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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全民阅读正在迈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在孩子们当中播撒阅读的种子，

发力原创，
重磅精品首发获关注

不断创新、
形质兼美的精品好书是推进全民阅读
的重要保障，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始终把正确出版导向
贯穿于出版工作的全过程，
切实提升少儿图书的内容
质量，
加大精品出版物的内容供给，
充分发挥内容价值
和阅读风尚的引领作用。今年阅读月前夕，
该社重磅
产品《内蒙古寻宝记》
《三江源的扎西德勒》正式出版。
2022 年是“大中华寻宝”系列出版
10 周年，也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5 周
年。4 月 21 日，
“《内蒙古寻宝记》百城千
店正版联盟新书首发式”在线上隆重召
开。新书发布会上，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联合全国上百座城市、上千家线上线下
书店的经销商，发起了“百城千店正版
联盟”行动，共同抵制、打击盗版，保护
知识产权，
共建书香社会。
《三江源的扎西德勒》是作家杨志
军继《巴颜喀拉山的孩子》之后又一部
儿童文学力作。4 月 22 日，该社邀请中
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著名诗人、
中国作协原副主席高洪波，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
长、中国图书评论杂志社总编辑杨平，著名儿童文学
评论家徐德霞等 10 余位儿童文学评论家，以线上形
式举办了“书写三江源的绿色传奇——《三江源的扎
西德勒》作品研讨会”
。与会嘉宾以
“书写三江源的绿
色传奇”
为主题，
围绕作品中动物书写的开拓与深化、
儿童视角的纯熟和圆融、人与自然关系的多层思考、
诗性哲理的叙事风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读好书

今年 4 月，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
“阅读新时代 书香润

任。
”在《三江源的扎西德勒》作品研讨会上，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这样说到。倡

童心”
系列主题活动 40 余场，
触达人群超百万，
新书发布、
作家荐书、
公益捐赠等活动，

导和推广全民阅读已成为重要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阅读理念渐入人心，
书香氛围日

从不同维度为营造全民阅读浓厚氛围贡献力量。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阅读月活动纪实
动，把优秀图书的独特价值呈现给广大读者，为少年
儿童提供有价值、
有温度的阅读服务方案。
在湖北武汉、江西遂川等地，
《三江源的扎西德
勒》编辑团队集结教师与阅读推广人的力量举办了多
场图书漂流活动，
推进深度阅读。老师们找到图书切
入点，降低学生阅读的难度，同时促进课后自读的有
效推进，
提升学生阅读能力。家庭、
学校齐上阵，
共筑
书香社会。
为常态化展开公益阅读推广工作，
破除
疫情期间线下推广难的困局，
二十一世纪出
版社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产品和文化活动，
融合线上数字资源、线下文化产品资源，让
文化福利走近读者。在阅读月期间联合多
家平台开展“普通人的阅读日记”线上共读
活动、
“中华寻宝大会 2022”线上知识竞答、
“护苗·绿书签”直播分享、米兔故事机有声
书专辑上线等活动。
4·23 世界读书日当天，该社联合“江西
少年诗词大会”开展了主题为“孩子经常阅
读，却依然不会写作怎么办？”的直播分享，
为孩子写作支招。此次直播在线人数达 9
万人次，送出了价值超 2 万元的图书，读者参与热情
高涨，
反响极其热烈。
“中华寻宝大会 2022”
线上知识竞答小程序于 4 月
24 日正式启动，
截至目前，
小程序注册用户已超过 5 万
人。值得一提的是，
《大中华寻宝记》融合出版项目及
该社
“耳语精灵”
有声平台亮相首届全民阅读大会数字
成果展，
用数字阅读的形式激发青少年阅读热情。

荐好书
联合推广，
为少儿提供阅读服务方案

推动全民阅读，公益阅读推广活动是重中之重，
出版社在这其中无疑发挥着主力军作用。2022 年阅
读月，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组织作家、
学者、
阅读推广人
等，
深入开展了
“一本书的奇幻之旅”
图书漂流、
“点亮
书香童年”
图书分享、
悠贝 4·23 市集活动、
“回家的路”
作家签售、
新华书店图书专场等多场线下阅读推广活

益浓厚，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同选择。

让孩子们从小养成阅读习惯，
善于吸取人类所有的知识，
是我们出版人、
作家应有的责

《内蒙古寻宝记》百城千店正版联盟新书首发式

出好书

4

品质供给，让专业筛选助力好书传播

为将作家和编辑的专业选书能力转化为实质性
的阅读推广助力，今年阅读月期间，二十一世纪出版
社联合莫言、曹文轩等 40 余位作家拍摄制作了多个
荐书视频，在抖音、视频号、微博等多平台展出，传播
度和关注度双佳。同时，联合江西民生广播，连续 7
天在晚高峰时段，推出编辑荐书，让读者了解到更多
优秀经典的作品，带来贴心的阅读指导，交流育儿家

