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本版编辑：王双双
E-mail：834379435@qq.com

排版：彭庆伟2021年10月12日 星期二 第2761期

2019年，天府书展着力打造“行业盛会”和“阅读嘉年华”，填补了中国西部缺乏

大型书展的空白；2020年，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天府书展创新办展形式，取

得圆满成功。

“创新”与“阅读”是天府书展一直秉持的核心理念，读者也深切感受到“书香天

府·全民阅读”的文化氛围在天府大地上愈发浓郁，散发活力。2021年天府书展将于

10月15日至18日在成都举办。书展由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四川省委宣传部、成都市

人民政府指导，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承办，中国出版协会、中国期刊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版权协会、中国印

刷技术协会、四川各市州党委宣传部支持。

经过两年的沉淀和发展，2021年的天府书展将给读书人带来哪些惊喜？如何让

书香润泽更多市民、滋养城市文脉？主办方对未来天府书展的举办有哪些思考？书

展为成都这座城市、成都市民注入了哪些活力？书展前夕，商报记者带你一起揭秘。

以“阅读”之名逐梦书香天府

“爱阅读·会生活”是天府书展的永久主题，2021

年度主题为“致敬建党百年 逐梦书香天府”。今年天

府书展线下以成都世纪城新会展中心1号馆（约1.1万

平方米）为主展场，四川各市州新华文轩实体书店、三

州新华书店设立分展场；四川全省公共图书馆作为分

会场，部分学校、博物馆、民营品牌实体书店作为天府

书展配套活动举办场地。线上以文轩网为主平台，设

立天府书展云书展——天府书展·云世界。通过“主

分会场结合、线上线下融合，全民阅读联动、展示展销

互动”的办展方式，突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这条主线，集中展示行业新发展，展销优秀出版

物，展现振兴四川出版新成果，精心组织阅读文化活

动，推进“书香天府全民阅读”建设。

两大主宾展团，走近行业标杆。今年的天府书展除

了永久主宾团中国出版集团外，还特邀浙江出版联合集

团作为年度主宾团参展。两大主宾团都将在天府书展

主展场设置展区，展示企业风采、展销精品好书，同时为

四川的广大读者带来多场精彩的阅读文化活动。

中国出版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大众出版和专业出

版集团。2021天府书展中版集团将携旗下商务印书

馆、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

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等20家出版单位参展，参展图书近2万

种，共计8万余册，重点展示展销主题出版类、人文社

科类、文学艺术类、科技经管类和少儿教育类的精品

力作，如：《靠山》《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百

年革命家书》《中国的人文信仰》《非凡百年奋斗路》

《追寻三星堆》《元宇宙》《血战长津湖》《中国共产党历

史歌典——歌声中的百年风华》等。同时将组织开展

“第十届茅奖作家李洱《应物兄》作品分享会”“《纸上

的故宫》——祝勇新书分享会”“作家东西长篇小说新

作《回响》分享会”“‘戏剧教育丛书’发布会”“安意如

《二十四日》读者见面会”“龚剑《中国刀剑史》读者见

面会”“黄剑华、段渝《发现三星堆》新书发布会”“赵国

栋、易欢欢、徐远重《元宇宙》天府书展分享会”“何楚

舞、凤鸣、陆宏宇《血战长津湖》新书发布会”“十画《一

只名叫安徒生的猫》新书发布会”等10余场阅读活动。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将携旗下浙江教育出版社集

团、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浙江科学

技术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

摄影出版社等8家出版单位参展，在现场设置主题精品

图书展台和各出版社展销专区，精选近1500种图书，着

重展示展销浙版主题图书以及社科、文学、艺术、少儿、

教辅（助学读物）、生活等精品好书。同时将在天府书

展期间举办8场文化活动，邀请到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著名诗人、小说家、鲁迅文学奖

得主、甘肃省作协副主席叶舟，中国作协会员、四川省

作协小说专委会副主任、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杜阳林，

诗人、作家、河南省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何向

阳，军事文学作家八路，拥有近3000万粉丝的混知创始

人、青年漫画家陈磊，以及万千女性的老棉裤、健康大V

“六层楼先生”等知名作家。

弘扬主流价值，传承红色基因。2021年是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本届天府书展将在主展场的入口

处搭建建党 100 周年主题展区，面积 280 平方米，以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为展陈思路，设置

有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四史”学习图书、2021年

农民喜爱的100种图书等展区。其中习近平总书记著

作展区将展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3卷）、《习近平

外交思想学习纲要》《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重要著作、

讲话、摘编300余种，系统展现习近平总书记著作的出

版成果；此外，还为读者准备了《习近平和大学生朋

友》《习近平扶贫故事》《习近平在福建》等可读性强又

紧扣读者关心、关注热点的图书。主题展区将重点展

陈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书映百年伟业”

