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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阅读季书香校园项目组主办，北

京市朝阳区教育委员会、北京市中小学校园阅读促进项目组承办，北京市第八十中学协办的“北京阅读季·书

香校园·少年读书节暨‘迎国庆、庆中秋’主题阅读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一

处处长魏旭斌、北京市委宣传部出版处副处长湛伍良、北京阅读季书香校园项目组负责人岂航等近百人出席

了线下活动。会议还采取了线上同步直播的方式，组织北京市各区教委校园阅读主管科室负责人等参与。

第十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少年读书节活动以“书香飘京城 悦读颂小康”为主题，活动包括“推荐少年儿

童阅读书目”、“迎国庆、庆中秋”系列阅读活动、课本剧展演活动、书香校园评选活动等。魏旭斌介绍，疫情期间，

北京市教委将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开展整本书阅读，列为中小学生居家学习生活指导的重要内容。各区和学校

结合不同学段和年段特点，参考课程标准，精心选择适宜阅读书目，倡导纸质阅读。教师指导学生选择适宜的书

籍，每天坚持阅读一小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广大家长、学生的广泛认可。目前，在疫情常态化防控条件

下，学校各项教育教学活动陆续恢复常态。未来，将进一步加强校园阅读的探索和实践，提高教师阅读指导能

力，激发学生阅读兴趣，提高师生阅读素养，引领家庭阅读习惯的培养，持续助力北京书香校园建设。

启动仪式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著名作家高洪波还为师生带来主

题为《我感受到的语文课的魅力》的精彩讲座。 （肖 颖）

北京阅读季·书香校园·少年读书节
暨“迎国庆、庆中秋”主题阅读活动启动

为不同受众定制实用套装，满足防

疫需求。据了解，消杀防护套装定制了

针对学生、教师和班级等三个不同系

列，每个系列均包含免水洗抗菌洗手

液、酒精湿巾、喷雾消毒液等产品。其

中，学生套装包括免水洗抗菌洗手液

（60ml、2 瓶）、酒 精 湿 巾（10 片/包 、2

包），该套装特点充分考虑学生的使用

特性，配有专用的密封袋，方便放进书

包，便于携带；教师套装包含免水洗抗

菌洗手液（140ml、2 瓶）、酒精湿巾（50

片/包）、喷雾消毒液 100ml 以及小方巾，

该套装特点是结合老师的工作、生活特

性，从个人消杀到办公室桌面消杀功能

一站式配齐；班级套装包括 100 只盒装

抽取式 PVC 手套（S 号）、免水洗抗菌洗

手液（原香型）480ml 以及 75%酒精湿巾

（50 片/包），其特点是套装中的手套采

用专用食品级材质，方便班级在发放课

间辅食的时候使用，减少交叉感染，大

容量免洗手、湿纸巾适合班级集体多人

使用。据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

公司多元拓展中心常务副总经理、江苏

凤凰新华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葛翔介绍：“得力集团与凤凰新华有

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在疫情期间该集

团自建消杀用品生产线，生产质量有保

证且性价比较高的消杀类产品，因此选

择与其进行定制合作，且定制的消杀产

品均含 75%酒精，具有较好的消毒防疫

功效。同时，定制产品印制‘凤凰新华’

LOGO，由集团总部连锁分销中心、多元

拓展中心配合全省各分公司共同做好

面向企业、学校、学生的团供直销和门

店零售工作。”

线上线下齐发力营销，实现超千万

码洋销售。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

限公司充分利用凤凰品牌和渠道优势，

积极联动全省分公司，通过“产品+渠

道”的销售模式，运用线上线下多个渠

道，最大化挖掘产品的销售深度和广

度。一是发挥多元拓展中心自有电商

平台“凤凰阳光采购平台”优势，针对集

团内部各单位自用，B端企事业单位、学

校等推送采购信息。二是各地分公司

迅速行动，全员发力，在实体门店上架

陈列的同时，积极开拓学校、企事业单

位的团供渠道推荐。同时，结合门店微

信营销推广，通过微信群、微信公众号

与微商城相结合，进行线上商品推广，

在实现“店内销售+店外团购”推广外，

通过互联网渠道进行线上产品推广，并

通过快递物流等方式，无接触式快速触

达 C 端消费，第一时间解决消费者消杀

用品的采购需求。

葛翔说：“通过这次合作，充分证明强

强联合‘1+1>2’的成果。在实现经济效

益的同时，提升了新华书店品牌形象。该

业务旨在做口碑、做服务，集团总部将最

大限度地降低采购成本，以成本价供给各

分公司，分公司充分利用线上线下各渠道

进行推广和销售，在给用户提供性价比超

高、好产品的同时，2 个月实现了超千万

码洋的销售。”

