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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旅游主题深度提质细分板块

区别于其他综合性书展，海南书博会以“全球

价值链视角下的旅游出版”为主题，多维度探索旅

游图书出版的“高峰”发展。

在“出版+旅游”这一主题之下，海南书博会充

分展示了出版旅游产品成果。此次，除中国地图

出版集团、北京出版集团京版梅尔杜蒙（北京）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等旅游图书的优势出版力量展示

了大量相关图书之外，接力出版社等也重点展示

了与旅游相关度较高的图书。享誉世界的“孤独

星球”这次带着在中国出版的全系列丛书参展，成

为一大亮点。

值得一提的是，海南书博会还联合中国出版协

会书籍设计艺术委员会，邀请以吕敬人为代表的9

位中外书籍设计大师，共同发起“第一届中国最美

旅游图书设计大赛”，这也是此次书博会设置的唯

一专业奖项。书博会现场举办了“第一届中国最美

旅游图书设计大赛”颁奖仪式。通过赛事，聚集专

业资源并进行延伸和深度盘活，将在很大程度上推

动旅游图书的专业发展。

海南省委宣传部与北京出版集团京版梅尔杜

蒙（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就《杜蒙阅途—海南》

图书合作项目签约，为了让“杜蒙·阅途”系列图书

得到完美呈现，京版梅尔杜蒙还与凯撒旅游集团共

同打造主题游、文化游、深度游，通过凯撒旅游集团

将《杜蒙阅途—海南》延伸为高端文化旅游产品。

跨界合作推动融合发展

海南书博会力求搭建一个以书为媒、跨界整合

资源的国际化合作交流平台，为出版业提供跨界创

新转型、促进供需精准对接的蓝海。

在“旅游图书+”概念之下，海南书博会致力于

推动跨行业、跨领域、跨国界的合作交流。书博会

以“为出版社提供跨界资源配对服务”为理念，聚合

了互联网、旅游、文创、影视、动漫、游戏、人文空间

等跨界品牌资源。除黑龙江出版集团、湖北长江传

媒集团、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商

务印书馆、人民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湖南

少儿出版社等大量出版企业外，极致玩家、逗鹅漫

画、吉客优创等也纷纷亮相。相关负责人表示，这

对丰富海南出版传播方式，延长海南出版产业链、

拓展价值链，加快出版产品与旅游等其他行业产品

融合延伸转化，培育海南文化旅游新形态，提高文

化旅游品牌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探索意义。

为推动出版与跨界领域的深度交流，书博会组

织了“跨界·创新·融合——构建全球化视野下的阅

读文化共同体主题论坛”“自贸港背景下的网络文

学出版论坛”“出版人大讲堂”“国际出版人交流会”

等多场专业论坛。

继北京和上海之后，海南是国内第三个举办国

际性书展的省份，国际化成为海南书博会的一个重

要元素。此次书博会邀请俄罗斯作为主宾国，除考

虑中俄建交70周年等因素之外，还因为俄罗斯是

海南特别是三亚最主要的国际客源地。主宾国围

绕“历史悠久的俄罗斯民族阅读文化”开展系列活

动，俄罗斯文化旅游部门、出版专家及民间阅读组

织与国内读书组织进行深度交流与互动。此外，希

腊、挪威、韩国等国也参与到了海南书博会之中。

“阅读旅行”名片引领海岛生活新风潮

海南书博会力求打造海岛阅读旅行生活方式

嘉年华，引领阅读生活新风尚。

此次，海南书博会特别推出“风吹哪页读哪页”

