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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國大陸閱讀推廣

活動述略
張志強 南京大學出版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2006 年 4 月，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大陸）

的中宣部、中央文明辦等11個部門聯合發出《關

於開展全民閱讀活動的倡議書》，正式拉開全民

閱讀的序幕。近年來，大陸積極開展閱讀推廣活

動，提升民眾的閱讀熱情。從政府到民間，開展

多種多樣各種活動。2017 年，大陸全民閱讀推廣

有聲有色。

一、政府繼續全力推動

 書香社會建設
2017 年中，大陸中央政府對全民閱讀給予大

力關注，出臺相關政策法規。

2016年12月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發佈《全

民閱讀「十三五」時期發展規劃》，為 2107 年

全民閱讀工作奠定基礎。2017 年 3 月 5 日，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

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大力推動

全民閱讀，加強科學普及，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

務均等化水準。加快培育文化產業，加強文化市

場監管，淨化網路環境。深化中外人文交流，推

動中華文化走出去」。這是 2014 年後的政府工

作報告中連續 4 年將「全民閱讀」寫入政府工作

報告中，體現政府對全民閱讀工作的重視。

2017 年 5 月 26 日，國務院法制辦務會議審

議並原則通過《全民閱讀促進條例（草案）》，

共分五章，說明條例制定的意義是「促進全民閱

讀，推動學習型社會建設，豐富人民群眾精神文

化生活，增強公民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

質，提高社會文明程度」；同時界定：「本條例

所稱全民閱讀，是指公民為獲取資訊、增長知識、

開闊視野、陶冶性情、培養和提升思維能力的讀

書行為。」該條例同時明確政府管理部門：「國

務院新聞出版廣電主管部門負責全國的全民閱讀

促進工作。國務院其他有關部門在各自職責範圍

內負責相關的全民閱讀促進工作。

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新聞出版廣電主管部

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全民閱讀促進工作。縣級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關部門在各自職責範圍

內負責相關的全民閱讀促進工作。」也對全民閱

讀的經費來源做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

將全民閱讀促進工作納入本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

展規劃，將政府開展全民閱讀促進工作所需資金

納入本級預算。」「國家扶助革命老區、民族地

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的全民閱讀促進工作。」

「國家鼓勵公民、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或者其

他組織依法通過捐贈、贊助等方式支援全民閱讀

促進工作，並依照有關稅收法律、行政法規規定

給予稅收優惠。」以上政策為開展全民閱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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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醫生媽的

老台灣故事
風土、民情、初代信徒

了強大的保障。

11 月 4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

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圖書館法》，於

2018 年 1 月 1 日施行。該法是中國大陸第一部圖

書館專門法，對「促進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發

揮公共圖書館功能，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權益，提

高公民科學文化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傳承人類

文明，堅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意義。

該法共六章，明確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

府應當將公共圖書館事業納入本級國民經濟和社

會發展規劃，將公共圖書館建設納入城鄉規劃和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加大對政府設立的公共圖書

館的投入，將所需經費列入本級政府預算，並及

時、足額撥付。」「公共圖書館應當免費向社會

公眾提供下列服務：（一）文獻資訊查詢、借閱；

（二）閱覽室、自習室等公共空間設施場地開放；

（三）公益性講座、閱讀推廣、培訓、展覽；（四）

國家規定的其他免費服務專案。」「政府設立的

公共圖書館應當設置少年兒童閱覽區域，根據少

年兒童的特點配備相應的專業人員，開展面向少

年兒童的閱讀指導和社會教育活動，並為學校開

展有關課外活動提供支持。有條件的地區可以單

獨設立少年兒童圖書館。」「政府設立的公共圖

書館應當考慮老年人、殘疾人等群體的特點，積

史
地

傳
記

史
地

傳
記

/

/

連瑪玉 原著；鄭慧姃 漢譯

前衛 /10609/ 362 面 /23 公分 /40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8016866/733

