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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朱子文化”第六届海峡儿童阅读论坛在闽开幕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7月3日，由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海峡出版发行集团主

办，福建省闽台文化交流中心、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等承办的第六届海峡儿童阅读论坛在福州开幕。福建省委

宣传部副部长、新闻出版局局长肖贵新，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林守钦，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副总经理兼总

编辑林彬等出席。本届论坛以“弘扬朱子文化，传播中华人文精神”为主题，以“朱子文化”为桥梁，结合儿童文

学出版，通过两岸专家、儿童文学作家等的研讨，促成以“朱子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图书的出版。

肖贵新在致辞中表示：海峡儿童阅读论坛使两岸儿童文学界、出版界、阅读推广界的交流视域更加广泛，交

流的层次不断提高。林彬指出：“朱子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其所包含的正心诚意、家国天下、

文化传承等精神内涵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开幕仪式后，著名朱子学研究专家、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

副会长马照南等以“朱子文化”为主题进行了分享。

又讯 同日，“少年中国书系”第一辑作品研讨会在福州举行，国家一级作家刘东、中国作协会员刘虎，《儿

童文学》杂志原主编徐德霞，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李学斌等出席。为反映当下青少年发展现状和精神面貌，塑造

当代青少年群像，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制定了以“体现时代特征，凸显少年力量”为中心的青少年成长阅读书