阅读者嘉年华活动。作为本届书博会的高潮活动，

嘉年华充分呈现了“跨界·创新·融合”的主题，全程

包括中文独立博客“大内密探”海上直播，邀请了国

内顶级自行车车手张京坤、设计师吕敬人、歌手

Matzka等分享阅读故事；“流浪博物馆”现场、灵魂

之声乐队及哲学诗剧《后院故事+莎士比亚》进行

表演。

晚 上 ，在 沙 滩 音 乐 派 对 上 ，著 名 乐 队

Matzka&Mr.WooHoo、资深电子音乐人马海平演绎

了十分动感的音乐现场。主办方还借鉴了美国国

家图书馆大厅的陈设，特别在海滩上摆放了100张

书桌，布置绿色复古台灯，让观众驻足欣赏多元化

的人文艺术。

据悉，面向年轻一代爱阅读和爱旅游者推出的

名为“风吹哪页读哪页”的系列活动，是书博会的重

点设计。

未来，海南书博会将把这个源于三亚西岛“海

上书房”的口号进行IP化运营，希望为三亚打造一

张有影响力的城市文化名片。而在多元文化的交

流与合作、跨界资源的打通与共建中，海南书博会

也将成为海南中国特色自贸港重要的国际文化交

流平台。

首届海南岛国际图书（旅游）博览会

海南省委宣传部与地图集团京版集团签约合作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月16日，海南省委宣传部与中国地图出版集团在海南书博会上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将正式启动“中国国家人文地理”丛书海南省城市分卷的编纂计划，并将进一步从宣传、文化、旅游、出

版等多维度开展深入合作。海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莹出席签约仪式。

“中国国家人文地理”丛书是“十三五”国家重大出版工程。海南省城市分卷将通过人文和地理两个维度，

充分展示海南城市独特的历史文化、自然资源和生态文明建设、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等，既立足于海南又面向全

国和世界，进一步讲好海南故事，传播好海南声音，增强海南文化软实力，助推海南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和国

际旅游岛建设。

书博会上，“中国国家人文地理”丛书还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和“一本书，一座城”城市名片展。烟台、潍坊等

近50个城市齐亮相，在会场编织出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

又讯 11 月 16 日，海南省委宣传部与北京出版集团京版梅尔杜蒙（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举行战略

合作签约仪式。海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莹、海南岛国际图书博览会有限公司董事长徐茜、北京出版集

团京版梅尔杜蒙（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雯雯等出席。

据悉，双方合作涉及旅游图书定制、主题出版、海南风物摄影展等多种形式，未来将联合主流媒体、新媒体

等进行线上、线下全渠道宣传推广，并通过“DUMONT”等享誉全球的旅游出版品牌，将海南纳入“杜蒙阅途”系

列。双方还将紧紧围绕海南自由贸易港和国际旅游岛建设，整合各自优势资源，以融媒体和国际化为主要形式，

从宣传、旅游、出版、文创等多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开发宣传海南文旅资源。 （陌宇）

（上接第1版）

大咖汇聚海南书博会共论阅读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首届海南书博会主旨论坛“跨

界·创新·融合——构建全球化视野下的阅读文化共同体”11

月15日召开。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海南省委宣传

部副部长陈莹，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出版局局长

王楚宏，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何承伟，中国图书进出口（集

团）总公司总经理张纪臣，海南书博会主宾国俄罗斯埃克斯

莫出版集团塔拉索娃·尤利娅，俄罗斯塔斯社第一副总裁马

拉特·阿布尔哈金等出席。与会嘉宾就阅读文化在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发展对社会产生的影响、阅读文化在信息时代

发生的改变、阅读文化产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中国书业如

何应对阅读文化新时代等进行交流。

柳斌杰表示，构建阅读文化共同体就要发展高质量的

文化服务。一要发挥既有阅读空间的总体作用，同时依靠

社会各种力量来开拓方便人们阅读的多功能新空间；二要

利用好各国传播的平台，开创全民阅读的新模式、新阵地、

新渠道；三要持续推进书香社会的建设，营造良好的阅读文

化氛围；四要以文明互鉴为指导思想，推动海南岛和全世界

融合创造新文明。在沙龙环节，中国地图出版社LP项目部

总编朱萌、何承伟和知名作家韩少功、励展博览集团大中华

区总裁郑智生、凯撒旅游集团副总裁郑丹、中国外文局中外

翻译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顾巨凡等围绕传统出版行业蕴含

的巨大能量、跨界领域与顶级IP资源的深度合作空间进行

交流。 （陌 宇）

网络作家热议自贸港背景下
中国网络文学出海之路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月15日，“自贸港背景下中国

网络文学的出海论坛”在海南书博会举行。中国作协网络

文学中心、北京中外翻译咨询有限公司、海南版权局、海南

岛国际图书博览会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论坛

由海南省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办，海南

省网络作家协会承办。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

弘，中国外文局副局长方正辉，海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莹

等出席。匪我思存、唐家三少等18位国内知名网络作家与

31位海南网络作协成员，及阅文集团、掌阅文学、中文在线、

晋江文学等10家重点文学网站代表与会。

何弘表示，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网络文学从“有没有”、“多不多”向“好不好”、“精