在书城设计之初，为何引

入艺术空间？初衷是什么？龙

华书城营销策划中心经理孙蕊

告诉记者：“随着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和审美意识的普遍增

强，大众对美的事物的追求和

渴望成为社会潮流，我们想通

过艺术空间，将艺术从博物馆

里搬出，拉近市民与艺术之间

的距离，让更多的艺术形式走

进大众，更接地气。”

打造多元化的艺术文化活动平台和

美学教育体验工坊。JG艺术空间以艺术

展览（画展、摄影展等）、文娱活动（集市、

书籍签售会、讲座等）为核心，面向不同

年龄层及特殊客群，适应现代主流市场

需求，通过线下动态活动聚集定量人气，

转换至线上每个参与者的共享传播，使

流量最大化，提升书店整体人气，成为书

城的“地标性”空间，增加书城品牌的影

响力、知名度，最终形成流量变现，带动

书店整体营销，成为实体书店新的利润

增长点，引领行业走向创新型的商业运

营模式。据孙蕊介绍，从正式启用至今，

空间已和中国版画博物馆合作举办浮世

绘展览，自行筹备“我们的年代”系列主

题展及与深手集联合推出手账集市活

动，成为市民前往龙华书城的必打卡“景

点”。以深圳手账集市 8.0“心，无限”活

动为例，吸引了 30 家原创品牌、48 家个

人摊主参与，虽然收费，但活动当天吸引

了超过1000名以学生为代表的年轻群体

参与。孙蕊说，无论年轻人还是年长的

人，总有一些自己所不知道的其他文化

层面的知识，所以，希望通过不同类型

的展览，一方面对于读者，让看展、看

书、参与艺术文娱活动成为每个人的习

惯，满足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让读

者对高质量的活动、浓厚的文化氛围产

生向往；另一方面对于潜在人群，打破对

实体书店的刻板印象，在潜移默化当中，

增强对艺术文化的认识及支持，形成对

文娱活动的兴趣，逐步形成对书城品牌

的忠诚度。

有展览有体验，让静物“活”起来。

与其他艺术空间不同，JG艺术空间，不止

引进展览，还有更多的文娱活动，包括书

城签售、讲座等常规活动，也有一些互动

体验展，诸如符合当下潮流的静态装置

展、音乐艺术节等，更为重要的是，还推

出了体验活动等，与展览形成“一静一

动”的呼应。例如8月29日举办的“浮世

物语”中国版画博物馆馆藏日

本浮世绘作品展，该展览将藏

在博物馆中的画作引入书城，

使更多的普通大众能接触浮世

绘。展览中呈现的60件经典浮

世绘作品不仅演绎了当下时代

绚烂多彩的风俗人情与历史价

值，更是将版画这一在视觉艺

术中拥有重要地位的创作方式

展现在大众视线中。为了让读

者更好的了解版画，书城还邀请到知名

版画艺术家陈小凤带来一场关于版画的

讲座，并推出版画体验活动，现场进行浮

世绘水印木刻技法的印制演示。此外，

在书城 6 层的艺术图书区域，还将与浮

世绘的相关书籍进行码堆展示，与艺术

空间遥相呼应。

“我们想通过空间的打造，让艺术、商

业融入书业，让艺术家、商业名人可以与

观众有可对话的空间，实现零距离交流”，

对于未来，孙蕊希望JG艺术空间可以承

载更多的可能性。她说，除了目前已经沟

通和举办的活动之外，还将引进戏剧节、

舞台话剧等，可以包罗画展、摄影展、互动

体验展、时装秀场、产品发布会、音乐会、

艺术节、商业交流聚会等，一句话来说就

是朝着“高质量且具有创新性的活动”方

向发展，提升书城艺术气息，实现艺术与

商业跨界融合，为艺术家与观众零距离的

交流方式提供专业平台，“打造成地标性

的流量空间”。

老品牌新创意，传递对生活的态度。

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刘玮在向记者介绍项目初衷时谈到：