系出版战略，邀请徐德霞担任丛书主编，召集国内儿童文学中青年作家，开发成长阅读精品图书。“少年中国”书

系中包罗万千，汇集起了一幅当代中国的瑰丽画卷，成为当代中国少年的群像。 （肖颖）

基于过往经验和销售数据的分析，今年实体书店

在暑期备货时，对社会科学类、文化教育类、文学艺术

类、少儿读物和科技生活类5类细分市场的侧重各有

不同。通过对实体书店暑期备货的品种、营销活动的

主题进行采访，可以分析出实体书店经营者眼中的暑

期潜在热销图书，出版社以此为导向调整加印、库存

和调货，并配合开展相应的营销活动，才能更大限度

地提升销售，满足读者阅读需求。

主题出版热带动社科类大幅增长

建党百年，党史学习教育图书热销，促使实体书

店将党政类图书作为暑期销售的重点之一。

《中国共产党简史》《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

等党史学习教育图书，几乎出现在每家实体书店暑期

重点备货图书TOP10书单里。在受访的26家发行单

位中，有14家的党政类图书备货比2020年多，如河北新

华、山西新华、黑龙江新华、吉林新华、湖北新华等。河

北新华图书连锁公司总经理王新生表示，从备货数据

上看，2021年社科类增长幅度最大，主要原因是党史学

习热潮的带动；文艺、科技、少儿三大类增幅均在20%以

上。大连市新华书店总经理助理、图书大厦经理王琦

介绍，从今年年初起，大连市新华书店就开始举办各种

党政类图书专题展销活动，相关图书的备货数量、码洋，

与往年比增加超10倍，并通过与媒体合作举办党建类

图书有奖推荐等活动，千方百计扩大图书销量。

一方面，党政类图书的市场需求更强。王琦表示，

建党百年是今年的大事，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党史学习教

育热潮，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对党政类图书需求较大。

另一方面，主题出版类图书的出版，为书店提供了丰富

的选品资源。黑龙江新华书店集团采销部主任刘洋认

为，今年是建党百年，主题出版物出版数量增多，同时由

于学习的需要，党政类图书需求大，所以在暑期要做好

该类图书的备货。长春市新华书店项目拓展部主任何

莉娜介绍，该店今年暑期备货为品种3465种、数量近4

万册，超42万码洋，党政类图书备货比2020年更多。

近期党史主题影视剧的热播，如《理想照耀中国》

等，对该类图书的销售产生了积极影响。山西新华书

店集团太原有限公司业务营销中心主管马壮壮介绍，

在建党百年之际，红色影视剧的热播，带动了党史类

的小说、相关人物传记类图书的销售。

此外，各地书店还开展了书展、促销、研学、朗诵、

答题等营销活动。如郑州市新华书店特别策划了“学

党史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活动，包括红色书展、

听党史讲座、“学习强国”线下答题等，并联合中州古

籍出版社在郑州购书中心举办百年红刊创刊号展览，

展出包括《新青年》《每周评论》《政治周报》《新华月

报》等在内的几十种红刊创刊号，让读者通过这些刊

物加深对党史的了解。

推荐书目图书成暑销备货主力

今年，各地书店持续追加推荐书目相关图书的备

货量，包括统编教材配套阅读图书、教育部推荐图书以

及“暑假读一本好书”活动推荐图书等。

当下，全国各地纷纷推出“暑假读一本好书”活

动，相关推荐书目备受书店关注。其中，有的由当地

教育部门举办，如广东省教育厅举办的第十四届广东

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活动，推荐书目分为教师

组20种和学生组54种。广东江门新华书店副总经理

高振荣介绍，书店特别关注这些书目，学校在暑期布

置相关阅读任务，学生关注度也很高。

部分地区的“暑假读一本好书”活动则由当地新

华书店举办。如“新华书店杯：假期读一本好书”就是

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重点打造的品牌营

销活动，已成为链接湖北新华连锁门店、学校、学生和

家长的交流平台，同时也带动了相关图书的销售。湖

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连锁分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由于暑假是学生消费的旺季，再加上“暑假读

一本好书”等营销活动的带动，书店特别加强了相关

图书的备货。

由国家教育部统一编写的小学阶段新语文教材，

对阅读方面要求较高。同时，国家教育部还编制了《全

国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作为中小学图书馆配备

图书的主要参考依据。吉林省新华书店连锁经营中心

釆购部经理孙薇介绍，由于教育部统一编写的语文教

材小学阶段2020年已实现全覆盖，家长和老师对阅读

的重视程度也逐渐提高，因此今年暑期备货教材推荐

的名著阅读类图书相对较多。山东鲁南书城副经理郝

茂芹介绍，今年暑期备货主要包括学生推荐书目，教辅

类、文学类图书等。“暑期备货主要还是以适合学生的读

物、青春文学类比较多一些”，郝茂芹补充到。

各地学校和老师的推荐阅读书目也是书店备货

的重点。高振荣介绍，广东江门新华书店在今年暑期

备货中，一是关注世界名著类图书，重点关注初中推

荐必读和选读的品种，特别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名著；二是关注国学读书工程推荐书目；三是关注红

色经典阅读丛书“先锋与少年”系列，多部（篇）入选部

篇语文教材；四是关注“开学第一课”系列图书。

少儿、文艺类聚焦头部品种与品牌社产品

今年，不少实体书店在暑期不仅继续加强了少儿

类与文艺类图书的备货，还加强了对两品类头部产品

和品牌大社的关注。

在受访的26家发行单位中，有14家加强了少儿

类图书的备货，12家加强了文艺类图书的备货。如

安徽、河北、内蒙、江苏、西安、郑州等地新华书店均加

强了这两类图书的备货。西安市新华书店零售事业

部总经理赵震介绍，今年暑期该店文艺类图书的备货

以重点畅销书为主，备货230万码洋；少儿类备货180

万码洋，与2020年相比均增长较多。贵阳紫林庵书

城副主任靳松介绍，今年书城暑期备货图书3万种、

35万册，备货总码洋920万，其中文艺类、少儿类备货

占比增大，同时保证了社科类和文教类的占比。

品牌出版机构更受书店信任。皖新传媒文化消

费总公司副总经理刘阳欣认为，7月~8月是少儿类图

书销售的高峰期，因此重点备货品牌出版社的重点产

品、名家名作；文学类重点备货部分畅销、常销品以及

学生阅读名著。皖新传媒的暑期备货时间也有所提

前，今年5月上旬就完成了首批备货。广州新华出版

发行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副董事长谢志杰认为，

文学类在图书大类中销售情况最好，今年1月~5月的

销售同比2020年增长近140%。“预计暑期期间，文学

类的销售将继续保持大幅增长，因此加大了文学类重

点出版机构图书的备货，如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磨铁、

新经典等供应商，备货码洋同比增长50%以上。”

