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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中国教育报文化副刊中心
微信公众号：中教文化乐读

2004 年暑假，15 岁的朱震宇
走进第一届上海书展，“我如同进
了金山的探险者，恨不得在此安营
扎寨，把所有的书都看上一遍”，
从那年开始，上海书展成为他每年
夏天的一个节日。今年，上海书展
也已经 15 岁了，这是一个和读者
一同成长起来的书展。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社长王焰说：“在大多数
上海人眼里，上海书展早已不仅仅
是一个展，更像是一种情感认定。”

早秋 8 月的上海，大朵大朵的
云彩聚集在俄罗斯建筑风格的上海
展览中心上空，聚得足够多了，就
下一阵雨。8 月 16 日傍晚，台风

“温比亚”带来一场持续到第二天
的大雨，当晚，走进灯火通明的展
馆，记者依旧看到人头攒动，看到
流连于各展位前、驻足在不同活动
场地的一群群读者。待出了展览中
心 3 号门走到延安中路上，还看到
人们撑着伞排队买夜场票，队伍蜿
蜒出售票厅好远。

像追明星演唱会一样追书展，
风雨无阻、乐此不疲，这也许就是
王焰社长说的情感认定。用商务印
书馆总经理于殿利的话说则是，上
海书展有一种迷人的气质，那是读
者创造的真正的书香。

““理想书展理想书展””的模样的模样
——八月到上海逛书展

本报记者 王珺

本报讯（天蓝）由人民出版社、中国
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学校图书装备分会主
办，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人民时
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中小学图
书装备形势研讨及项目发布会”日前在
京召开。来自全国教育行政单位、行业
协会、出版机构、发行机构和中小学校等
有关方面的200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以“融合大发展，好书进校
园”为主题，旨在共同探讨全国中小学图
书馆装备工作的成绩与问题，为做好新
时期中小学图书装备工作明确方向、任
务和办法。会议宣布了人民时代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同时发布了“人民
时代”全国中小学图书装备服务平台。

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夏国明从好书与学生的脱节、出版
单位与装备单位的脱节说起，分析了长
期以来中小学图书馆装备低价中标、恶
性竞争等问题，介绍了为解决上述种种
乱象，引导中小学图书装备进入规范有
序的轨道，实现良性循环所开展的研制

《全国中小学图书馆 （室） 配备核心书
目》、构建大型集中采购平台等工作。

新时代“一带一路”
学术出版高峰论坛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却咏梅） 近日，新
时代“一带一路”学术出版高峰论坛在
京举行，这是联盟成立以来的首届高峰
论坛，来自全球 26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百名成员代表出席。

“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是在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教育部的指导下，由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发起，多个国家的学术和出版机构
参与的学术出版合作组织。据介绍，截
至目前，联盟成员数量从30个国家和地
区的 94 家单位增加到 206 家，遍及 44
个国家，覆盖五大洲各大区域。联盟成
立一年来，国际版权交易量明显增多，据
不完全统计，图书签约数量近1500种。

通过本次论坛，联盟成员对联盟发
展再次达成了共识。未来联盟将继续发
展成员、充实合作内容，共同开发推出一
批介绍中国当代发展成就和发展模式、
阐释中国国家政策、回应国际关切的重
点图书；继续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着力培养一支热爱中国、了解中国的海
外专家力量，为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
化、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作出贡献。

“大夏悦读—教师
教育云平台”发布

本报讯 （星辰） 由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联合咪咕数媒、依托华东师大优质
教师教育资源，历时两年精心打造的

“大夏悦读-教师教育云平台”日前在上
海正式发布。与此同时，作为国家新闻
出版署出版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的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咪咕数媒也借此项
目，进行了实验室之间的深度合作，不
但推出了首个教师教育垂直领域的产
品，更是借此实现了实验室课题研究成
果的落地转化。

