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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华社
“老神仙”系列丛书呈现中华民俗文化之美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4 月 1 日，朝华出版社在京举办“老神仙”系列新书分享
会，
儿童文学作家张菱儿，
朝华出版社社长汪涛、
副总编辑刘冰远等出席。
“老神仙”
系列丛书以中国传统民俗中的神仙形象，
如灶王爷、
土地爷、
福神、
阎
王爷、孟婆、王母娘娘等为要素人物，对传统民间故事进行重新演绎，并穿插春节、
清明节、
端午节、
七夕节、
中秋节、
祭灶节等民俗节俗，
以轻松幽默的语言、
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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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情节，向少年儿童传播中国民俗文化，介绍民间神仙故事，传达真善美的人
性追求。
该系列丛书第一辑由朝华出版社于 2018 年 9 月出版，
历经 2 年多时间的市场考
验，获得 2018 年度“爱阅童书 100”，入选中国小学生分级阅读书目、
《小读者·阅世
界》2019 年百本童书推荐等，得到媒体与机构的认可和推荐。此次第二辑《四蛇童
子》
《来自星星的仙儿》
《臭仙儿紫姑》
《三眼仙儿马王爷》4 种新作的亮相与分享，备
受读者关注。
（王少波）

订货会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主题出版尤其是党史教育主题图书成为2021北京图书订货会一
大亮点。无论从展台设计、
活动策划还是图书码堆上，
都能发现各式各样的红色元素。其中，
相关主题出
版物的新书发布会、
作家见面会等活动受到读者热切关注。如上市 3 个月市场发行量达 10 万册的上海
人民出版社《火种：
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一书，
文心出版社的《忠魂：
革命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等。
今年 2 月 25 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共同努力，
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重要时刻，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由此，
不
同类型脱贫攻坚主题出版物相继面世，
在 2021 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备受关注，
如中国出版集团研究出
版社邀请 17 位中央和国家机关选派的扶贫干部及家属来到订货会现场，围绕《扶贫家书》一书进行
分享。

观展说展
·主题出版·
扶贫干部代表在现场分享感悟

《新华字典》
（汉英双语版）
担当国际语言文化交流新使命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3 月 31 日，
《新华字典》
（汉英双语版）新书发布
会在京举办。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顾青、
商务印书馆英语编辑室主任马浩
岚，与《汉语世界》杂志高级编辑 Sam Davies 深入对谈，介绍了词典的策划
缘起、翻译审订、编辑出版、功能特点、优势价值等。该书独特之处在于汉
英双解，既提供对汉语字词的汉语解释，还提供对应的英文翻译；在翻译
时，
不但厘清汉语字词的内涵概念，
也限制英语对应词数量，
采用最直接对
应和标准体现的英语，
尽量避免误解和误用；
从词性、
搭配、
时态、
语体等方
面做到汉英对应，给读者最直接有效的帮助。同时，商务印书馆也在进行
《新华字典》多语种版本的出版工作，
汉英版的出版将成为其他语种版本翻
译出版的参照。
同日，由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文化出版的《神曲》
（全三卷）新书在京首
发。
《神曲》
（全三卷）由译者肖天佑历时多年从意大利语原文苦心译就，是
近 20 年来汉语世界最新《神曲》中文全译本，也是首部传统诗歌体《神曲》
无删节中译本，融入译者六十载意大利文教学、翻译经验和思考。不同于
其他译本，该书的译文更加平实、简洁，最大限度地压缩注释的数量、简化
注释的文字，
使其注释更加精炼准确，
并采用脚注。书中还配以古斯塔夫·
托雷经典版画，
充分展现《神曲》故事魅力。
又讯 4 月 1 日，
《中国道路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
殿利，
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陈小文等出席活动。该书是
“中国道路丛书”
的
第 10 本，分理论篇与实践篇，是一部全方位、多角度阐述中国经济如何走
出一条自己独有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的文集，
对于实现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
发展的转型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
（伊 璐）