发挥头部产品对整体销售的带动性。深圳书城

新华书业连锁总部有限公司供应链管理中心采购部

高级经理吴建伟介绍，今年暑期备货的重心放在童

书、文学类图书上，备货数量同比增加35%。吴建伟

说：“暑期是童书销售旺季，尤其在当前市场低迷时，利

用童书带动人气，从而拉动销量非常有必要。暑期是

各大品牌出版商重点营销的季节，因此对童书和文学

书重点备货。”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营销策划管理中

心主任李薇介绍，该店的文学类畅销品备货充足，如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名著类产品已添货20余种；此外，

如《苦难辉煌》《红星照耀中国》、四大名著、茅盾文学奖

作品等均保证门市库存。

学生红色读物异军突起。郑州市新华书店、成都

购书中心等增加了少儿类、文学类图书的备货。建党

百年，青少版红色读物和儿童红色绘本也深受小读者

青睐。成都购书中心营销经理黄靖林介绍，根据今年

新书品种情况，暑期备货数量较2020年略有增加，备

货品种4000种、5万册，200万码洋，除了每年常备的

学生读物，如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人民教育

出版社等的产品外，还重点选择了适合学生阅读的红

色图书，如《红岩》《红星照耀中国》等。

文教类主打学生工具书和字帖

作为每年暑期最主要的销售品类之一，文教类图

书在备货上呈现出头部优势。除教辅外，工具书和字

帖成为多家书店的备货增量。

湖南新华书店集团图书连锁经营公司副经理

戴俊介绍，今年暑期备货中文教类图书同比增长约

40%，原因是暑期较长，文教图书必须备货充足。

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在今年暑期备货中适当增

加了学生同步类教辅图书的备货。山西新华现代

连锁公司新华连锁中心采购部经理郭峰透露，书店

着重增加了头部出版社文教类、文艺类常销、畅销

图书的备货力度。重庆新华传媒有限公司采购分

公司重品策划科科长何松表示，今年仍是少儿和文

教类备货较多，品种和数量参考 2020 年数据适当

增加。

字帖市场潜力大。广州新华在今年暑期备货中，

学生字帖类的备货比2020年多。谢志杰介绍：这与

语文课本修改，相关生词有所变动密切相关。“学校和

家长加强了对学生书写的要求，假期是学生字帖的销

售高峰，几家字帖出版机构的备货增长幅度均超过

100%。”广西新华文盛图书有限公司采购部副经理张

俊倩表示，与往年相比，今年广西新华增加了字帖和

工具书的备货，这是公司和重点供货商沟通并参考了

往年数据的结果。

工具书迎来销售旺季。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业

务部部长宋海霞介绍，今年暑期在工具书等类别上的

备货比2020年多，每月推出1种爆品，并推出相应的

激励机制，爆品数量保证备货充足。刘阳欣表示，暑

期是文教类图书的销售旺季，因此皖新传媒有针对性

的加大了工具书的备货量。

设计环节是印制周期和成本的关

键。保证印制周期和控制成本是出版社

经营管理的重要指标。图书的设计环节

对周期和成本都有较大影响，好的设计

不仅不会加大制作难度还会降低制作成

本，责任编辑和设计人员在前期设计阶

段就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全盘考虑生产

周期和制作成本，选择更加合理的设计

方案，使图书的制作既顺畅又节省成本，

为出版社的效益最大化创造条件。

图书市场已经进入薄利时代，在图

书成本方面必须精打细算。就内文用纸

而言，开本的选择会对纸张成本有不小

的影响。有些设计师和责任编辑喜欢特

立独行，采用异型开本，这样纸张成本不

可避免地会被抬高。再说封面用纸，大

