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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讯 为进一步繁荣散文创作 ，

不断推出散文新人 ， 由中国散文学会 、 中

共宝鸡市委宣传部主办 ， 宝鸡市文联 、 宝

鸡西建非公党建学院承办的第九届冰心散

文奖评选活动 2 月 20 日在北京启动。

中国散文学会于 1984 年成立， 是全国

成立最早的国家级文学社团之一 ， 现有会

员近 7000 人。 冰心先生生前曾担任中国散

文学会名誉会长 、 顾问 。 “冰心散文奖 ”

是遵照冰心先生生前遗愿在 2000 年设立

的 ， 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广泛的群众性 。

(主要面对学会会员) ?今已成功举办八届，

先后有 400 多位中青年作家获得此殊荣。

据悉， 第九届冰心散文奖的评选范围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中

国大陆公开出版发表的散文集、 散文单篇作

品和散文理论（专著）文章。 参评作品既可以

个人报送，也可以由出版单位、各地散文学会

集体报送，其中散文集报送 5 本，散文单篇作

品报送 5 份，散文理论集报送 5 本，散文理论

文章报送 5 份。 （作品必须有一份原件，其他

可为复印件，注名发表 、出版时间 、单位 、刊

期、联系电话、电子邮箱）。本届评奖拟设散文

单篇奖 30 名、 散文集 20 本、 散文理论 5 部

（篇），另设提名优秀奖 20 名。 前八届奖项获

得者不再参加同一奖项评选， 海外华人作家

参评作品必须在祖国大陆公开出版发表。

作品报送地址为：100070 北京市丰台区

百强大道 10 ? B312 室。

联系人 ： 董彩峰 13661029284、 刘娟

13552782508?

学会办公室电话：010-84647781?

报送截止时间：2021 年 3 月 30 日。

评奖结果拟于 2021 年上半年揭晓。

文讯销售红红火火 新华社发 勾建山 作

沪上书店吸引上百万读者“悦”读过牛年

春节七天上海图书市场销售逾千万

本报讯 “就地过年 ” 成为

2021 年上海人的过年方式 。 为了

让留沪过年的大众有更多的文

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营造温馨的

节日气氛 ， 充分展示建党 100 周

年 、 “十三五 ”出版成果 ，上海市

书刊发行行业协会于 2 月 10 日

至 28 日推出 “阅读好时光·新春

公益书香推广活动 ”， 在全行业

发挥线下线上多渠道优势 ，开展

多领域 、多渠道 、多层次 、多样化

的文化活动 。

据上海市书刊发行行业协会

统计，在牛年新春七天 ，参与此项

活动的 60 家实体书店销售 850 万

元、网上书店销售 425 万元。 今年

销售业绩与 2019 年春节七天相

比，一半以上的书店销售呈上涨趋

势，如上海外文书店客流 、销售册

数、 销售码洋分别同比 2019 年春

节七天增长 141%、206%、25.6%，

文创用品的销售占整体销售额的

45%。 这与书店多元化经营、融合

发展有关。

春节期间，上海悦悦图书有限

公司旗下的天猫 “悦悦图书专营

店”等三大网络书店销售爆红。 从

整体动销品种而言，《细节的力量 :

新中国的伟大实践 》《民法典与日

常生活》 等社科类图书动销明显；

如 《龙猫》 等童书销售依然火热。

《三体（全三册）》《百年孤独 》等文

学类书，《故宫观止》《乡土中国》等

文化普及类书，“华师大一课一练”

等教辅类书销量也都不俗。上海香

港三联书店正在举行的香港联合

出版集团书展，春节七天的销售占

图书总销售的 62%。

本报记者 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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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进社区”： 为文学服务社会发挥更大实际作用
本报记者 张滢莹

“在我的一生中，有个头衔是终身拥

有的———一个读书人。 ”新一期的“文学

进社区”活动中 ，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作

家赵丽宏如是说。 在上海市作协的指导

下， 作家书店继续联手浦兴街道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所举行的这次活动， 也是在