好书推荐目录以及获得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2020

年“中国好书”称号的百种精品主题出版物。如《火种

——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走来》《星火的启示——革命

根据地创建与发展》等。

在图书展陈之外，书展还多维拓展，以多元形式

提升读者体验。书展期间，将在主展场开展“中小学

教科书中的党史印记”主题展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

系统梳理馆藏百年中小学教材，遴选出300多幅风格

各异的插图、封面、内页，分四大部分全面展现教科书

中的党史印记；开展“红军长征过四川”打卡活动，读

者到主展场，用手机扫描设置在展馆不同点位的有

“红军长征过四川”标志的二维码，通过打卡，了解红

军长征过四川的历史，感受长征精神。在各分展场设

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史学习教育重点

读物”专台，结合各展场特色推荐红色书籍，讲好党的

故事，营造浓厚的党史学习教育氛围，促进全民阅

读。在各分会场开展“童心向党”研学实践活动，组织

中小学生走长征路、读红色书，传承红色基因。

汇聚好书好物，搭建特色展区。为了方便读者逛

展，本届天府书展的主会场根据图书主题和产品类型

设置了建党100周年主题区、永久主宾团区、年度主宾

团区、四川出版区、重点出版单位区、新零售（含亲子

阅读）区、智慧阅读区、古籍修复馆、人教社课本党史

印记展览区、馆配专区、活动区，同步设置新媒体、新

零售直播间。

其中还设置了多个特色展区：亲子阅读区“逐梦

馆”紧扣时下热门和具有教育意义的话题，在现场搭建

多个亲子互动体验式场景，打造有趣、有心的阅读文化

空间、场景体验空间、线上线下相融合的亲子教育空

间。学生阅读区“探索馆”聚焦“双减”大背景，打造了阅

读空间、传统文化体验空间、创意空间及阅读服务活动

四大板块，旨在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向中小学生及其

家庭充分展示文轩书店的阅读服务能力。成人阅读区

“光影馆”集合了上万种文艺、社科、生活类精选图书，还

有泰迪珍藏、新特丽灯具、盲盒、生活器物、气味笔记本

等数百种文创，以及咖啡饮品和创意休息区。文创区

“潮样馆”细分为生活美学区、文具乐园区、沉浸式体验

区、IP工场区。全场汇聚10大超级IP，16大文具品牌，

打造一个传统美学与现代流行相互碰撞和融合的体验

新场景。智慧阅读区围绕“建党百年聚焦点、网络发行

全息化、阅读服务全链路、出版互动多样化”策展，从图

书购买、全情景阅读和读者参与出版三大场景安排设

置，共分图书消费区、阅读场景体验区、出版互动区、用

户活动区四个区域。

多彩阅读活动，名家大咖轮番上阵。本届天府书

展将通过线下展场和线上云世界，为读者带来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阅读文化活动。不管读者身在何处，

不管读者是否能够亲身前往，都能让读者近距离感受

天府书展，为读者带来阅读嘉年华。活动主要以阅读

盛典、高端论坛、行业交流会、作者见面会、新书发布

会、图书签售会、访谈对话、直播荐书等形式呈现，此

外还有真人秀表演、沉浸式体验、高科技阅读等活泼

生动的鲜活场景。届时将邀请著名作家黄亚洲、阿

来、梁晓声、祝勇，著名编剧龙平平，著名儿童文学作

家杨红樱、北猫等名家大咖与大家见面。重点阅读活

动有2021新时代乡村阅读盛典、党史学习教育重要参

考材料“三史”赠书仪式、“第三届‘城市读行者’活动”、

“第三届‘全民阅读·全国书店之选’十佳作品发布

会”、“中小学教科书中的党史印记”展览等。

（下转第12版）

创新超便利、新科技、全链路阅读服务
第三届天府书展将在延续前两年办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创新，努力做到创新办展、安

全办展、专业办展、市场化办展，力求为广大读者提供更优质的阅读服务，让书香从四川飘向全国，

线上线下融合，让全国读者都来感受属于天府四川的独特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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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名称

