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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融合发展新局面显现

2020 北京图书订货会数据显示

本报北京讯 1 月 11 日，为期三天的

2020 北京图书订货会在中国国际展览

中心落下帷幕。作为中国出版业的“风向

标”“晴雨表 ”， 北京图书订货会已走过

33 届 。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

年，本届订货会将主题定为“全面推进出

版业高质量发展， 精品图书助力小康社

会繁荣”。

本届订货会， 各参展单位带来近 40

万种图书，现场人流 9.6 万人次，第一天

“打卡”人数超过 4 万人。 订货期间，各单

位利用订货会平台策划的文化活动 ，仅

组委会提供的地图指南上就达到 210 多

场。 各出版单位组织的沟通会、交流会、

推介会、接待活动累计超过千场。

据了解， 本届订货会展会组织了中

国出版高层论坛等一系列活动， 以及红

沙发、新书发布、作家见面会等一系列文

化活动，整体展现在信息时代、智能化背

景下的出版融合发展新局面。 订货会期

间， 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了

《2019 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 数据显

示， 非虚构图书排行榜中，《习近平在正

定》位居榜首，《浮生六记》多年保持在畅

销前列； 虚构排行榜前六名均为当代文

学 ，包括《活着》《三体》三部曲，《平凡的

世界》以及《红岩》。

该数据显示，2019 年新书定价继续

呈上升趋势，中位数从 2018 年的 40 元，

上涨至 45 元 。 近几年实体书店快速发

展，2019 年，中国实体书店数量超过 7 万

家。 但数据显示，网店仍然是读者购书的

主要渠道，网店渠道占比达 70%。 而实体

店的码洋规模则继续呈现负增长， 同比

下降 4.24%。 在订货会期间召开的 2020

中国书店大会上，许多业内人士认为，中

国书店高质量发展须走一条创新之路。

尤值一提的是，2019 年，中国图书零

售市场码洋规模首次突破千亿元。 图书

零售市场码洋规模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

长，同比上升 14.4%，码洋规模达 1022.7

亿元。 与此同时，2019 年， 新书品种较

2018 年下降了 6.70%，为 19.4 万种。

本届订货会， 上海代表团由上海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

炯率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高校和社科

文出版联合体等 40 家出版发行单位集

中参展。 上海代表团共认订展位 68 个，

馆配书架 22 个，参展的近两年新书和重

点品种 7300 余种，期间还组织举办各类

作品研讨、新书发布、全民阅读等文化活

动近十场，着力体现上海出版在打响“上

海文化”品牌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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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讯 1 月 9