出身英國、從小就嚮往「海外宣教」的連瑪玉，

為了讓英國青少年瞭解臺灣宣教的實際工作，鼓

舞年輕人投身宣教師的行列，曾陸續出版三本臺

灣故事集，用一篇篇的小故事，生動有趣地介紹

她來到臺灣宣教所見的風土民情、習俗文化、常

民生活，紀錄了日本殖民的情況，以及初代信徒

改信基督教的心路歷程。這些故事的主角多是社會

底層的男女，雖名不見經傳，卻在追求信仰的過

程中無畏訕笑、欺侮與磨難，展現十足的生命光

輝。（前衛）

林媽利醫師

回憶錄
融合科學與人文的奇妙女性

林媽利 口述；劉湘吟 撰著
前衛 /10609/269 面 / 21 公分 /30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8018259/783

本書作者林媽利醫師，是臺灣血液醫學開拓者，

將一生所學奉獻於臺灣血液政策、臺灣人血型研

究，並協助政府建立捐血系統，造福各地病人，

影響深遠。本書撰述林醫師的生命故事，並收錄

林媽利醫師重要階段相片及繪畫創作。林醫師一

生雖充滿坎坷、病痛，她仍無所畏懼、勇往直前，

她的人生態度值得眾人學習效法。（前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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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創造條件，提供適合其需要的文獻資訊、無障

礙設施設備和服務等。」該法的頒佈與實行，將

進一步鞏固全民閱讀的陣地。

地方政府也陸續出臺相關政策。如 3 月份，

吉林省全民閱讀協會和吉林人民出版社共同合作

成立了「吉林省全民閱讀研究中心」。4 月份，

江蘇省發佈首個《江蘇省「十三五」全民閱讀發

展規劃》。該《規劃》明確「十三五」時期江

蘇全民閱讀工作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和發展

目標，提出到 2020 年，全省居民綜合閱讀率達

到 90%，各項主要閱讀指標位居全國前列；同時

實現「四個更加」，聚力推進全民閱讀「六大工

程」，逐步完善全民閱讀公共服務體系。

該規劃從連續性、基礎性、引領性三個方

面為江蘇未來的全民閱讀工作做了規劃。5 月，

安徽省委宣傳部、省新聞出版廣電局聯合印發

《安徽省全民閱讀「十三五」發展規劃》，這是

安徽省首個全民閱讀規劃。《規劃》明確規定，

「十三五」時期安徽省重點實施全民閱讀基礎設

施重點工程、優質閱讀內容建設工程、數位閱讀

資源提供與服務工程、閱讀品牌活動創建工程、

少年兒童閱讀推廣工程、老年人閱讀服務工程、

困難群體和特殊群體閱讀扶持工程、深化全民閱

讀之建設。

《規劃》提出到 2020 年，建立起與安徽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相適應的全民閱讀推廣服務體

系，不斷提升全省人民群眾整體的科學文化素質

和精神文明素養。在全民閱讀發展指標上，力爭

到 2020 年，全民綜合閱讀率由 2015 年的 79.85%

提升到 80%-82%，全民數位化閱讀率由 61.64% 提

升到 65%-73%，年人均圖書閱讀量由 5.58 冊到

6-6.82冊，年人均電子書閱讀量4.88冊到5-5.66

冊。

一些地方還將全民閱讀納入當地的城市建設

中。如福建省從 2017 年開始將全民閱讀工作納

入福建省文明城市測評體系。

根據《福建省文明城市（城市、縣城）測評

體系操作手冊（2017 年版）》，全民閱讀工作在

福建省的地市級文明城市、縣市級文明城市、文

明城區、文明縣城的測評中都有不同的體現。在

地市級文明城市測評體系中，開展全民閱讀，大

興讀書學習之風將作為測評標準，對一個地市的

文化服務供給、現代文化公共體系建設的情況進

行測評。有關地市級文明城市全民閱讀的具體測

評標準，福建省文明辦將在徵求福建省新聞出版

廣電局的意見後出臺具體的檔。

在縣市級文明城市、文明城區、文明縣城的

測評體系中，將把當地開展全民閱讀的具體情況

作為測評當地群眾文化生活的一項內容。11 月，

江蘇省出臺《江蘇省書香城市建設指標體系》（徵

求意見稿），正式指標體系將於 2018 年出臺。

《江蘇省書香城市建設指標體系》（徵求意

見稿）仍分市、縣兩級，市級共設4個一級指標、

12 個二級指標、48 個三級指標；縣級共設 4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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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指標、12 個二級指標、47 個三級指標。總