“新华阅道是新华书店独立推出的文创品

牌，意在向外界展示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华

书店，更具时尚的独立设计思路以及产

品，不仅仅是为读者提供销售和读书环境

的场所，更多展现的是一种读书对人们的

生活方式的改变。”记者了解到，“新华阅

道”中的“阅道”是新华连锁公司注册的文

化产品品类商标，品牌源于有着80余年文

化、历史积淀的“新华书店”，该品牌使用

“新华”首个字母“XH”作为 LOGO，并一

改传统色调，喻意：书脊代表浑厚，书架代

表承载，梯子代表进步，而新华书店更是

代表了一个承载了无数读书人梦想的文

化殿堂。

三大品类14种产品，围绕图书做研

发。刘玮透露，目前“新华阅道”涉及生活家

居类、学习用具类、文化创意类三大品类共

14种产品，涵盖了人们生活起居的方方面

面，主要是在北京图书大厦及遍布京城的各

新华书店网点进行销售。刘玮说，目前销售

比较好的产品都有一个共性：具有创意感

并兼具实用性。例如，由高岭土高温烤

制、高温贴花烤花、六道工序完成的阅道

马克杯及仿搪瓷杯，马克杯凸显年轻时

尚，仿搪瓷杯则结合老北京搪瓷杯形式表

现出来，彰显出一种别有韵味的古色古香

品质；作为书写用品，阅道笔记本及线圈本

除了笔记本所具备的本身属性外，更多是

细节的考量，笔记本的隔页金属配件上面

雕刻了主LOGO，而线圈本则用光栅印刷

封皮，有着别具一格的体验感。近年来手

账文化十分流行，阅道和纸胶带出现在书

店十分的贴切，纸张选用进口合纸，手感极

度舒适，3枚一盒的设计，读者的选择也不用

太过纠结，适用于DIY画册，书写出读者记

忆中的新华书店。

产品研发和营销需要更多守正创

新。“新华阅道”系列产品是北京新华连锁

公司首次尝试的文创项目。回忆研发过

程中的种种，刘玮说，文创产品设计、研发

和生产各环节对于书店人员都是陌生的，

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每个产品既有独立

性又具关联性，创意阶段是最具挑战的，

由于文创产品不同于平面设计，在工艺设

计的呈现和表达上经历了长时间的摸索，

一次次地产品打样，一次次地推翻重来。

在他看来，目前“新华阅道”在文创开发上

缺少专业人才，未来需要突破传统的营销

方式。因首次试水，在文创产品开发上缺

少规模化，生产成本较高，缺少设计和生

产合作方。“整体来讲，首次推出的产品和

形象仍不够‘新’，在新华书店的品牌下，

守正创新还不够。”

但这并没有阻碍刘玮和团队的积极

性，他向记者透露，未来，“新华阅道”将围

绕图书文化、现代生活研发更多“有用、有

颜、有料、有趣”的创意产品，投放市场并

开拓更广阔的销售渠道和创新营销方式。

将多元产品与卖场进行有机结合，打

造多功能文化空间。据了解，四宝草堂作

为新乡市乃至河南省首家经营文房四宝、

茶叶等传统文化类商品综合型卖场，在全

省新华书店建设中作为样版工程，为郑州

尚书苑尚书房、郑州外文书店、兰考焦裕

禄干部学院、驻马店平舆县尚书房、商丘

市尚书房、西坪县尚书房等多家卖场提供

了针对性的建设方案，指导商品采购、陈

设、布景、交流经营理念。据介绍，多元产

品包括工艺扇面、陶器、原创书袋子、限量

版原创木板画、藏书票、文化礼品《印象太

行》（邮票+剪纸+摄影+中韩双语简介）、

非遗大师刘玉伟面塑作品、曹氏宣纸、上

海周虎臣毛笔、非遗汪鸿欣砚台等。

目前，四宝草堂承担书店多个功能，

自开业以来举办了多场读者见面会、名家

工艺品展览、回馈老茶友活动、暑期画扇

子活动、名家义写春联活动等。其中，范

玉星现代刻字艺术展、非遗传承人刘玉伟

面塑展、新乡市女子书画家协会“迎新春”