为了更好地服务教师教育改革，提
升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华东师大出版
社坚持聚焦教师教育产品开发的核心工
作，孵化出了“大夏悦读—教师教育云
平台”系列产品，逐渐实现由教育出版
机构向教育服务机构的转型升级。“大
夏悦读—教师教育云平台”以华东师范
大学的优质教学资源和先进教育理念为
依托，配套内置“大夏书系”优质学习
资 源 的 定 制 版 Kindle 或 咪 咕 阅 读
APP，该平台也可以依托微信端进行阅
读，并可在官网上实现精品网络课程的
学习，为我国教育工作者搭建了一个集
数字图书阅读、教育资讯推送、教师交
流互动和在线教育培训于一体的全媒体
知识学习平台。

“中小学图书装备形势研讨
及项目发布会”举办

最新书事

去年书展的最后一位读者是上
海嘉定区封浜高级中学化学教师王
慧慧，今年书展第一天她就带女儿
来了。熟门熟路地进入主展厅后，
她们直奔主宾省贵州展区，书架上

《苗族银饰》《贵州蜡染》《贵州古傩》
《鼓楼·风雨桥》《石板房》《吊脚楼》
等民族民间系列丛书，以及现场演
示的手工造纸、蜡染制作、书签、银
器、鸟笼旋转书架等展品吸引了母
女俩和众多读者的目光。

从 2008 年开始，上海书展提出
“上海首发、全国畅销”的概念，引导
出版社自觉地以 8 月为节点出版重
点新书，拿到上海书展首发。今年
书展精选 500 多家出版单位的 15
万余种精品图书参展，名人、名作、
名牌图书占比高，真正诠释了“书
展，就是书海”的比喻。

拥有 70 年社史的北京出版集
团已是第五年在上海展览中心东一
馆设展位了。出版社工作人员介
绍，为呼应本届书展特设的“中国改

革开放 40 周年精品图书展”，这次
集中展示了包括《中国道路的历史
与走向》《社会主义 500 年编年史》

《中关村创业史话》等展现改革开放
40 年成就的主题图书，还带来了助
力冬奥、书写奥林匹克精神的《顾拜
旦传》、“冰雪鉴”系列。

钟情俄罗斯文学的读者有福
了，北京出版集团旗下北京十月文
艺出版社收录当今俄罗斯文坛最有
影响力作家长篇小说的“俄罗斯当代
长篇小说丛书”推出 4 种。其中，佩
列文的《“百事”一代》由中国俄罗斯
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翻译，以准作
家塔塔尔斯基在苏联解体前后的生
活经历为线索，再现了20世纪70年
代喝着百事可乐长大的一代苏联人
在社会剧烈转型时期的心路历程。

《唐宋八大家——古代散文的
典范》《长城史话》《中国文化六讲》
等新品在书展现场甫一亮相即受到

“大家小书”读者的欢迎。
华东师大出版社占据了上海高

校社展区的显要位置，在自己的“主
场”参展更显踌躇满志。在展场忙
碌的营销中心主任朱文秋告诉记
者，华东师大社经过长期投入，学术
出版结出硕果。在这次书展上推出
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
学批评史料编年》（12 卷）；在 39 卷
中文版《杜威全集》基础上，选编出
版了 6 卷本《杜威选集》。书展上还
展出了一批大型影印文献丛书，如

“西方博物学大系”第一批《北美四
足动物志》《希腊植物志》《塞耳彭自
然史》等 12 种。朱文秋介绍说，这
套书系拟收西方有价值的博物学著
作超过 100 种，西方博物学史上的
经典著作大致备于此编。现在市面
上不少以博物为主题的图书，都是
图谱，靠彩色印刷的鸟兽花木的形
象美吸引读者，这固然不错，但这只
是博物学的表面，要像孔子说的那
样“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就得了
解动植物物种的种种特点以及生
态，这样，就绕不开文字说明，而“西

方博物学大系”所收的各书，都有原
汁原味的文字叙述，每一种都是一
个知识系统，可以跟当代的动物学、
植物学互参。从这一点来说，这套
影印版的博物学文献，是有很大的
学术参考价值的。

在少儿展区，记者见到接力出
版社阅读事业部王钢，他介绍说，此
次接力社以四大突破亮相上海书
展：主题出版，在表现形式上有新突
破，如《资本论 （少儿彩绘版）》，
将马克思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巧
妙地转化为少年儿童能够理解的内
容；原创图画书在创作手法上有新
突破，如彭懿的摄影图画书 《驯鹿
人的孩子》 用 12 寸照片的超大尺
寸，原生态地记录了最后的驯鹿人
部落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表达出
驯鹿人部落对生命的敬仰，对爱的
呼 唤 ， 被 誉 为 彭 懿 的 “ 巅 峰 之
作”；原创儿童文学方面则表现为
培育方式的新突破；科普益智类图
书在教育理念上进行了一定突破。