日，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的

“新世纪儿童文学新论”丛

书发布会暨“新世纪儿童

文学理论发展趋势研讨

会”在北京举行 。 中国作

协副主席高洪波 ，上海世

纪出版集团党委书记黄

强、总裁阚宁辉等出席会

议并讲话。 近二十位儿童

文学专家学者参加研讨。

据悉，“新世纪儿童文

学新论”是少年儿童出版

社推出的较大规模的儿童

文学理论专著系列。 丛书

由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儿

童文学理论家朱自强担任

主编，集合了国内各高校

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佼佼者， 经过两年多

的努力，于 2020 年 1 月正式出版。 丛书包

括 《中外儿童文学比较论稿 》（朱自强 ）、

《1978—2018 儿童文学发展史论 》 （方卫

平）、《儿童幻想小说叙事研究》（聂爱萍）、

《张天翼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黄贵珍）、

《儿童文学翻译的文体学研究》（徐德荣）、

《安徒生童话诗学问题》（李红叶）、《后现代

儿童图画书研究》（程诺）、《图画书中文翻

译问题研究》（〔日〕 中西文纪子）。 与会作

家、评论家认为，“新世纪儿童文学新论”是

一套高水准的具有原创性的儿童文学理论

丛书， 在学术视野的广度、 研究问题的深

度、 理论视角的新颖度等方面， 都富有特

色。 该丛书视野开阔， 既有扎实的史料研

究， 又有问题意识鲜明的应对现实需求之

作；既有对传统研究领域的传承与突破，又

有对儿童文学新气象的前沿性探索； 同时

还具有国际视野与跨文化意识。

在随后举行的“新世纪儿童文学理论发

展趋势”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对目前儿童文

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大家认

为， 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

科，它的整体发展还没能跟上儿童文学创作

和儿童文学读物市场的发展步伐，在基础性

的理论体系建设和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应

用理论体系建设方面都有待加强，也要在深

化和拓展已有研究课题、应对新课题、开辟

新的话语空间等方面继续努力。

用好书见证创新和梦想

2020 年接力出版社新春答谢会举行

本报北京讯 1 月 8 日，

“感恩有你 创新接力———

2020 年接力出版社新春答

谢会”在北京举行。

据悉 ，2019 年 ，接力出

版社改制以后的婴幼分社、

少儿分社、青年分社三个分

社 ， 主管实体店的发行一

部 ，主管传统电商 、社群电

商的发行二部，主管天猫渠

道 、接力天猫旗舰店 、专营

店的发行三部等三个分部

开始正式运营。

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

冰表示 ，2019 年是新中国

70 华诞，在主题出版方面，

接力社与党建出版社共同

推出 “中华先锋人物故事

汇”， 是一套帮助青少年打

好精神底色的丛书，也是一

套通过美文来解读平凡而

伟大的人物精神密码的丛

书 ，在校园 、家庭以及出版

界都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

力。 去年，接力出版社共有

47 种图书获得中外奖项 、

入选重点推荐书单；输出到

英国、法国、韩国、越南等国

家和地区的版权 118 种，同

比提升 9.26%。

2019 出版年度 ， 接力

社年共出新书 321 种，重印

图书 722 种，全社全年发货

码洋 8.83 亿 ， 同比增长

9.83%。同时，出版社大力拓

展海外市场： 在第 56 届博

洛尼亚书展期间举办“中外

童书作家合作的现状及趋

势”主题论坛；在第 29 届阿

布扎比国际书展上举办“接

力出版社埃及分社新书发

布会暨中国著名作家作品

诵读会”； 携手俄罗斯圣彼

得堡国立大学举办“自然文

学中的生命之光———中国

自然文学出版、创作谈”，与

俄罗斯莫斯科州立综合图

书馆共同举办“大家一起做

好书———中俄自然文学的

交融和创新”论坛；在第 15

届委内瑞拉国际书展上举

办 “用童书传递生存智慧、

温暖和爱———中委童书画

家对谈”活动。 在第二届广

西书展期间，接力出版社承

办了 “中国-东盟少儿出版

阅读论坛”和“中国-东盟少

儿图书版权交易会”。

白冰表示 ，在 2020 年

“十三五 ” 规划的收官之

年 ， 接力出版社将继续锐

意进取 ，用新的两个效益 ，

用优秀的业绩庆祝建社 3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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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散

文诗不是散文 ’的

那部分诗性， 恰恰

是散文诗应该强化

的 ‘修辞难度’，散

文诗比分行诗更自

由的 ‘文本形式’，

恰恰有利于散文诗

更灵活地建设自身

的 ‘文本尊严’。 ”

“如果李白和杜甫

坐在我们对面 ，我

们应该如何写出

‘一种进化形式的

散文诗’？”“上海的

散文诗人如何在当

代文化语境和城市

化写作现场中完成

清晰的身份辨认？”