2021天府书展开幕式

农民喜爱的 100 种图书揭

幕仪式

党史学习教育重要参考材

料“三史”赠书仪式

2021新时代乡村阅读盛典

第二届“一带一路”出版合

作经验交流会

第二届全民阅读研究年会

——“推进覆盖城乡的全

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建设

研究”主题演讲

第三届“全民阅读·全国书

店之选”十佳作品发布会

“一木环保”公益行动总结

表彰暨“童心向党”研学启

动仪式

纪念中共中央《关于整理

我国古籍的指示》发布 40

周年座谈会

强链升链，共赢发展——

2021年新华文轩合作伙伴

交流大会暨战略合作会

第二届全民阅读研究年会

——“推进覆盖城乡的全

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建设

研究”学术交流活动

2021天府书展馆配交易会

馆店融合系列阅读活动

第三届“城市读行者”活动

“中小学教科书中的党史

印记”展览

“市委书记 2021 天府书展

寄语”活动

2021年全国少儿图书交易

会高峰论坛

“双减”形势下的课后延时服

务与研学业务主题研讨会

《觉醒年代》新书首发式

一生忠于党，赤诚为人民

——《清风永开》新书首发

式暨系列主题活动

边地精神的当代继承与表

达——作家阿来、何向阳

文学对谈暨新书揭幕仪式

米小圈作者北猫叔叔读者

见面会

弘扬伟大脱贫攻坚精神

书写圆梦小康壮丽篇章

——《决战贫困——四川

脱贫攻坚书系》新书发布

会

“中国好书”获得者李珊珊

读者见面会

底层少年坚韧成长的“人

生十年”——长篇小说《惊

蛰》分享与签售会

致敬建党百年 传承长征精

神——“红军长征在四川”

系列图书分享会暨新一轮

路线详考踏勘启动仪式

追寻领袖足迹 重温初心使

命——《邓小平与中国共

产党百年历程》新书研讨

会

课本上学不到的漫画中国史

红岩上红梅开——《红色

经典中的经典——〈红岩〉

小说插图文献集》艺术形

象赏析分享会

作家东西长篇小说新作

《回响》分享会

日期

10月15日

10月15日

10月15日

10月15日

10月15日

10月16日

10月16日

10月16日

10月16日

10月16日

10月16日

10月15日~16日

（图书馆）

10月15日~18日

（读者）

10月15日~18日

10月15日~18日

10月15日~18日

10月13日~14日

10月16日

10月15日

10月15日

10月15日

10月16日

10月15日

10月17日

10月15日

10月15日

10月17日

10月17日

10月16日

10月17日

时间

10:00~10:30

10:40~11:00

11:00~11:10

15:00~17:00

14:00~17:00

9:30~10:30

10:40~12:00

13:00~14:00

9:30~17:00

14:00~16:30

14:00~16:00

9:00~18:00

——

全天

全天

全天

13日14:00~17:00

14日9:00~12:00

9:30

11:00~12:00

14:10~15:00

15:10~16:20

15:30~16:30

14:10~15:00

9:30~11:00

13:00~14:00

16:10~17:30

16:10~17:40

16:20~17:30

16:10~17:30

13:00~14:00

地点

1号馆户外广场

主展场建党100周年

主题区

主展场建党100周年

主题区

成都市新津区中国

天府农业博览园

成都市高新区天泰

路338号高新豪生大

酒店1楼会议厅

主展场1号活动区

主展场1号活动区

主展场1号活动区

成都市武侯区科华

北路 69 号成都市世

外桃源酒店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

大道南段255号成都

海湾大酒店

成都市成华区杉板

桥国际社区综合体

主展场馆配专区

分展场、分会场

分展场、分会场

主展场“中小学教科

书中的党史印记”展

览专区

主展场及各市州展场

成都青羊区新华大

道江汉路 29 号新华

宾馆

新华之星20楼会议室

1号活动区

1号活动区

1号活动区

1号活动区

2号活动区

2号活动区

3号活动区

3号活动区

3号活动区

1号活动区

2号活动区

1号活动区

举办单位

主办：天府书展组委会

承办：新华文轩

指导：中宣部印刷发行局

承办：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天府书展组委会

主办：天府书展组委会

承办：新华文轩

主办：中宣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

承办：省委宣传部、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

局、天府书展组委会、成都市委宣传部

主办：中国出版协会“一带一路”出版工作委员会

承办：中国出版集团、新华文轩

主办：韬奋基金会全民阅读促进会、成都市委宣

传部、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成都市成华区

委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融合发展（四

川新华）重点实验室

主办：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承办：天府书展组委会、北京蠹鱼文化科技有

限公司

主办：天府书展组委会

承办：新华文轩

主办：中国版协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天府书

展组委会

承办：新华文轩

主办：天府书展组委会

承办：新华文轩

主办：韬奋基金会全民阅读促进会、成都市委宣

传部、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成都市成华区

委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融合发展（四

川新华）重点实验室

主办：天府书展组委会

承办：新华文轩

主办：四川省图书馆、天府书展组委会

承办：新华文轩

主办：天府书展组委会

承办：新华文轩、市（州）委宣传部

主办：天府书展组委会、人民教育出版社

承办：新华文轩

指导：四川省委宣传部

承办：天府书展组委会

主办：中国编辑学会、中国出版协会少儿读物

工作委员会

承办：新华文轩

主办：天府书展组委会

承办：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天地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美术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天府书展重点活动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伊 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