不精”转变，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方正辉认为，要通过

加强中国网络文学的对外译介、推动对外出版业务转型创

新等来引领中国网络文学作品的国际传播。陈莹期待利用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海南书博会等平台，推进优秀网络文学

影视改编、IP开发，使网络文学与影视、动漫、游戏等产业联

动，推动形成自贸港新的文化业态。 （陌 宇）

中外出版人畅谈跨界创新融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 月 16 日，由中国图书进出口

（集团）总公司承办的中外出版文化交流座谈会在海南书博

会上举办。来自俄罗斯、波兰、乌兹别克斯坦等10个国家的

11位国际出版人、汉学家、翻译家与中方出版代表围绕“跨

界、创新、融合”主题进行深入文化交流。

俄罗斯科学出版集团副总裁奥列格·瓦维洛夫、波兰对

话出版社社长和创立人安德鲁·帕兹米斯、乌兹别克斯坦科

学院出版社社长纳扎罗夫·桑贾尔等在座谈会上介绍了各

自国家出版业的概况、与中国的出版合作情况及中国文化

作品在本国的翻译出版情况。《人民文学》韩文版总监金泰

成，意大利翻译家李莎，智利知名作家、编辑薇薇安·拉维

恩，蒙古国综合性出版社 Nepko 集团版权经理云娜，

Sinomedia媒体平台创始人兼 CEO安娜等出席活动。

商务印书馆、党建读物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海南出

版社等机构代表与国际出版人进行了深入交流。 （陌 宇）

星范儿朗读亭有待联合多方力量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外观采用中国风设计元素，内部

配备摄像机及完整的录音设备、普通话学习智能终端系统、

普通话学测评系统等的星范儿朗读亭，在海南书博会上受

到关注。参展人士纷纷体验AI普通话测评、普通话发音示

范、智能纠错、智能学习等功能。书博会现场，星范儿朗读

亭创始人刘兴好介绍了星范儿朗读亭的发展与产品特点。

刘兴好表示，朗读亭可以帮助读者用简单的方式去表达内

心的感情，感受文字和阅读的力量。他希望未来能够与更

多内容提供商、教育服务提供商等关联力量一起，推动星范

儿朗读亭的发展，共同推动全民阅读。 （陌 宇）

凯撒旅游深度探索文旅融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月17日，凯撒旅游在海南书博

会上向与会者分享了凯撒旅游在文旅融合发展中的开拓与

创新。据悉，作为一家有着深厚文化基因的公司，凯撒旅游

自创始之初，就坚持将文化元素引入产品研发。活动现场，

凯撒同盛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郑丹表示，凯撒旅

游自2018年以来围绕文化生活体验进行了诸多尝试，推出

由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教授的手作活动，上线非遗系列、

传统服饰、茶文化、艺术观展等特色文化体验课程。（陌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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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中国最美旅游图书”揭晓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 月 16 日，“第一届中

