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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圈升级，“未来书展模式”初步成型
2020 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开幕

本报讯 8 月 12 日，2020 上海书展暨

“书香中国”上海周在上海展览中心开幕，

展场面积首次扩展到 2.6 万平方米，比往

届增加 10.8%? 本届书展仍在上海、长三

角城市和国内其他中心城市开设约 150

个分会场，着力提升上海各分会场展销图

书、举办活动的能力和水平；今年书展还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搭建网上平台，使线上

线下同步、圈内圈外共享的“未来书展模

式”初步成型?

作为本届书展的主宾省，浙江在主会

场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设立浙江出版

展团， 携创新出版成果及阅读活动亮相?

从参展阵容看，“浙江方阵”既有浙江省出

版联合集团旗下出版社和高校、城市出版

社等 17 家出版单位， 也有博库数字出版

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数字出版公司，还有

“晓书馆”“晓风书屋”“无料书铺”“乾嘉书

房”等特色书店以及咪咕阅读等线上销售

平台及技术应用公司?

此次主宾省参展工作由浙江省委宣

传部统一组团，参展展品除了精选近 2700

种优秀出版物， 还展出多种特色文创精

品，基本涵盖浙江出版的主流领域? “十三

五”时期，浙江省策划主题出版物 400 多

种，推出了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作品? 参

展图书中有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

版物选题图书、荣获第十五届“五个一工

程”奖图书，如《大决策———邓小平与改革

开放 》等 ；有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 “走出

去”图书，如《之江新语》（英、法、西、德、日

文版）等；还有浙江各出版单位“十三五”

以来出版的看家书、 长销书和近年新书、

畅销书 ，如 《五千年良渚王国 》等系列图

书、《陶艺》等大众生活类图书? 除为读者

带来丰富的图书资源，浙江出版还组织了

近 50 场阅读推广活动， 包括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品王旭烽《茶人三部曲》、蒋胜男力

作 《燕云台 》、海飞新作 《醒来 》、 王珮瑜

“京剧其实很好玩” 系列图书等将举办首

发式、研讨会等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 主宾馆开馆仪式上，

浙江遂昌县躬耕书院音乐筑梦班学生进

行了暖场表演? 去年，这群山里娃收到了

来自 2019 中国北京世园会开幕式演出活

动的邀请函? 从偏远山区到首都北京，凭

借着对音乐的热爱，他们的天籁童声如今

已飞出大山，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今年虽受疫情影响，但“出版国家队”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参展热情不减，集

团组织旗下人民文学出版社 、 商务印书

馆、中华书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

国美术出版总社、人民音乐出版社、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东方出版中心等 23

家出版单位参展， 并集中陈列 8000 余种

精品出版物参展，重点图书 600 余种? 该

集团专设 “主题出版专区”， 聚焦中国道

路、脱贫攻坚、“四史”系列等三大主题，集

中展销相关精品出版物? 一是中国道路方

面，厉以宁主编的“中国道路丛书 ”，以及

英国学者马丁·阿尔布劳新著 《中国在人

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角色———走向全球领

导力理论》? 二是脱贫攻坚方面，《中央和

国家机关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典型案例

集》，以及新近出版的《扶贫笔记》等扶贫

主题图书? 三是“四史”系列，《红军长征

记：原始记录》等图书和音像出版物? 书展

期间， 该集团各出版单位将举办 50 余场

线下活动，邀请多位名家大学者与读者见

面? 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故宫六百年———

祝勇新书分享会”等；商务印书馆“‘光启

文库·随笔系列”新书发布会”等；中华书

局“《治术：周秦汉唐的经世之道》新书全

国首发”等；三联书店“辛德勇《西边的太

阳———秦始皇他爹的阳历年》发布会”等；

东方出版中心“《党在这里诞生》新书发布

会”等?

另外，“中国对外出版主力军”外文局

局属 8 家参展单位亦携 30 多个文种的

5800 余种、3 万余册图书参展，全方位、全

语种、多角度、多题材展示外文局 70 年来

出版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展、“人

民至上 生命至上 ”———多语种抗疫主题

图书专题展等，将重点展出《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三卷等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

61 种以及《武汉封城：坚守与逆行》等 20

余种抗疫图书? 《40 人看 40 年———中美

外交风云对话》新书发布会等，也将陆续

与读者见面?

作为上海出版主力军，世纪出版集团

今年集中推出近万种图书，其中新书 2000

余种， 精心组织近 300 场阅读推广活动，

邀请 500 多位作家、学者与读者见面? 今

年是世纪出版集团创立 20 年， 进入新一

轮发展周期的第一年， 该集团从 2000 余

种新书中精心遴选，向广大读者重点推出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20 上海书展 20 种

好书”，包括《革命者》《细节的力量———新

中国的伟大实践》《中国战疫！ 》《这里是上

海：建筑可阅读》《中国古代纪时考》《民法

典与日常生活》《〈考工记〉 名物汇证》《汉

武帝和他的时代》《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

人》《天堂城堡中的音乐： 巴赫传》《泰晤

士：大河大城》《我这样的机器》《刚多林的

陷落》《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史

前艺术—中世纪）》《现场———对话日本当

代艺术名家》《中国交响 70 年（30CD）》《大

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特别纪念版 ）》

《骨科简史》《写在基因里的食谱： 关于饮

食、基因与文化的思考》《你好，珠穆拉玛》

等?