研究社聚焦主题出版举办 3 场活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4 月 1 日，由研究出版社主办的“从脱贫攻坚到
乡村振兴”
《扶贫家书》作者分享会在京举行。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中
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岩，研究出版社执行董事（社长）、总经
理赵卜慧，
研究出版社副总编辑张高里，
研究出版社副总经理、
副总编辑丁
波等出席活动。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一直奋战在基层的 17 位中央和国
家机关选派的扶贫干部及家属应邀出席，
中央和国家机关脱贫攻坚优秀个
人王凤军等嘉宾与会。
李岩表示，该书是一部讲好中国扶贫故事的优秀作品。一封家书，一
种挚爱情感，一段家国情怀，一封封字里行间饱含着脱贫攻坚大国情怀的
“扶贫家书”，展现了奋战在乡村一线的一个个鲜活人物群像，透过每个人
细腻的笔触，
真切感受到了舍小家、
为大家的家国情怀和人文关怀。
同日，研究出版社在京举办《〈纪念白求恩〉
〈为人民服务〉
〈愚公移山〉
研读》新书发布会。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党组副书记刘伯根，
北京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康沛竹，
赵卜慧、
张高里、
丁波等出席活动。
刘伯根表示，该书是研究出版社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主创团队共同
组织策划的党史学习教育优秀读物，
是
“毛泽东经典著作研读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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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的第一本，
这套丛书不仅具有可读性，
还具有较高的学术性，
具有史
料研究价值。
“毛泽东经典著作研读丛书”
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康沛竹、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艾四林领衔总主编，精心挑选毛泽
东的 15 篇著作，
从写作背景、
版本考据、
主要内容进行研读，
丛书将陆续推
出。
又讯 3 月 31 日，
由研究出版社和长安街读书会联合主办的《走好农业
农村现代化之路》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
理陈永刚，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金文成，
赵卜慧、
丁波等出席
活动。张高里主持会议。
陈永刚表示，
该书以生动鲜活的案例和最新科研成果给予了政策和实
践层面的权威解读，
突出了战略性、
方向性的指导意义和工作思路，
书中针
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出了很有价值的真知灼见，极具参考价值，是一
本工作思路和举措的指导性用书。该书以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为主题，
深化理论创新和前瞻性、
战略性研究，
及时跟踪农村丰富多彩的创新实践，
对总结我国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
共谋乡村振兴具有特别的意义。发布会
以视频直播的形式和读者交流，
直播间观看人次超过 30 万人次，
引起较大
反响。
（王少波）

《一个都不能少》以
“第三只眼”讲述中国扶贫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3 月 31 日，
新世界出版社在京举办《一个都不能
少：
老外眼中的中国扶贫》新书分享会。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陆彩荣、
新世界
出版社社长李春凯出席活动。该书由中国外文局“第三只眼看中国”团队
编写，
内容紧扣脱贫攻坚时代主题，
精选中国外文局的优质短视频产品
“第
三只眼看中国”扶贫专题报道中的经典案例结集成书，以外国人的视角讲
述中国的扶贫故事。在分享环节，
中国网多语部西班牙文专家、
2019 年
“中
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彭瑞，北京周报社外籍专家苏德什娜·萨卡、中国报
道杂志社外籍专家吴菲分享了他们眼中的中国扶贫。
（陈 麟）

《火种》探寻红色火种成功燎原密码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主办的《火种：
寻找中国复兴
之路》出版座谈会于 3 月 30 日在京举办。知名文艺评论家潘凯雄，中国出
版传媒商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伍旭升，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编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为松，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委副书记何元龙、副总编
辑姚映然，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业务部主任周峥等出席活动。
该书上市 3 个月，
市场发行量达 10 万册。座谈会上，
与会的专家学者和
《火种》作者、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刘统，
围绕该书内容展开热烈讨论，
回望那
段激荡慷慨的百年来时路，
探寻红色火种如何在沉沉暗夜中成功燎原的密
码。潘凯雄讲到，
《火种》没有采用传统的通史写作方法，
以历史故事、
重要
事件贯穿全书，
写 20 世纪前 30 年历史，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伍旭升谈到
《火种》最明显的特点在
“统”
字，
梳理了近现代历史发展脉络，
理清了红色火
种从初燃到燎原的发展道路，既有史家的严谨史笔，又有文学家的流畅叙
事。王为松认为，
《火种》的贡献在于写出中国共产党
“寻路”
之艰难，
让读者
特别是年轻读者切实感受到党的奋斗历程与成功的来之不易。
（伊 璐）