日前， 由中外

散文诗学会主办 、

中外散文诗学会上

海分会承办的 “中

外散文诗学会上海

分会年会暨散文诗

集 《在城市的楼群

中》新书发布会”举

行， 与会者就当下散文诗的写作特

点进行深入讨论。

会议由中外散文诗学会上海分

会副主席语伞主持。 学会上海分会

主席刘慧娟从五个方面作了工作回

顾与展望。 与会嘉宾就当前散文诗

写作现状及上海散文诗的发展方向

进行了切实有效的探讨。

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 专职副

主席王伟参加会议并讲话，他指出，

散文诗写作应该对当下的精神需求

发挥特殊作用，情感要自信、包容，

要有时代的坚守， 形式上要探索新

的表达方式， 还要提高普及度走向

大众。

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外散文诗学

会执行主席赵振元， 中外散文诗学

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散文诗世界》

杂志主编宓月， 中国散文诗研究中

心主任箫风， 上海小兰亭文化艺术

中心创始人田学波以及桂兴华、毛

国聪、余志成、王崇党、清水等诗人、

作家。

与会者表示 ，《在城市的楼群

中———上海散文诗十六家》 是上海

分会的重要成果展示， 也是一本体

现徐俊国、陈仓、陆群、任俊国、朵而

等十六位来自上海不同行业， 有着

各自人生经历的散文诗作者整体实

力的高质量散文诗展示。

不雨天

（上接第 5 版）

由评论家孟繁华主编的《新中国 70 年

文学丛书》， 位列作家出版社 2019 年度十

大好书榜首，除了 70 年的时间跨度 ，以及

其共计 40 卷，包含小说（中短篇）、诗歌、散

文、报告文学、戏剧五个文学门类的规模 ，

更重要的是这套书是专家评审从文学性 、

思想性、时代性等多方面综合考量的结果。

同样 ， “孙惠芬长篇小说系列 ”、 《谌容文

集》，以及“残雪六卷本读书笔记 ”上榜 ，也

是因为这些作品体现了原创性， 或是对原

创性作品做出了极富原创性的解读。

当然， 在中国的语境里谈论文学原创

性， 也要看作家作品是否在一定意义上反

映了中国式主题。 由儿童文学作家翌平主

编、冰心奖获奖作家陆梅、高凯、翌平、张玉

清、孟飞、毛芦芦、张洁、赵菱、湘女、阮梅创

作的“童年中国书系”（第一辑）丛书，就因

为作家们从各自角度书写中国式的童年吸

引了关注的目光。

大体而言， 这些作品都以童年乡土回

忆为轴， 串联起童年生命中对作家至关重

要、印象至深的亲情友情、故乡风物 、琐碎

细事。 这些文字带领孩子们走进父母一代

生长的故乡家园，去触摸、了解上一代人的

生活，去了解我们这个国家的过去。 有感于

新媒体时代，我们的记忆在泛滥，也在稀释

和淡薄，诚如作家张玉清所说，相比而言 ，

记录真实的童年， 比写出一个优美的童年

更为重要。

但对真实的童年的记录， 从任何意义

上说都不应是止于流水账的记录， 而应是

富有文学性或诗性的记录。 作为著作等身

的作家， 张炜迄今也写了近 200 万字的儿

童文学作品，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张，即

是儿童文学和儿童读物是不一样的， 儿童

文学必须具有诗性，必须有美好的语言，必

须有理想的光照。 也因此，虽然《我的原野

盛宴》不是儿童文学作品，但就像评论家何

向阳说的那样， 张炜把自己还原为一个原

野诗人的形象， 由此给我们摆出了一个盛

宴，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蒲公英、白头翁、

长尾灰喜鹊等等， 对中国自然主义文学有

一种新的开拓。 同时亦如评论家梁鸿鹰所

说， 虽然这部作品回溯的是一个不太正常

的时代，但对那段时光的还原，却得以最大

限度地激发一个儿童成长当中的天性。

事实上， 能否真正把自己还原到童年

状态， 考验一个作家写儿童文学作品能否

写出原创性。 儿童文学作家常立感慨，国内

大量儿童文学作品， 都是作者以自我为中

心，抒发自己童年的情怀。 在这些所谓童书

里， 他都会疑惑儿童在哪里？ 而以他的理

解，国内盛行的大多数童书，实际上更近乎

“爸爸文学”、“爷爷文学”，或者是耽于怀旧

的长者的文学， 这样的童书总是让评委心

有戚戚，所以也经常获奖，虽然如此 ，这些

获奖作品其实比较少关注真实的儿童。 而

在由接力出版社出版的 《如何让大象从秋

千上下来？ 》里，常立试图最大限度让自己

还原到儿童状态，启发孩子进入游戏情境，

把一个纸上画的大象， 从一个纸上画的秋

千请下来。 在常立看来，幼儿的世界是游戏

的世界， 他就想到通过这本书和孩子们一

起玩想象的游戏。 而这种互动化、游戏化的

创作思路，有时看起来打破了书的边界，就

像戏剧艺术里对“第四堵墙 ”的越界 ，但它

是格外适合于幼儿读者的。 “幼儿的注意力

是不集中的， 在父母和孩子共同阅读过程

中，他经常会跑神。 我的想法是不要强迫他

集中注意力，而是由着他打断故事，甚至欢

迎故事随时被打断， 就让他在故事里出出

进进， 我相信这更符合亲子阅读真实的阅

读情境。 ”

毫无疑问，等孩子长大了，这般具有原

创性的写作所具有的魔力也就消逝了。 可

堪比拟的是， 原创性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流

逝逐渐褪色呢？ 如村上春树所说，许多情况

下，由于受到大家接纳，为大家习惯 ，原创

性会慢慢失去当初的冲击力，但相对的，这

些作品如果内容出色，并且得到幸运惠顾，

升格为“经典”的话，或许能让后世的读者

感受到超越时代的新鲜感和震撼力。

司马迁的《史记》无疑是这样贯通古今

的典范之作。 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历史学

家张大可以一人之力完成由商务印书馆出

版的《史记（文白对照）》丛书的译文部分 。

在订货会现场举行的“《史记》的当代启示”

分享会上，谈及《史记》对当代生活的观照，

张大可举例表示，《史记》 向今人展现的古

代生活画卷，诸如西门豹治邺的故事，晏子

节俭的故事等等， 由这些故事及故事中的

人物构成的多彩世界， 仿佛能穿越遥远的

古代呈现在我们眼前。 “这些故事闪射的智

慧火花，烙下的道德印记 ，在欣赏评说中 ，

将会给你潜移默化的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