分均為 120 分，統一計分，不設加分項。體系主

要包括公共閱讀設施與服務、閱讀活動與專案、

全民閱讀保障和全民閱讀成效 4 個部分。

從中央政府到地方的各項檔，將為大陸全民

閱讀工作的推廣帶來積極的、持續的影響。

二、社會積極開展多種活動
2017 年度，大陸各地開展了豐富多樣的閱讀

推廣活動。4月 23 日世界圖書日前後，大陸各省

市均舉辦書展、讀書會等活動。尤其是一些固定

的書展，更成為當時的文化熱點，受到社會廣泛

的關注。5月 31 日至 6 月 3 日，第二十七屆全國

圖書交易博覽會在河北省廊坊市國際會展中心舉

行。本屆書博會設有廊坊主會場、唐山會場和西

柏坡專題展區，共設置展位 2,700 個。中國共有

45 個代表團、960 家出版發行單位攜 25 萬種圖

書參展，新書達 15 萬種。4天時間入場觀展人數

達 81 萬人次。書博會期間，還舉行多場豐富多

彩的活動、簽售、講座等。

7 月 13 日至 16 日，第七屆江蘇書展在蘇州

國際博覽中心舉辦。本次江蘇書展以全民閱讀推

廣活動為主線，組織開展出版物展銷、文創產品

展示、重要資訊發佈、舉辦專題論壇、少兒閱讀

推廣、數字閱讀體驗、蘇州地域文化弘揚等多種

活動。500 多家出版發行單位展出 10 萬多種出版

物品種，舉辦了 200 多場閱讀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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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馳的

草原征服者

杉山正明 著；郭清華 譯

臺灣商務 /10609 /380 面 /21 公分 /46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0530988/625

本書不僅探究蒙古帝國的起源與成就，更追溯至

開始建構草原中華國家型態的契丹、西夏與金，

完整了解遊牧民族對中國歷史的影響。由印第安

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博士蔡偉傑的專文導讀，讓

讀者快速了解本書脈絡方向，並詳列遼、西夏、

金和元的最新研究成果與延伸閱讀。書衣的底色

為黑色調，加上收錄於《契丹國志》中的契丹古

地圖，表現隱藏在歷史長河下，至今尚且晦暗不

明的真實。（臺灣商務）

解碼臺灣史

1550-1720 

翁佳音 , 黃驗 合著
遠流 /10609/320 面 /23 公分 /45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3280330/733

作者翁佳音教授精闢的研究成果與創見，摘其精

粹，以此作為基底，同時以重建臺灣歷史現場的

概念，彙整各種文獻史料原汁原味的內容，隨時

關照歷史的縱軸、橫軸，從縱軸，在歷史的進程

中尋找脈絡，建立歷史的連續性。橫軸，讓同一

年代、不同空間的人物、事件或制度形成參照／關

聯／對比，呈現一部故事版的臺灣歷史讀本。（遠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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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0 日至 14 日，2017 年南國書香節在廣