勒口的设计，必然以浪费纸张为代价。

成本的节约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有的

图书设计有腰封和书签，不妨一气呵成，

使用同一种纸印刷这两者和图书封面，

这样封面、书签、腰封可以拼成一版印，

节省版费；有的书既有平装版又有精装

版，如果精、平印数一致又同期出版，那

么可以在设计上让平装版封面和精装版

的护封使用同一种纸，拼成一版印，同样

能节省版费；有的书中有插页，可以在设

计时有意控制其数量，以便在印刷时减

少用版数量；有的书四色图比较多，但和

内容关联性不大，就可以在设计排版上

动脑筋，以一个印张为单位，使黑白文字

集中在一面，四色图集中在另一面，采取

“正四背一”的方式印刷，以节省成本；有

的书带插图，图的部分可以设计成专色，

全书用双色机印刷，兼顾节约与美观。

日常工作中总会有突发状况，出版

部常常接到紧急任务，由于种种原因留

给印制环节的时限非常短，而且必须保质保时完成，

这要求责任编辑与设计师事先做好沟通，如果在打样

前不能确认设计的实际效果，就多预备几个设计方

案；另外，不要采取循序渐进的试样方式，以节约时

间，按期完成印制。

加强预先沟通有效提升设计效率。出版部的日

常工作之一，就是协调印厂实现图书设计师的构想。

作家出版社是一家文学类出版社，为了与图书的文学

性内容相匹配，封面设计师的构想一般都极富艺术

性。举例来说，曾经有位设计师把图书封面设计成一

张包书皮，这个设计在印刷裁切方面没问题，但真要

一张张包到书上，而且是成千上万地批量制作，就相

当有难度了。首先，这道工序无法使用机器完成，完

全靠手工做，不仅费人工，周期也会很长，因此无论是

时间成本还是经济成本，出版社都承受不起。其次，

每个人包书皮的手法不同，松紧程度也不同，无法达

到设计师所要求的标准效果，反而会出现各种各样意

想不到的瑕疵。最终，经过双方磋商，设计师改变了

思路，在封面图案设计上呈现出“包书皮”的效果，仍

使用传统的三面刀裁切。这样虽然平实，但保证了出

版的质量和周期。该书首印1.5万册，因为市场反响

较好，很快加印，凸显了印制周期短的优势，在销售上

没有断档。

出版部的工作在出版社的工作流程中处于最下

游，相对比较被动，往往图书将要送至印厂了才能知

晓具体的装帧要求。这时发现不当之处再修改，往往

会打乱图书上市和宣传销售的计划。因此，经验丰富

的责任编辑通常会在装帧设计草案出炉后，主动与出

版部深入沟通，探讨实际印制效果能否精准实现设计

意图。举例来说，某本书的设计方案是在封面上印只

鸟，腰封上也有同样图案的下半部分，设想是裹上腰

封后，封面上呈现鸟的上半部分，与腰封上的图案恰

好拼成完整的鸟。这样的设计看似没问题，对印刷工

艺的要求也不高，但是想要达到完美的效果却很有难

度，因为如果在裹腰封时稍有偏差，就很容易出现一

只被“腰斩”的鸟。后来，经过与责任编辑沟通，去掉

封面上图案，在加宽的腰封上印完整图案，把鸟的上

半部分用模切工艺切出来，最终的效果也能体现设计

师的巧思，最终皆大欢喜。

此外，图书的装帧形式和装帧用料讲究配合。配

合若好，相得益彰，锦上添花；配合不好，各行其是，两

败俱伤。目前图书装帧材料市场新品频出，即使是从

业多年的资深技术人员和供应商，也很难判断新型材

料的特性及适用范畴，必须在实际使用中摸索总结经

验，过程中难免会犯错。所有新颖的设计、新颖的材

料都要经过试验阶段，有成功就有失败，要学会从失

败中积累经验。

图
书
装
帧
设
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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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
比
﹃
好
﹄
更
重
要