书展，就是书海

当时还在读初中的朱震宇记
得，2005 年在台风“麦莎”来袭的狂
风暴雨中，他在书展买到了作家余
华签售的新书《兄弟》，“让我兴奋了
一整个暑假”。

在上海市书刊发行行业协会副
会长汪耀华看来，“对于读者而言，在
书展买书的意义只是其中的一小部
分，更多的意义在于与名人邂逅、集
中听讲座、得到心仪的作家签名等从

‘书’衍生出来的阅读之趣。”的确如
此，各种讲座、论坛和买书，成为上海
书展对于普通读者的双重吸引力。

儿童文学作家周锐被誉为幽默
大师，曹文轩称，“他大概是最适合
写儿童文学的了”。此次他携现代
出版社出版的《周锐幽默系列》在上
海书展童书嘉年华与读者见面。见
面会现场，有爷爷带着孙子来的，也
有大中学生自己来的。高中生小李
小时候看过周锐的《大个子老鼠小
个子猫》，在书展上看到这个活动的
预告就来了。

周锐的童话大多以当代社会的
中国孩子为主角。他认为，儿童文
学作家是有尾巴的青蛙，尾巴就是

天真和好奇心。所以，他喜欢和孩
子交朋友，喜欢把刚刚写好的故事
讲给孩子听，“就像给孩子品尝刚出
炉的烧饼”。小读者则认为，周锐的
书以丰富的想象力让人脑洞大开，
打破人们对既定世界的传统认识，
打破固定的思维模式，别出心裁重
构世界，特别有趣。

8 月 16 日中午，上海展览中心
第三会议室，听众越聚越多，这里正
在举办文明互动——“法律文明史”
新书分享会。商务印书馆与读者分
享的“法律文明史”之《法的国际化
与本土化》《宗教法》是两本专业书
籍，没想到来听的读者这么多。一
位中年读者说：“《法的国际化与本
土化》涉及一个永恒的文明话题，中
国法治文明的推进是这个议题中的
现实问题，探讨这一主题意义深远，
前瞻性很强。”

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陈小文介
绍，“法律文明史”丛书 2009 年立项
至今已历时九年，陆续出版了近十
个品种。回首该项目的出版过程，
撰稿团队人数之众，组织范围之广，
审稿、编辑难度之大，都是其他项目

难以比拟的。《宗教法》涉及基督教
法、伊斯兰法、佛教法，在中文著述
中，本书是第一次将上述三大宗教
法纳入一个话语体系下论述，有着
著述方式上的创新，特别是解释了
宗教法在法律文明起源上的意义。
同时，触及了世界主要宗教法律之
间的文化差异，并在与世俗法的对
比过程中，凸显了人类法律文明形
态的多样性和内涵的丰富性。听众
中有很多来自华东政法、复旦、上海
财经等在沪高校的师生，他们对这
两本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当天下午，在东一馆活动区，正
在进行的是作家任晓雯《阳台上》的
新书分享会，读者早早挤满了听众
席，翻起刚买到的这本十月文艺出
版社出版的小说集。台上，评论家
李伟长和作家任晓雯围绕“如何理
解一个短篇小说”为读者解读小说
中小人物的故事。

短篇小说《阳台上》写于 8 年
前。那段时间各地发生了很多拆迁
的事件，于是任晓雯便萌生了以“拆
迁”为由头创作小说的想法。“当我
们开始讲述一个事件，会有很多种

进入的方式，我认为在小说中嘲讽
或者控诉，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态
度。”任晓雯说。这本《阳台上》，很
多故事跟上海相关，也跟这个时代
相关，跟年轻人相关。李伟长评论
说：“任晓雯做着的，是一个小说家
该做的事情。一个事情是什么样子
的，她就尽己所能把它按照本身的
样子呈现出来。如果是苦难，她就
书写苦难本身；如果是胜利，她就对
准胜利本身；如果是欢乐，她就呈现
欢乐本身。作为小说家，任晓雯一
直坚守着这一职业道德。”