教方法。
4 月 19 日~25 日，
该社邀请儿童文学作家彭学军、
八路，编辑顾梦莹、王雨婷等参与腾讯视频联合腾讯
公益、
新周刊共同发起的
“经典的力量”
宣传视频的录
制，推荐并宣传阅读书目，有效提升了品牌影响力和
产品曝光率。

捐好书

共享书香，以公益之心促全民阅读

保障困难群体阅读权益，
是全民阅读工作的重点
任务之一。近年来，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把更多目光投
向偏远地区的乡村学校、留守儿童，在党员中开展了
“书香乡村，奉献有我”公益阅读捐赠活动，近 5 年来
向社会捐赠图书超过 1 亿码洋。积极参与中宣部主
办的首届全民阅读大会
“书香暖神州”
捐赠活动、
少读
工委组织的农家书屋捐赠活动，同时发起了“暖心战
疫——伴读到家，
千家共读公益行动”
等活动，
共计捐
赠图书 110 万码洋，
让 2 万余名儿童受益。
“暖心战疫——伴读到家，
千家共读公益行动”
是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联合多家图书馆共同发起的公益
赠书活动。4 月初，
因疫情导致学生停课，
该社面向南
昌范围内的 1000 个家庭（优先防疫医护、
志愿者家庭）
赠送阅读礼盒。4 月 25 日开始，还启动了线上读书打
卡，让参与活动的家庭为阅读发声，享受一场特殊的
阅读之旅。

售好书

彩虹行动，线上营销打造阅读盛宴

阅读月期间，
“亲近母语×彩虹行动”
联合活动在
自营抖音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官方旗舰店”直播间
开展，编辑推荐入选书目推荐并销售，总计直播 4 场，
共 15 小时，
触达人次超 100 万。为与经销商攻坚克难，
该社还开展了
“彩虹行动”
，
针对线上销售因物流受阻
的情况，该社在可发单后进行赠书，助力社店共赢。
自开展以来，
获得大批读者肯定，
有效推动了销售。
在京东、
当当、
天猫、
抖音、
小红书等平台，
二十一
世纪出版社着重进行产品推广曝光，
并取得了京东平
台最受欢迎出版社机构第 3 名、当当童书供应商第 6

暖心战疫——伴读到家，
千家共读公益行动
名的好成绩。
“大中华寻宝”系列、
“不一样的卡梅拉”
系列等图书继续保持畅销，
“皮卡西小手翻翻书”
系列
4·23 当日仅在天猫单店就销售近千套。

评好书

捷报频传，社会效益凸显责任担当

经过一年多的社会评价和市场检验，
诸多奖项陆
续在弥漫着书香的 4 月公布，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共获
得 7 项荣誉，
含金量极高。
其中，
《碗灯》
《逐光的孩子》
《建座瓷窑送给你》
《大风》入选
“2022 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
物”。
《猫冬记》
《飞机楼》
《大风》
《散步》
《勇敢地长大
——工地旁的小鸟一家》入选“2022 年全国家庭亲子
阅读导读书目”。
《大风》
《战地厨子和半个小兵》获第
十七届文津图书奖。
《写给孩子的医学科普书·人类历
史上的传染病》入选“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推荐原创科
普图书（100 种）”。
《战地厨子和半个小兵》
《荆棘丛中
的微笑：吴安》
《大大的城市，小小的你》入选“第三届
年度儿童文学新书榜·特别推荐作品”。
《水晶孩童》
《碗灯》
《虎伢子》
《散步》入选
“第三届年度儿童文学新
书榜·推荐作品”。
《大大的城市，小小的你》还荣获第
九届“中国童书榜”优秀童书奖。
《散步》入选第二届
“童阅中国”
原创好童书。
4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首届全民阅读
大会举办，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推进全民阅读、传承
优秀文化、塑造民族精神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对广大
出版工作者提出了更高期望和要求，
全民阅读步入了
生机勃勃的春天。
出版人亦是全民阅读
“领读人”
，
作为推动全民阅
读的重要力量，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将坚守“崇德
敬业，润泽童心”的社训，深扎出版主业，强化使命担
当，积极推动全民阅读阵地建设，在全民阅读的春天
里奋力耕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