书画展等活动受到众多读者喜爱。值得关

注的是，书法公益课作为四宝草堂的品牌

活动，每期招募对书法感兴趣的读者参加，

由书店擅长书法的员工作为讲授者，在传

承和弘扬书法文化的同时，培养读者的书

法爱好，进一步推动多元商品销售。

为书店添一抹茶香，实现茶与阅读的

有机融合。目前，四宝草堂茶叶品种十分

丰富，主营普洱茶、武夷山岩茶、六堡茶、

当地的金银花茶等。同时，根据传统节日

和24节气，结合图书活动，选择适宜茶饮

举办茶会，让读者体验茶与图书的完美

结合。例如在今年立秋时节，四宝草堂

着重推出了当地的金银花茶，针对其不

同做法——金银花露、金银菊饮、金银花

薄荷饮、金银花山茶等进行了详细介绍，

方便读者品鉴和购买。

据新乡市新华书店副总经理郭辉介

绍，自四宝草堂建成以来，打破了书店原

有格局，为单一的图书卖场，除了咖啡、餐

饮外，又增添一抹茶香，将千年的中国茶

文化引入书店，用传承的力量为书店的经

营打开新的思路，开拓新的方向。书店以

四宝草堂为平台，在四季轮回中，不同的

茶和相关文化活动引导读者爱上茶，爱上

阅读。

江苏凤凰新华消杀用品定制项目

从用户需求出发 提供高性价比产品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惟 一

深圳龙华书城JG（金阁）艺术空间

打造“书城+艺展”新模式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伊璐

如今，书店做文创、开直播、卖咖啡，似乎成为标配，顺应了“Z世代”年轻读者的需求。然而，一家书店如果只有

光鲜的外表、新颖的形式，而缺乏与之匹配的精神内核，恐怕也行之不远。如何将文创经营与图书相结合，并实现创

新，很多书店都在探索。

在疫情常态化的当下，书店正积极寻求新突破。在2020年全国书业运营研讨会期间推展的2019~2020年度全

国书业非书经营“创新型项目”中，一批既有创意又有潜力的项目为业界带来新的模式与思考，这些项目有对书店多

元空间内容的拓展与打造升级，也有和业外企业合作瞄准更多适合书业的商机，对此，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对相

关项目负责人进行采访，透过项目深入剖析其背后的运营模式，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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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按

北京新华阅道

让文创有用有颜有料有趣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伊璐

今年3月，随着疫情趋向好转，企业、学校迎来复工复学，为了更好贯彻中央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坚决打赢疫情狙

击战，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立足于服务企业、服务教育，针对当时防疫消毒用品紧缺、采购渠道混乱等情况，

与得力文具集团联合定制了三款适合企业、学校和学生使用的高性价比消杀防护套装，为开学复工保驾护航。

在深圳书城龙华城（以下简称“龙华书城”）一楼，坐扶梯到达下沉空间，呈现在眼前的是有800平方米大小的艺术

空间，这里就是新晋成为深圳网红打卡地的JG（金阁）艺术空间。作为深圳书城的6.0版，龙华书城以设计美、生态美、

人文美、变化美构建起美学化的场景式阅读环境，成为独具魅力的美学书城，而JG艺术空间的打造与设计，可谓书城的

点睛之笔，成为书与艺术交融的新型灵动艺术空间。

谈到新华书店，出现在你脑海里的是什么？除了茫茫书海，还有哪些

值得关注的产品？当下，越来越多的书店走上转型升级之路，迎合更多年

轻读者需求与喜好，而文创产品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作为首都图书文

化传播交流的平台，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也一直走在创新的

路上。2019年9月，推出系列文创产品“新华阅道”，完美融入到读者的阅

读生活中，一经上市，便吸引了具有新华书店情怀的老读者青睐。

河南新乡新华书店购书中心四宝草堂

引导读者爱茶爱阅读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惟 一

河南省新乡市新华书店购书中心营业面积5000余平方米，2014年底

重装后，增设四宝草堂区域，占地200余平方米，主要销售文房四宝、字画、

茶等多元产品，也可打包布置私家茶厅，为书店卖场增添浓厚文化氛围。

四宝草堂将“方与圆”“有与无”“实与空”完美融合，自圈一方精心之地，陈

设风格为古典中式风格，圆顶灯、圈椅、花几、条案、茶台、坐凳……悠扬古

琴声、潺潺流水榭，十分古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