本届书展上，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背

景下， 世纪出版集团打破传统活动模式，

大胆破圈试水线上线下联动的融合发展，

首次在书展现场设立“世纪出版直播间”，

利用旗下雄厚的内容资源，每天推出丰富

的线上直播阵容， 包括樊登-世纪好书直

播推荐、译文文学会客厅等，以及并由集

团青年编辑破圈为广大读者在线推荐优质

图书的，分“阅读与乐读”“海派文化”等七

个主题，七天七场，场场精彩? 借助当当、京

东、喜马拉雅、哔哩哔哩、抖音、大众点评、

天猫、今日头条、快手等多平台，世纪出版

集团还将在线举行五十多场世纪新书 “云

首发”直播活动? 据悉，该集团在本届书展

上将举行 《戴敦邦画说金瓶梅·市井烟云》

签售会等近 150场现场活动? 此外，上海文

艺出版社依托上海书展积聚的优质文化内

容，联动上海美食节，跨界策划打造“作家

餐桌计划”，携手孙甘露、徐则臣、祝勇、毛

尖、马伯庸、陈楸帆、那多等七位当代中国

著名作家，联合沪上七家品质特色餐厅，精

选七家特色阅读文化空间，带来“七天—全

年”的系列文旅体验活动?

据了解， 在防疫不放松的新背景下，

今年书展依旧分为日场和夜场；与以往不

同的是，日场到 17 时结束 ，夜场 18 时开

始到 21 时结束， 日夜场之间留出 1 个小

时的消毒时间? 书展门票将分为电子票和

实体票，电子票可在大麦网上购买 ，实体

票将全部在新华书店定点出售，现场不再

出售实体票，但书展现场会根据当日入场

观众的情况留出一部分的电子票? 主办方

提醒， 进入书展现场一定要佩戴好口罩，

做好防疫安全工作? 上海书展在东西两个

展区分别设置“防疫医护室”，各展区也配

备充足的消毒湿巾、免洗手消毒剂、口罩、

测温仪等防疫物资? 本报记者 傅小平

文学盛宴，从书房到餐厅，从上海到世界

“作家餐桌计划”“上海国际文学周”启动

前不久歌手周杰伦发布的新
作 《Mojito》，让海明威和他钟
爱的古巴哈瓦那小酒馆再度回到
公众的视野。 说到作家与餐厅或
美食，历来有不少美谈：普鲁斯特
曾用好几页纸描述玛德琳蛋糕，

汪曾祺则是名副其实的 “美食博
主” ……作家与餐桌间的故事有
着独特的气质， 而今年上海书展
首次开启“作家餐桌计划”，端出
一道道充满烟火气的思想盛宴，

为上海书展乃至上海全民阅读创
造更多可能。

记者了解到，8 月 12 日至 8

月 18 日，孙甘露、徐则臣、祝勇、

毛尖、马伯庸、陈楸帆、那多等七
位作家将走进沪上有历史、 有文
化、有故事的七家餐厅，与严锋、

骆新、赵松、王占黑、王侃瑜、李伟
长等跨界专家畅谈文学与美食、

城市与生活等话题。 七集节目将

在澎湃新闻、 看看新闻、B 站、抖
音等平台陆续上线。 “2020 上海
书展·作家餐桌计划”由上海市新
闻出版局、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指导，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文
艺出版社、 上海红砖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主办。

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 当它
与其他生活内容相融合， 便能起
到“破圈”的效应，辐射到更大的
人群， 在 8 月 10 日举行的作家
餐桌计划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
上，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
闻出版局局长徐炯表示， 作家餐
桌计划是本届书展走融合破圈之
路的一个典型代表， 是倡导由阅
读通达高品质生活的一个示范案
例， 同时也是文旅结合润泽人民
城市的一次有益探索。

作为参与活动的作家代表，

科幻作家陈楸帆认为， 这是一次

富有创新意识的合作， 文学同样
可以是感官的、具身的、日常的，

“词句、意象、隐喻具有触发大脑
‘通感’的神力，能让人嗅闻情感、

聆听颜色、 品尝记忆。 这种全感
官、 高沉浸式的体验哪怕是最先
进的科技尚且不能实现， 而文学
却可以轻易做到。”他此前完成了
一场在苏浙总会的录制， 与学者
严锋、 科幻作家王侃瑜边吃边大
开脑洞， 畅聊 “外星人会吃什么
呢？ ”的主题。

打通文字与味蕾之美， 作家
餐桌的第一站由孙甘露、 骆新与
王占黑带领读者们走进上海国际
饭店， 这家有着悠久历史的饭店
出自匈牙利建筑设计师邬达克之
手， 建筑师贝聿铭在看到这家饭
店的时候连连赞叹：“那时候有一
个新的高楼叫国际饭店。 听说国
际饭店会盖 20 多层，我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所以每周六都要去看
看它往上冒……国际饭店是我当
时最喜欢的建筑， 我被它的高度
深深地吸引了，从那一刻起，我开
始想当建筑师。 ” 对很多作家而
言，国际饭店也有着特别的意义。

香港作家刘以鬯曾提到过， 上世
纪三四十年代， 许多作家都是在
国际饭店会客，在那里互相结识。

现在，在前来旅游的人心中，它依
旧是一个重要的打卡地， 排队也
要买的名点蝴蝶酥承载着几代人
的味觉记忆。

“作家不一定都是美食家，但
衣食住行种种日常生活， 的确是
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 历史上的
伟大作家，留下了关于饮食、日常
的精彩描述，最典型的就是《红楼
梦》。作家们喜欢用美食隐喻世间
万物，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就
是巴黎生活的写照。”孙甘露表示

青年时期他常常往来于国际饭店
附近，但那时候，国际饭店对他来
说，是个有些神秘的地方，当时被
称为“上海的原点”，“我想国际饭
店是一座可阅读的建筑， 它有很
多故事。”骆新则认为在一定程度
上， 美食是作家以其丰富的身体
感知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方
式，好的文学就跟好的美食一样，

能让人有松弛感。 （下转第 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