《琵琶围》传递脱贫攻坚磅礴力量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3 月 31 日，
由中文传媒、
江西人民出版社主办的
《琵琶围》新书读者见面会在京举办。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
江西省委
宣传部副部长、江西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局长黎隆武，江西出版集团党
委委员、中文传媒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吴涤，中文传媒党委委员、江西新华
发行集团党委书记、
总经理汤华，
江西新华发行集团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傅
冬冰，江西人民出版社社长张德意等出席活动。活动由中文传媒党委委
员、
总编辑游道勤主持。
聂震宁表示，
该书通过小切口折射大主题，
通过小故事反映大时代，
以
扶贫扶志的主题和超凡脱俗的人物形象塑造，
成为文学殿堂里厚重而有特
色、真诚而情感充沛的一部优秀长篇小说。黎隆武表示，伟大的时代呼唤
伟大的作品，该书体现了江西出版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彰显了江西出
版人的历史担当，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吴涤
表示，该书是一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作者温燕霞
用长篇小说特有的展现形式和鲜活的细节描述集中反映了脱贫攻坚中最
难的“扶贫扶志”主题，艺术特色鲜明，人物形象生动，故事生动感人，具有
很好的出版价值、
传播价值和阅读意义。
（田红媛）

漓江社《秀儿：
“时代楷模”
黄文秀》
致敬全国脱贫攻坚楷模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3 月 31 日，
由中共百色市委宣传部、
广西出版传
媒集团主办，漓江出版社承办的《秀儿：
“时代楷模”黄文秀》阅读分享会在
京举行。中共百色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覃蔚峰，
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专职外部董事黄荣东，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总编辑张艺兵，漓江出
版社副总编辑梁志等出席活动。阅读分享会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编
辑、
漓江出版社社长刘迪才主持。分享会上，
该书作者、
河北省作家协会副
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春雷分享了该书创作背后的感人历程，
他先后三次到百色采访，深入到黄文秀的工作生活，包括老家、遇难的地
方。覃蔚峰表示，百色市委组织撰写关于黄文秀的报告文学，是希望能让
更多的人了解、
记住文秀，
记住扶贫路上的基层干部们，
他们是新时代最可
爱可敬的人。
又讯 3 月 31 日，由漓江出版社主办的当代作家温燕霞最新长篇力作
《虎犊》预告会在京举行。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
理唐咸秋，
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编辑、
漓江出版社社长刘迪才，
接力出版
社社长黄俭，
漓江出版社总编辑张谦等出席活动。
唐咸秋认为，
这是一部关于青春和战火、
热血与牺牲、
追寻和传承的故
事。作品注重贴近历史实际，以小说的形式再现了党史、军史上少共国际
师的悲壮传奇，
冷静直面了战争的残酷，
重现一代青少年在血与火、
荣与辱
的严峻考验中迅速成长进步的轨迹，
人物形象生动鲜明，
情节曲折动人，
令
人在感动之余感悟，落泪之后沉思。
《虎犊》是漓江出版社和接力出版社联
合打造的年度重点项目，
已入选 2021 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党 100 年主题出版重点选题。
（王少波）

3 本重磅图书亮相
“文心红”
主题出版新书预告会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3 月 31 日，由文心出版社举办的“文心红”主题
出版新书预告会在北京召开。
《忠魂：
革命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作者、
中国
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辑研究处原处长兼学术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姜廷玉，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编辑李文平，文心出版社总编辑余德
旺等出席活动。文心出版社副总编辑栗军芬主持会议。
李文平对文心出版社提出了三点希望，
一是希望文心社继续重视主题
出版编辑队伍建设，
二是希望文心社宣传好主题出版图书，
三是希望文心社

发行好主题出版图书。余德旺介绍了文心出版社的历史、
主题出版、
“三文”
（作文、
语文、
人文）出版情况以及取得的成就，
着重介绍了
“文心红”
主题出
版先锋队的工作情况和近几年来文心出版社在主题出版方面一年一个台阶
的进步和突破，
《忠魂：
革命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
界贡献了什么》
《百年华诞：
向马克思致敬》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伊 璐）
又讯 4 月 1 日，由文心出版社举办的“胖头鼠逛北京”活动在京举行。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广照、
儿童文学作家董恒波等出席。
王广照认为“胖头鼠作文”系列作品“内容贴近儿童生活，形式新颖
独特，IP 形象可塑性强，符合儿童的心理特征，具有很强的市场潜质”。
余德旺介绍了文心出版社从创建初始到发展至今的成就，分析了出版
业深化改革、转型发展遇到的机遇和挑战，并分享了“胖头鼠作文”系列
产品在竞争激烈的作文图书市场成功开辟蓝海的关键因素。现场，主
办方还分享了近百所学校“胖头鼠”小粉丝带来的互动视频。活动由栗
军芬主持。
（文 枫）