州舉行。本屆書香節設置羊城書展館、廣東出版

館、中國出版集團館、少兒館、繪本館、品牌出

版館、品牌書店館、數字出版館、特價館、工藝

美術精品館等展銷專區和港澳臺 3 個展示區，特

別設置閱讀推廣機構專區。舉辦了專業論壇、名

人講座、圖書簽售、評選頒獎、表演互動等 260

餘場的活動。

8 月 16 日至 22 日，2017 上海書展暨「書香

中國」上海周在上海舉行，全國 500 多家出版社

攜 15 萬餘種精品圖書參與本屆書展，共舉行 950

餘場活動，圖書銷售較往年增長 15%。

11 月 1 日至 5 日，第三屆浙江全民閱讀節

暨 2017 寧波書展 ･寧波讀書周在寧波舉辦，本

屆書展佈展面積達 20,000 平米，共展出各類出

版物近 6 萬種，主會場現場舉辦各類閱讀推廣活

動 40 餘場。本次活動共吸引讀者 10.2 萬人次，

銷售圖書 5.8 萬餘冊，零售近 230 萬碼洋，館配

近 5,000 萬碼洋。

本屆全民閱讀節推出大小活動 100 餘項，包

括浙江省秋季館藏圖書展示會、2017 圖書館館長

國際論壇、2017「書香社區」活動授牌儀式暨開

放論壇、2017「一人一藝杯」寧波首屆朗讀大賽、

「共讀一本書」數位閱讀、「2017十佳閱讀家庭」

評選等。

11月，一年一度的深圳讀書月成為媒體關注

的熱點。讀書月期間，深圳地鐵 11 號線設置了

「書香專列」，在車廂及指定漂流網站，設有聽

書二維碼，讀者通過掃描二維碼，即可進入「地

鐵書城」網頁，傾聽心靈美文；或點擊下載「全

民閱讀 APP」，免費瀏覽精品圖書。

2017 年中，最值得關注的是一檔叫「朗讀

者」的電視節目。2月 18 日，由大陸著名節目主

持人董卿擔任製作人的「朗讀者」節目在大陸中

央電視臺推出，受到社會廣泛歡迎，極大地推動

了閱讀。該節目邀請各個領域的代表人物現場分

享自己的人生故事，傾情演繹朗讀經典美文，將

個人成長、情感體驗、傳世佳作相結合。

這些被朗讀的文本，既有莎士比亞、賽凡提

斯、雨果等外國名家，也有李白、杜甫、老舍、

巴金等中國文學大家。8 月，根據這一電視節目

而出版的《朗讀者》同名圖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該書還採用現代先進的 AR 技術，可以在

閱讀文本時通過掃描書中的圖片，觀看相關電視

節目，通過文本與節目視頻的銜接，提升閱讀體

驗。

2017 年度，各級機構還推出了各種各樣的書

目。

「大眾喜愛的 50 種圖書」推薦活動在大陸

有廣泛的影響，到 2017 年已舉辦七屆。2017 年

1 月 22 日入選圖書正式揭曉，《習近平總書記系

列重要講話讀本（2016 年版）》《中國共產黨的

九十年》《望春風》《古書之愛》《小家，越住

越大》《一百個孩子的中國夢（彩繪本）》等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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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圖書上榜。此次入選的圖書，包括文化類 10

種、文學類 15 種、生活與科普類 10 種、少兒類

15 種。評選工作由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全民閱

讀活動組織協調辦公室主持，中央部分主要媒體

和網站參與。

4 月 23 日，2016 年度「中國好書」頒獎盛

典在中央電視臺綜合頻道、科教頻道播出。《習

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2016 年版）》等

年度榮譽圖書 2 種，《生死關頭：中國共產黨的

道路抉擇》等主題出版類 6 種，《海昏侯劉賀》

等人文社科類8種，《北鳶》等文學藝術類7種，

《偉大也要有人懂：一起來讀毛澤東》等少兒

類 4 種，《中國古代重要科技發明創造》等科普

生活類 3 種等共 30 種圖書獲 2016 年度「中國好

書」。

中國國家圖書館主辦之文津圖書獎也很有影

響。4月23日，第十二屆文津圖書獎在該館揭曉。

本屆文津圖書獎共收到推薦書目 1,800 餘種，最

終評選出獲獎圖書 10 種，推薦圖書 44 種。十種

獲獎圖書為《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德國天才》

《造房子》《古樂之美》《大國大城：當代中國

的統一、發展與平衡》《消失的微生物：濫用抗

生素引發的健康危機》《星空帝國 中國古代星

宿揭秘》《吃貨的生物學修養》《去野外：探索

大自然之旅》《盤中餐》。

「年度十大好書」評選活動是深圳讀書月的

重點主題活動之一。11月，2017「年度十大好書」

聽見海底的形狀
奠定大陸漂移說的女科學家

哈莉 ･菲爾特 著；黎湛平 譯

貓頭鷹 /10611/488 面 /21 公分 /63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2623398/785

