增加产品形态，优化渠道资源。

记者了解到，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成立于1991年3月，是中宣部主管的全国

性出版物发行行业非营利性社会团体。中发协少发工委是中发协的专业工作

机构，接受中发协的领导、监督和管理，联系全国从事少儿书刊出版与发行的会

员单位，致力于促进少儿出版发行业务健康有序发展，促进少儿出版的融合发

展。此外，中发协少发工委从筹备开始，就在慎重思考委员会构成。一方面考

虑专业少儿社，另一方面考虑在少儿书刊发行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综合社、教育

社和美术社等。民营机构也已经成为少儿书刊发行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

在主任、副主任会员单位中，可以看到既有中少总社、上少社、明天社、安少社、

接力社等专业少儿社的负责同志，也有大百科社、人美社等国字头出版社的领

导和大连出版社等地方出版社的领导，还有黑龙江同源、世纪天鸿、重庆润知远

洋三家在少儿出版发行领域表现优异、并为中发协的发展做出积极工作的民营

公司。另外为了更好地开展馆配、书目推荐等工作，中发协少发工委还专门邀

请中国教育装备协会学校图书装备分会加入委员会。

●产业热点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本届 CCBF，湖南少

年儿童出版社举办多场活动，除了涵盖新品“小

黑与大白”系列原创图画书，还特别设计了摄影

绘本和最新“冒险”儿童文学的分享环节。

“小黑与大白”系列原创图画书是青年艺术家

陈可嘉首次创作的图画书，该书用一个简单而温

暖的故事，为孩子们讲述了一只小黑猫的成长历

程。11月16日活动现场，演员蒋勤勤、林心如、张

嘉倪等多位明星妈妈或爸爸发来视频祝福。知名

作家琼瑶也专程发来视频祝福自己的孙女陈可

嘉。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责任编辑吴蓓为现场的

小读者介绍了《小黑与大白》的故事内容。作者陈

可嘉与小读者们分享了自己爱上绘画的始末经

过。陈可嘉还与现场小读者互动，涂色绘画，拼贴

出小黑与大白的成长轨迹图。

11 月 16 日，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举办的

“创意，一场别样的冒险——《动物园大冒险》读

者见面会”同样人气爆棚。《动物园大冒险》作者

约书亚·戴维森，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周锐，2019陈

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获得者、儿童文学作家刘海

栖，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者孙建江，

《好儿童画报》资深编辑王轶美，湖南少年儿童出

版社副社长吴双英等出席活动。

活动现场，约书亚·戴维森、周锐、王轶美就

“关于创造力与想象力对孩子写作的重要性”进

行深入探讨。游戏互动环节，约书亚·戴维森向

小读者介绍了《动物园大冒险》的创作过程。《动物园大

冒险》讲述了男孩威尔无意进入一个神秘入口，来到暗

夜动物园的奇妙世界，与伙伴莉娅、长颈鹿侦探开启了

一场又一场不可思议的冒险。

此外，每个孩子都是小小探索家——《安雅的奇幻

旅行》摄影绘本分享会吸引了众多小读者驻足。《安雅的

奇幻旅行》是湖南少儿社引进自美国兰登出品畅销摄影

绘本系列，在美出版后广泛好评。 该社副社长吴双英，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教授陈晖

与职业翻译家、作家梅思繁，著名作家简平在现场进行

了座谈，对摄影绘本进行概念解读，也结合理论对《安雅

的奇幻旅行》的艺术性和可读性进行了分析。活动现

场，面塑专家倪红霞带领小朋友进行创意阅读，将讲故

事和面塑结合起来，现场气氛热烈。 （林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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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月16日，由浙少社

主办的“中国原创绘本精品名家新作分享会·签

售会”在 CCBF 现场举行。浙少社社长汪忠致

辞，资深绘本编辑、作家唐

亚明，小活字国际总经理

汪家明应邀参加。嘉宾们

围绕“绘本推荐的适读年

龄需要严格遵守吗？”“市

场上的绘本品类繁多，家

长如何选择？”“在儿童阅

读过程中，为什么家长的

参与很重要？”等话题进行

深入探讨，为现场的家长

朋友们答疑解惑。

“中国原创绘本精品”

系列是浙少社多年来深耕的一条重要的原创产品

线。此次浙少社联合小活字出品了4本新书《肉包

子和铁包子》《妈呀！老虎来了！》《妈妈你在哪儿》

《我家有恐龙》。活动现场，唐亚明围绕4本新书，

从自己多年的绘本编辑和创作经验出发，与大家

分享自己创作和推广中国原创绘本的经历。

同日下午，2018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

“海龟老师”系列读者见面会在浙少社展位举行。旅德

作家程玮、儿童文学作家彭学军、海归老师吾康出席见

面会，并就“海龟老师”的相关话题展开热烈对谈。程玮

向到场的读者介绍了创作“海龟老师”系列的初衷。接

着，嘉宾们分别选出了“海龟老师”系列中最喜欢的一个

故事和印象最深的角色，与现场读者进行分享。活动还

请到了宁波市蓝青小学阅读推广组组长吾康。吾康表

示，“海龟老师”系列深受小学中低年级孩子的欢迎，并

结合真实的小学校园生活，谈了自己对“海龟老师”系列

和中国教育现状的看法。

著名京剧演员王珮瑜及其团队瑜音社亮相本届

CCBF，给展会带来一抹别样的京剧色彩。《瑜老板三分

钟京剧小灶》是浙少社推出的轻漫画读本，用幽默诙谐

的方式介绍了16部京剧戏迷必看剧目。《天天有戏》台

历则于近期“新鲜出炉”，制作精美，内页京剧知识点密

集。瑜老板的出场在现场掀起一个小高潮，还有不少铁

杆粉丝得知活动消息后专程赶来。活动现场，瑜老板不

仅分享了自己传播京剧的心路历程，还专门请来了自己

的教学团队，为现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身段表演及《卖

水》《红灯记》等经典唱段。

此外，浙少社还携手知名儿童文学作家、畅销书作

家杨鹏，举办了《装在口袋里的爸爸（漫画版）》新书发

布会。杨鹏作为浙少社重量级的畅销书作家，其《装在

口袋里的爸爸》全品种总发行量已突破2400万册。此

次书展杨鹏带来了他全新的10册《装在口袋里的爸爸

（漫画版）》。此次的漫画版系列图书立足打造中国原

创漫画精品书系，覆盖的年龄段更广，想象依旧，幽默

加倍。 （林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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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林致中发协少发工委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