国最美旅游图书设计大赛”在海南书博会上揭晓，

1 名金奖、5 名银奖、20 名铜奖、5 名旅游读物创意

奖花落各家。海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莹、中国

出版协会书籍设计艺术工作委员主任刘晓翔、中

国出版协会顾问宋明昌、知名书籍设计家吕敬人

等出席。

大赛由中国出版协会书籍设计艺术工作委

员会、海南省委宣传部共同举办，是海南书博会

设置的唯一专业奖项，也是中国出版行业第一次

对旅游类图书设计评奖，吸引了 700 余种旅游书

参评。

《风吹哪页读哪页——第一届中国最美旅游图

书设计大赛优秀作品选》已由海南出版社出版。

（陌宇）

百位国际插画师作品海南竞秀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月15日，作为海南书

博会一项具有国际标准的重要展览，“每个插画家

心里都住着一个孩子——国际插画家百人展”在海

南书博会上开幕，旨在为出版社童书出版及绘本创

作提供优秀的插画师和插画资源。展览展出了100

位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插画家作品，其中不乏在插

画、绘本、编辑、出版等方面做出卓越成就的业界前

辈，也有不少代表中坚力量的年轻一代插画与绘本

创作者。

插画展举办期间，主办方还举行多场沙龙论坛

解秘插画之美。插画师杨博、李旻以及德国DFI国

际设计新媒体学院讲师李坤结合各自的经历分享

了对插画创作的理解。知名绘本画家贵图子从构

思、取材、分镜到视觉呈现，为观众讲述故事绘本

《与海洋的约会——绘本大船创作的秘密》的创作

过程，分享成长心路。绘本画家朱成梁，绘本画家、

江苏少儿社编审《东方娃娃》艺术总监王祖民与挪

威艺术家及出版人Svein Strksen展开对谈，探讨中

挪插画艺术的异同。 （陌 宇）

“一带一路”国际翻译大赛启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月16日，由中国翻译

协会主办、中国外文局北京中外翻译咨询有限公司

承办的“一带一路”2020国际翻译大赛在海南三亚

启动。中国外文局副局长方正辉、海南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陈莹、新世界出版社社长李春凯、海南岛国

际图书博览会有限公司董事长徐茜出席。

据悉，“一带一路”2020 国际翻译大赛以“沟

通‘一带一路’建设让世界读懂中国”为主题，以

海南省为大赛大本营，分为口译和笔译两种类

型，语种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比赛内

容涉及文化、学术、科技、时政等专业领域。方正

辉表示，要充分利用大赛的平台，汇集中外语言

人才，持续将大赛做深、做细、做出效果，加强中

外文化的交流。

又讯 同日，由新世界出版社、北京中外翻译咨

询有限公司共同策划的多语种系列丛书品牌“中国

有话说”启动，意在深入研究国外读者的需求，对外

宣传海南几十年来发展情况、发展道路，捕捉国际

读者的关注点、了解国际读者需求。

陈莹表示，为加快推进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建设，借助中国外文局重点推介的外宣品牌

“中国有话说”，以出版物为媒介，以语言为推手，以

强大的外宣传播实力为基础。通过推广海南最新

发展成果，讲述海南改革发展的故事，介绍海南与

众不同的特色，传递海南发展理念。 （陌 宇）

新书发布

海南社系列活动彰显东道主特色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月16日，由海南出版

社主办，海南来画科技文化有限公司、上汽大通房

车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南海大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协办的科技文创赋能融媒体出版——《海南新语》

《海南旅游完美指南》新书发布暨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举行，沙龙座谈与房车“移动书屋”展示相结合的

形式令人耳目一新。

《海南新语》以生动、形象、简洁、准确的文字配

以精美图片，彰显海南整体形象。《海南旅游完美指

南》是一本自助游指南，为读者提供吃、住、玩、购、

医、养、节等方面的信息。

11月16日，“南洋风”系列之《南洋船歌》新书

发布会在海南书博会上举行。

《南洋船歌》是作家蔡葩继口述历史作品集《有

多少优雅可以重现》（人民出版社）和《风从南洋来》

（海南出版社）之后推出的第三部南洋题材作品，海

南出版社将三部作品结集为“南洋风”系列。该系

列丛书内容覆盖了海南南洋文化的历史文化探究、

古城建筑底蕴、风土人情等方面，从文化和艺术的

高度挖掘海南南洋文化资源，系统地总结了南洋华

侨爱国人士的功绩和成就，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

了海南南洋文化的主流与特点，尝试再现南洋侨胞

创业时的艰苦卓绝、革故鼎新以及他们跌宕起伏的

悲欢人生。

11月17日，海南出版社举办“名家对话：中医

与传承”活动，知名养生专家武国忠、海南医学院中

医学院副院长王家辉与资深出版人李昕就如何更

好地传承中医、中医与实际生活的关联、中医教育

的模式是否还有改进的空间、黎医黎药的现状与发

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度讨论。 （潮鑫）

“海南开发之路”系列新书发布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 月 16 日，中央党校

出版社推出的“海南开发之路”系列历史文化丛

书，在海南书博会上首发。丛书分 48 册，共选取

48 个海南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开发事

件，以纪实文学方式全面记录和讴歌世代海南人

民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海南艰苦开发历程。“海

南开发之路”系列历史文化丛书由中国领导科学

研究会副会长、原海南省委常委、原海南省军区

政委刘鼎新任主编，历时 2 年组织 70 余位专家学

者编撰而成。 （陌 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