本書是作者經過鉅細靡遺的考證，抒寫出瑪莉的

科學生平。瑪莉雖擁有地質學、數學、與繪圖學

等專業訓練，卻只能做些大材小用的工作。直到

瑪莉開始整理布魯斯的探測資料，她才有機會施

展所長──將龐雜的聲納曲線繪製成世界上第一

幅海底地形圖，大眾得以知道中洋脊的存在，為

大陸漂移說提供有力的證據。此書帶我們走進上

個世紀的時空氛圍，在對女性不友善的學術環境

中，堅定自己的思維，建構了六○年代地球科學

界重要的大陸漂移論證。（貓頭鷹）

麥加

伊斯蘭千年聖城
文明的崛起與變調

穆斯林最深沉的傾訴

佶亞伍丁 ･ 薩爾達爾 著；高平唐 譯
聯經 /10612/392 面 /23 公分 /48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0850277/735

薩爾達爾探討伊斯蘭中心麥加的歷史發展，剖析

其重要性與影響，說明麥加從沙漠荒谷變成貿易

城市，以及突然崛起為宗教中心的過程，並檢視

形塑穆斯林文化的內部鬥爭並勇於對現況提出批

判。書中穿插自己親身前往麥加朝聖的經歷，以

獨到眼光呈現麥加的精神層面以及傳統和現代之

間的衝突。他揭開麥加的實體、社會、文化面向，

透過過往西方旅行家對麥加的紀錄與評價，揭示

西方人長期以來對麥加的奇異想像與吸引力，探

索對麥加未來的影響。（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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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組委會公佈百本書單後，於 12 月，決出了