2021 年新华文轩将推出 13 种三星堆主题出版物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3 月 31 日，
由四川省文物局和新华文轩出版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星堆研究院、
广汉三星堆博
物馆和四川巴蜀书社有限公司承办的
“三星堆系列图书发布会”
在京举行。
会上，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志勇指出，通过多年
积累，新华文轩已经在三星堆文化出版领域形成了自身独有的优势，拥有
专业权威的作者专家队伍、经验丰富的出版团队和强大的发行渠道网络，
未来还将继续深耕，
分批推出有关三星堆图书的精品力作。今年将推出 13
种三星堆主题出版物，
包括
“古蜀文明研究”
丛书（4 卷）等学术研究专著，
以
及《三星堆发掘故事》等少儿科普读物；明年将重点推出《三星堆时代的中
国与世界》、
《考古记者眼中的三星堆》、
“三星堆里看中国”
丛书、
“华夏的西
南分支：三星堆”图集 4 种图书，从多个角度、多种形式展现三星堆考古的
各种成果；未来将陆续推出“三星堆研究”丛书、
“三星堆文化”丛书、
《三星
堆出土青铜器》、
“史前记忆三星堆”
丛书、
“考古与三星堆书系”
等多套大型
丛书，
以期准确、
真实地反映三星堆最新考古成果。
（伊 璐）

安徽人民社《人民情怀》追溯共产党人力量源泉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3 月 31 日，
安徽人民出版社在京举办了《人民情
怀：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源泉》新书发布会。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一级巡视员、
博士生导师崔禄春，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赵
亮，
安徽出版集团暨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民，
安
徽出版集团党委委员、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可，安徽省委
宣传部出版管理处处长莫国富、印刷发行处处长郭志学，时代出版传媒股
份公司总编辑朱寒冬等出席发布会。
会上，安徽人民出版社社长陈宝红对新书《人民情怀》的出版价值、策
划亮点与内容特色进行详细介绍。崔禄春对新书的学术价值进行了专业
点评。据介绍，该书作者经过深入调研，确立从“人民情怀”这个小切口切
入，以“力量源泉”作为关键词来叙述“以人民为中心”这一宏大的主题，一
部富有特色、
通俗易懂的党史学习读物才得以呈现。
（王少波）

广西民族社《温暖如故》带读者重温红色记忆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3 月 31 日，
广西民族出版社在京举办了
“传诵红
色书简 坚守温暖初心”
《温暖如故：
广西红色书简》新书品读推介会。中国
出版协会民族出版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巴哈提、
广西出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吴明生、广西民族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石朝雄等出席活动。推介会现
场，通过视频展示、朗诵书简、嘉宾与现场观众互动交流等多种形式，让读
者重温红色记忆、缅怀革命先烈。据了解，该书是广西民族出版社庆祝建
党百年的重点图书之一，
入选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出版的重点出版物”。该书从征集到的党史资料中抢救、整理出
20 位广西籍或在广西从事革命活动的革命烈士、进步人士的红色书简，以
人物分章节，
包含人物简介、
书简原文、
书简解读、
红色人生四个部分，
配以
历史照片，
内容丰富，
史料翔实。
（王少波）

《诗在远方》讲述闽宁协作对口扶贫故事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3 月 31 日，
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福建
省委宣传部主办，黄河出版传媒集团、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承办的《诗在远
方：
“闽宁经验”纪事》在京举办新书发布会。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副部长、
新闻出版局局长马英俊，
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新闻出版（版权）
局局长肖贵新，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
总经理薛文斌，
海峡出版发行
集团党委委员、
总编辑林彬，
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书记张贤明，
商务印书馆
总经理李平等出席活动。会上，该书作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分
享了创作感受，
来自中国作家协会、
中国人民大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专家
学者进行了深入研讨；
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移民代表、
企业家代表、
挂职干部
等分享了他们的人生故事、
挂职经历等。
（田红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