8 月 18 日傍晚，被誉为“全日本
最会生活的男人”的日本著名生活
美学家松浦弥太郎携新书《写给想
哭的你》（现代出版社）在上海钟书
阁与读者交流。“自己的身体也是借
来的。因为是借来的，所以还望君
珍惜。”这位有着丰富阅历与人生成
就的中年大叔，悄悄地坐在读者中
间，亲切地道出一个个切实可行的
生活小哲学，帮大家重新找回获得
幸福和温暖的力量。他轻轻地与读
者道别：“晚安，今日份的烦恼。我
们是不是忘记了要珍视自己呢？”

由“书”衍生的阅读之趣

“我轻手轻脚地爬上柳亚子或
梅兰芳走过的楼梯，隔着大玻璃窗
看着马路对面复兴公园的梧桐。我
想象着那些在展览中心带着孩子排
完队、签完书的读者，转个场就能到
这里歇歇脚，安安静静地听听作者
用各种语言述说为什么要写这本
书。”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
任黄昱宁在“思南文学之家”开张前
去探班时曾有这样的想象，今天，她
的想象成了现实。

上海书展不仅仅局限于上海展
览中心，今年上海书展利用 16 个区
的图书馆、实体书店、社区文化中心
和农家书屋等公共阅读空间，扩展
书展分会场体系，数量由去年的 40
家增加至 100 家，包括实体书店 78
家、区级图书馆 16 家、农家书屋 6
家。在思南书局、作家书店、建投
书局同时举办的上海书展·上海国
际文学周，迎来中外作家与读者的
文学重逢。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

宁由此感受到上海这座城市浓厚的
文化氛围和认真办书展的城市文化
精神。上海书展这座知识岛屿向所
有人敞开，争取到了全民阅读的最
大公约数。

在谈到“理想书展”的扩张与
延伸时，黄昱宁勾画出一个理想书
展最完美的样子：细致、妥帖、接
地气、有情怀。

见证了上海书展15年发展的上
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为松说：“如果

说好的旅行会有爱情的味道，那么好
的书展，一定会有真理的味道。”

在华东师范大学展位的留言墙
上，3000 多张五颜六色的便利贴倾
吐着读者的心声：“上海书展的气氛
特别吸引人，我明年还要来”“我喜欢
书 ”“ 开 学 前 一 定 写 完 作 业 ”“ 上
海书展，书香溢沪”⋯⋯书展结束了，
这些留言被精心收藏了起来。朱文
秋说：“我们也许会一直保留着，到上
海书展20年的时候贡献给组委会。”

好的书展有真理的味道

本报讯 （汤文） 8 月 30 日至 9 月 1
日，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第 36 届
世界大会在希腊首都雅典隆重举行。来
自全球 70 多个国家的 600 多位代表出
席会议并围绕大会主题：童书童话——
东西方在此相会，对儿童文学、少儿出
版、阅读推广相关议题展开热烈研讨。
本次会议适逢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团
成员换届选举，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常
务副会长、中国版协理事张明舟获选国
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成为该组织有史
以来首位华人主席，标志着中国已走近
儿童文学和少儿出版的世界舞台中心。

在本次大会上，爱阅公益基金会与
IBBY 正式签订协议，资助设“IBBY-
iRead爱阅人物奖”。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
第36届世界大会在雅典举行

8 月 22 日至 26 日，第二十五届北京国
际图书博览会暨第十六届北京国际图书节

（BIBF） 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办。现
场展出 30 多万种全球最新出版的图书，举
办近千场出版文化活动，主宾国为摩洛哥。

百年老社携手埃及顶级大学

商务印书馆和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在
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艾因·夏姆斯大学是中东和非洲最古老
的大学之一，也是埃及最早成立中文系的大
学之一。目前，商务印书馆已与全球150多
家海外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国际合
作，实现了“汉语语言学丛书”“中国道路
丛书”“国家治理丛书”等系列图书走出去。