2017「年度十大好書」。6 本中文原創圖書《草

木深圳 ･郊野篇》《驅魔》《癌症 ･新知》《上

帝的手術刀》《大森林》《未來鏡像》，4 本引

進版圖書《奇點遺民》《雜草記》《太陽底下的

新鮮事：20 世紀人與環境的全球互動》《地球正

義宣言：荒野法》成功入選。

三、全力扶持實體書店發展
近年來，由於房租上漲、電商平臺的影響，

大陸有影響的實體書店不斷傳出關門消息。為提

升全民閱讀，提供方便服務，2016 年，大陸中宣

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財政部等 11 部門

聯合印發《關於支援實體書店發展的指導意見》。

繼2017年四川、浙江、安徽等發佈支持措施後，

2017 年中，大陸其他省市也紛紛出臺措施，支援

實體書店發展。

1 月天津市委宣傳部、天津市新聞出版局等

11 個部門聯合推出《關於推進實體書店發展的實

施意見》，提出當前推動實體書店發展的六項主

要任務：加強城鄉實體書店網點建設、創新實體

書店經營發展模式、推動實體書店與網路融合發

展、提升實體書店資訊化標準化水準、加大實體

書店的優秀出版物供給、更好發揮實體書店的社

會服務功能；推動實體書店發展的五項政策：完

善城鄉建設規劃和土地政策、加強財稅金融扶持

力度、提供實體書店創新創業發展服務、簡化行

政審批管理、營造良好的市場經營環境。

2月，江蘇省委宣傳部、江蘇省新聞出版廣

電總局、江蘇省發改委等 12部門聯合制定《關於

支援實體書店發展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

見》），提出到 2020 年實體書店主營業務達到

60%以上，且主營出版物文化含量、文化品位、文

化價值高；同時江蘇還擬建設江蘇實體書店網路

平臺，實現出版物全流程、全週期資料管理，推

進全省實體書店資訊管理、圖書商品供給一體化。

廣東省也在 2 月出臺《廣東省新聞出版廣

電局等 12 部門關於支援實體書店發展的實施意

見》，一是加強城鄉網點建設，加快農村出版物

發行網點建設，推動城市書店、高校書店、中小

學周邊校園書店建設；二是促進實體書店發展，

探索新型經營發展模式；三是鼓勵傳統模式向新

興業態轉變；四是支援實體書店參與全民閱讀活

動和公共文化服務。

4 月，上海市發佈《關於上海扶持實體書店

發展的實施意見》，首次將實體書店發展納入城

市規劃和發展佈局，要求在城市建設中為實體書

店預留經營場所，達到 8 萬人的居住社區應預留

不少於 200 平方米的書店面積；上海每所高校周

圍應該「至少有一所」成規模的校園書店，並鼓

勵在中小學校周邊開辦實體書店。

7 月，山東省委宣傳部、山東省新聞出版廣

電局等 12部門聯合下發《關於推進實體書店發展

的實施意見》，推動山東省實體書店的建設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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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意見》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形成佈局體系

更趨完善，市場主體更具活力，發展基礎更加堅

實、市場環境更加優化的實體書店發展格局。

建成以大城市大型書城、綜合書店為中心，

縣市區中小特色書店配套，鄉鎮發行網路和社區

便民書店、郵局報刊亭、校園書店等為延伸、貫

通城鄉佈局合理的實體書店體系，實現每千人擁

有出版物發行網點 0.16 個的目標，全省實體書

店網點達到 16,000 餘個；新增 30 家以上「24 小

時書店」和 300 家規模以上綜合性實體書店；實

現全省出版物銷售總額、利潤每年穩定增長、實

體書店發展走在全國前列。此外，內蒙古、福建、

湖北等省份也出臺相應措施。各地政府還積極提

供財政支援。5 月，北京市新聞出版廣電局印發

「北京市實體書店扶持資金管理辦法、管理規定、

評審細則」，對實體書店扶持資金的支援範圍，

申報、評審與撥付，監督管理和專案評分規則等

事項做出了要求和說明。北京市擬在五年內投入

億元資金重點扶持 400-500 家具有較強社會影響

力的實體書店。這些政策將有助於閱讀的進一步

推廣。

隨著大陸經濟文化的發展、民眾文化水準

的提升，閱讀推廣將進一步促進大陸各方面的發

展，同時也將進一步提升大陸各方面的影響力。

異語
現代詩與文學史論

楊宗翰 著

秀威經典 /10601/274 面 /21 公分 /32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407120/863

秉持「學院是我們的居所，但它不該只是避風港

或藏經閣，而是真正的戰鬥位置。」的精神，作

者長期關注現代詩與文學史議題，無論身在學院內

／外，皆持續以書寫展現介入之決心。其視野不自

囿於臺灣一時一地，反欲與香港、菲律賓、馬來西

亞等華文文學場域積極對話。書中涵蓋文學歷史回

顧、現象剖析觀察、詩歌意見抒發，亦對余光中、

洛夫、林燿德、羅智成、施穎洲、張堃等前輩與「七

年級」作家之成績亦多所討論。（秀威經典）

翻動書頁的聲音

韓秀 著
幼獅 /10602/304 面 /21 公分 /25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4490592/855

本書針對青少年族群，介紹作者最喜愛閱讀的書，

書中的作家有來自臺灣、中國大陸、日本、歐美

等，分享每一本書的閱讀體驗，從個人的突破人

生困境、到世界性的國際觀，從作家的幽微心境，

到鼓勵青少年為什麼要閱讀，極具渲染力的文字，

令人讀之再三，低迴不已，在字裡行間裡更透露

著對閱讀的熱愛，以及閱讀的重要性。（幼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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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 出臺意為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