春节意味渐浓时，以“美好文学、美好生

活” 为主题所带来的一场作家与读者之

间面对面的座谈。 对社区居民读者而言，

这无疑是一份提前到来的春节大礼。 严

寒的天气挡不住读者的热情， 还没到预

定的时间，就已有 20 多位读者在活动中

心门口排起了长队。

从中华民族爱书的传统谈起， 赵丽

宏向听众讲述了宋真宗 《劝学篇》 的由

来，介绍了朱熹的“三到”读书法、胡适的

“四到 ”读书法以及鲁迅的 “五到 ”读书

法， 深入浅出地为在场读者讲授古往今

来读书催人奋进的故事。 他也忆及学者

朱永新自 2003 年起十多年呼吁设立阅

读日的执着坚守：“他年年为此呼吁，倡

导全民阅读， 这件事如今已经引起了大

家的关注。 所有的地方都有自己的阅读

方式，许多中小学也设立了阅读周，政府

工作报告里也出现了推广全民阅读 、营

造书香社会的字句， 这些都表示阅读这

件事已经形成了社会共识。 ”

从自己阅读的经历和体会出发 ，赵

丽宏解释了为何读书以及读书的重要

性， 并向大家深入分析和推荐了他所喜

爱的经典作品：《唐诗三百首》、曹雪芹的

《红楼梦》、雨果的《布格·雅尔加》、托尔

斯泰的 《复活》、 塞万提斯的 《堂·吉诃

德》、泰戈尔的《飞鸟集》、鲁迅的《野草》、

梭罗的《瓦尔登湖》、巴金的《随想录》、欧

文·斯通的 《马背上的水手———杰克·伦

敦传》、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 》、罗素

的《西方的智慧》等。

在出版物浩瀚如海的当下， 如何挑

选适合自己的书，以及值得读的书？ 赵丽

宏的方式是： 培养自己对于每一本书的

见解， 不要人云亦云，“读书不是简单的

接受，喜欢的笑一笑，读过就过去了，真

正的读书人对每本书要有自己的见识 ，

当遇到一本喜欢的书时， 要学会按图索

骥去寻找相关联的内容， 逐渐拓展自己

的阅读版图。 ”对他而言，读书时不断地

自我发问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一边读

一边问为什么，为什么打动我，为什么读

不下去； 包括揣摩作家的心思———他为

什么这样写，他是什么样的人，等等 ，这

种自问和寻找答案的过程就是你思索和

成长的过程。 ”

记者了解到，“文学进社区 ”系列活

动是在上海市作协的支持和指导下 ，深

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做好

社区文化工作的一项具体实践工作。 该

系列活动以丰富街道社区文化生活 ，提

升社区居民文化素质为己任 ，坚持打造

“江南文化 ”“海派文化 ”和 “红色文化 ”

品牌，将不断推进全民阅读工程落实到

实处。

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 专职副主席

王伟表示，“文学进社区” 活动深刻理解

了文学的要义，做到了文学反哺社会、服

务基层，只有不断让作家深入基层，让读

者阅读作品，才能做到更好的讴歌爱党、

爱国、爱人民的文学情怀。 “文学进社区”

的活动是文学服务基层、 服务社会的具

体实践路径，更是对系统化、可复制的文

学服务模式的一种有益尝试。 “文学进社

区” 活动的举办大大缩短了作家和读者

之间的距离， 让作家更真实地看到听到

社区生活的实际情况， 创作出更接地气

深入人心的作品， 同时也让读者更容易

地了解和学习到优秀作家、 优秀文学作

品的丰富精神内涵。 文化空间有内容需

求， 作家与作品也希望被更广泛的人群

所了解。 王伟表示，出于这种双向需求的

不断增长， 为基层提供文学服务的这种

模式既是做文学服务， 也形成了对文学

作品的推广， 并彰显了文学在公共文化

服务中的重要性。 未来，以“文学进社区”

系列活动为抓手， 上海市作协将继续探

索系统、配套的公共文化服务手段，将更

多的文学资源从精神领域落地， 为文学

服务社会发挥更大实际作用。

此次活动由上海市作协指导， 浦兴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主办， 上海文学创作

中心、上海作家俱乐部有限公司承办。

“美好文学、美好生活”活动现场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