据悉，商务印书馆曾出版了大量介绍埃
及和阿拉伯语言、历史、文化以及伊斯兰文明
的工具书、教材、学术著作，如《阿拉伯语语法
基础教程》《高级阿汉词典》《阿拉伯语字帖》

《古代埃及社会生活》《中东国家通史·埃及
卷》等。通过与艾因·夏姆斯大学的合作，商
务印书馆将翻译出版更多阿拉伯经典作品；
同时，艾因·夏姆斯学者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工具书、国际汉语教材、中华优秀文化典籍以
及反映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
的优秀作品译介给埃及读者，帮助埃及读者
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

中国教育经验走向西方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与瑞士兰培德国际
学术出版集团举行教育类图书战略合作签约
仪式。华东师大出版社社长王焰表示，5 年
战略合作计划的第一步是把中国教育 40 年
的改革经验推向西方。这次战略合作将通过
兰培德推及多个语种，纸媒与数字化产品亦
将同时推进。

华东师大出版社与华东师大教育学部共
建的“中国教育发展出版工程”已于7月出版
了第一套丛书《教育现代化的中国之路——
纪念教育改革开放 40 年》（10 卷本）。该系
列作为此次战略合作计划的第一个具体项
目，将由兰培德出版全系列英文版，面向全
球英语图书市场同步发行纸书和电子书。

兰培德国际学术出版集团瑞士总部总裁
凯丽·谢格尔在致辞中特别提到兰培德世界
知名的教育研究书系Counterpoints。该系
列已出版640多本，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教育类
出版物中数量和影响力都位居前列的教育学
术大系列。目前战略合作双方正在讨论部分
内容在中国的选译出版，希望“用世界的教育
经验，进一步丰富中国的教育实践和研究”。

海外中文古籍整理结出《花叶婆娑》

中华书局推出新书《花叶婆娑——华盛
顿大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古籍珍本新
录》。本书收录了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
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所
藏，此前从未得到整理揭示的善本古籍、普通
古籍以及特藏文献2000余种。书中精选部分
善本和特藏文献图版编为精美图录，此外还汇
集了两家图书馆此次新编珍本的目录。

《花叶婆娑》 的出版得益于两家海外高
校图书馆与中国高校图书馆的国际合作、海
外高校与中国出版界的合作，最终向世人揭
示了北美地区两家重要东亚图书馆中沉默已
久的一批珍贵馆藏，例如华盛顿大学图书馆
所藏清代木鱼书、稿抄本，不列颠哥伦比亚
大学图书馆所藏“庞镜塘专藏”以及明清时
期的名人手札等。

中外作家探讨“真实的力量”

接力出版社邀请俄罗斯著名儿童文学作
家尤里·涅奇波连科、俄罗斯著名插画师叶甫
根尼·波德科尔津、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
轩、著名自然文学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等，围绕我们为什么需要现实主义的儿童小
说、孩子喜欢什么样的现实主义儿童小说和
美术作品、当下中外现实主义儿童小说的新
走向探讨“大家一起做好书·真实的力量”。

据介绍，接力出版社一直以来非常重视现
实主义题材儿童小说的出版。出版了反映乡
村现实生活的曹文轩短篇集《阿雏》，反映当下
小学校园生活的《绝对一年级》，反映农民工子
弟、离异家庭等特殊少年儿童群体的《一个姐
姐和两个弟弟》《丫中和丫串》，反映城镇变化
中少年现实生活和丰富内心世界的《孤单的少
校》等一系列现实主义题材儿童小说。

和科学家一起探索生命家园

获“斯坦福·杜曼旅行文学奖”2018
年提名儿童旅行书的 《地球大书》，是欧洲
广受欢迎的儿童通识教育读本，由青豆书坊

（北京）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引进出版。在国
际绘本展区，该书导读作者、英国牛津大学
地球科学系博士方琳浩，为小读者生动地讲
述了关于地球的科普知识。

这本科普大书集天体物理、自然地理、
生物、环境和人文历史等跨学科知识于一
体，带孩子足不出户穿越时空、认识地球、
探索世界，培养孩子的环保意识、社会责任
感和世界化、未来化的眼光，是一本体现地
球之美、自然之美、科学之美与人文之美的
通识绘本。

北京北京BIBFBI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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