■

李
卫
东
（
作
家
出
版
社
）

一本好的图书应集好的内容、恰当的设计、优良

的制作于一体。之所以是“恰当的设计”而不是“好

的设计”，是因为在实际加工制作中，“好的设计”往

往受工艺流程和水平限制，达不到设计师想要的完

美效果。很多图书设计师把书装当作艺术品来设

计，极尽奇思妙想，工艺繁复，而到了印厂之后，往往

难以实现，有时各道工序之间甚至互相矛盾、无法兼

容；即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实现，也需以延长加工周

期和增加制作成本为代价。

操
务
作

实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王少波

据基于“国家出版发行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CNONIX应用示范单位销售数据和商报·奥示“中国出

版业市场监测系统”线下ERP数据、线上监测数据的统计，今年线下图书市场第一季度销售数量同比增

长61.42%，销售码洋同比增长87.76%。其中，文化教育类占比40.31%，份额最大；社会科学类占比

27.18%，份额次之；文学艺术类、少儿读物类比重接近，差距不足1个百分点，前者占比14.18%，份额居

三，后者占比13.44%，份额居四；科技生活类份额最小，为4.89%。
上海新华城市书房上海新华城市书房““暑期爱心公益课堂暑期爱心公益课堂””活动活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充分发挥主渠道、主

阵地、主力军作用，紧密结合建设高校实体书店、党建

书房等工作，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一是加快高校实体书店建设。今年，湖北新华已

新建成3家高校实体书店，并将已建成的15家高校实

体书店打造成为党史学习教育基地，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活动98场，覆盖师生6.5万余人次。

二是全力打造党建书房。湖北新华组织编写了

《党建书房一体化建设手册》，明确党建书房建设内

容，从党建文化类等类目进行统一规范，并给出党建

书房场景示例。目前，湖北新华已建设党建书房22

处，通过配强党建活动、党史教育等服务功能，开展

红色文化活动，创建了红色文化党建服务品牌。

三是广泛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以爱国主义读书

教育活动、楚天少儿悦读季等阅读品牌为抓手，湖北

新华积极开展进机关、进社区等“十进一创”活动。

今年，湖北新华已开展全民阅读活动1099场，覆盖干

部群众548万人次；赴乡镇、社区等开展展销活动173

场、覆盖群众130多万人次。

四是持续关爱特殊人群。湖北新华持续开展

“品红·新华关爱”品牌活动，关爱特殊人群。今年6

月以来，先后为武汉市第一聋哑学校、湖北省未成年

犯管教所捐赠相关图书6万码洋。 （焦翊）

湖北新华深化党史学习教育践行文化担当

微
讯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6月27日，2021北京阅读

季·儿童阅读月·阅读论坛在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图书馆文史馆举行。论坛以“儿童阅读活动的多元

化”为主题，邀请作家、书评家海飞，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杜霞、北京工业大学耿丹

学院院长林炎志等出席并作主题演讲。论坛由儿童

阅读月负责人岂航主持。

杜霞说：“绘本、绘画、设计、三点紧紧联系在一

起，看似目标人群是孩子，但其实与其他人群也息息

相关，中国孩子太缺乏美学。图书馆、书店的作用是

巨大的，要充分发挥图书馆和书店的作用，深化、挖

掘童话和神话故事中的内涵，勾勒中国特色。”她建

议：未来开展活动中，要同时发力线上线下平台，多

渠道传播、展示。海飞认为：北京地区儿童阅读多元

化工作做得很好，下一步建议首都特色更鲜明，加大

主题出版、红色阅读、亲子阅读。“相关部门要利用好

媒体，做好国际交流，不但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向

更高层次和深度发展。”林炎志以自身在国家教委，

以及负责共青团工作时的经历体会为出发点，提出：

“希望能够按照社会分层，让阅读进入到每个层面孩

子的心里，要做好孩子的第一粒纽扣如何扣好的研

究。” （肖 颖）

2021北京阅读季·儿童阅读月·阅读论坛畅谈儿童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