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贸会上品悦满满书香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学聪

2020年9月5日，第18届北京国际图
书节在国家会议中心前广场启幕。作为
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主展区之
一，北京国际图书节与文博会同期同地举
办。别出心裁的云上展会、各具特色的实体
书展、意料之外的融合“跨界”……在2020
服贸会文化服务板块，一缕书香串起线上线
下，跨越山川异域，让中外读者和出版人同
享一场文化盛宴。

打开引进来走出去之窗

展示形象、洽谈合作，是出版机构登上
服贸会舞台的初衷。国际交流和版权贸易
展区是美国贝塔斯曼旗下企鹅兰登出版集
团、荷兰爱思唯尔出版集团、德国施普林格
出版集团等世界知名出版驻京机构扎堆的

“大本营”，也是国外出版物“引进来”、中国
文化“走出去”的一扇窗。

“我们一直致力于为国际市场出版图
书，每年参加在北京的展会，今年作为文博
会的一部分参会。”见到DK中国区首席代表
郭志平时，他刚刚送走几位洽谈版权合作的
国内同行。这家来自英国的出版公司，推出
的科普、百科、生活等图书畅销全球。

郭志平表示，来到服贸会这个国际化平
台，既为展示形象，也为洽谈版权合作和原
版书销售，“通过把图书版权授权给国内出
版社、与国内进出口公司合作销售原版图
书，让我们有更多机会结交新朋友”。

他特别向记者介绍了在展台醒目处摆
放的中英两个版本《穿越时空的大运河》，

“这是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合作，他们
负责国内销售，我们负责全球销售，应该是
文化‘走出去’的样板”。

今年图书节专设“精品主题出版展区”，
集中展示中国出版集团、学习出版社、人民出
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北
京出版集团等优秀出版单位推出的精品出版
物，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国家级奖项出版
物，以及原创文学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
传统文化和少年儿童等方面的精品力作。

作为服贸会主展区之一，今年图书节展
区总面积达5100平方米，共设13个展区。
除了线下展陈外，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发力
线上推介。在服贸会官网“云上展厅”专题
展中，出版发行展区煞是热闹。北京出版集
团主打视频产品和有声书；中信书店北京国
际图书节科幻主题快闪店展示科幻漫画衍
生的文创产品；五洲传播出版社则上架了

“中华之美”丛书等书目。
以古旧书为特色的中国书店，此次重点

打造“文人书斋”和“品红追梦”两大主题
展。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东晓
告诉记者，他们在线上展台陈列了20种精
品图书，其中包括店藏珍贵雕版刷印古籍丛
刊、中国古琴谱丛刊、新印线装古籍、北京史
系列图书及近年出版的重磅热销图书。“希
望通过在‘云平台’上展示‘镇店之宝’，让读
者足不出户即能看展。同时也期待与业内
同行合作，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

多元进阶增强造血功能

在出版机构高调亮相的同时，一些独具
特色实体书店也登上了这个国际化舞台，展
现转型升级“主体化”“专业化”“高精尖”品
牌经营成果，用特色实力圈粉。在文化服务
专题展区1号展棚，有一条不长的特色书店
街，以“在城市遇见书店”为主题，集合14家

主办方甄选出的特色书店，展示实体书店作
为城市文化地标的新风采。

地图主题书店展位靠近门口显眼处。
在这个陈设各类地图和地球仪的展位，书店
经理刘秋杉告诉记者，他们是首次作为实体
书店参展，“展示店内部分场景，都是精华中
的精华”。

开在北京三里河路上的这家书店，去年
底刚完成升级改造，成为全国第一家地图主
题书店。这次参展，他们集中展示中国地图
出版集团出版的能够反映新中国不同时期、
不同领域发展变迁的优秀图集；中国各省区
市行政区划图、各国地图、国内外旅游图和
珍藏版历史类图书等。

在实体书店展区，穿一身藏蓝长衫的胡
彬特别引人注目。作为布衣书局创办人，他
重点展示布衣文化旗下子品牌“布衣古书
局”。这家专做古书生意的书局，邀请读者
与古书亲密接触。

9月 5日下午，一场特别的读书活动
——“听汪朗讲老头汪曾祺”在1号展棚主
舞台举行。活动现场，汪曾祺长子汪朗为大
家讲述父亲汪曾祺的趣事。这场由微言读
书会操办的活动，既为纪念汪曾祺诞辰100
周年，也是上海三联书店·微言小集实体书
店的一次亮相。

战“疫”之年，作为微利服务类行业的实
体书店，正多元进阶增强自身造血能力。这
里有三联独家“文房七宝”、多抓鱼书店二手
书籍线上平台、纸老虎书店手工、黏土工艺
结合的绘本故事书……书店街不仅有文化、
科技、资源、教育4大融合的创新呈现，与图
书阅读相关的世界艺术文创、VR线上阅读
场景等也悉数被搬到现场。

为“夜经济”点亮助威

除了设在国家会议中心附近的主场馆，
北京国际图书节还在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
馆、20家区图书馆、100家实体书店设立了
122家线下分会场。组委会负责人表示，

“本届图书节既要确保疫情防控有力有效、
活动举办安全有序，也要引领阅读文化风
尚，带动产业经营复苏，让读者安全感十足、
获得感满满、幸福感充盈”。

今年北京国际图书节，首次以线上线下
双展联动方式呈现。通过多种形式呈现高
端化、精品化、国际化阅读活动，让阅读成为
京城时尚生活方式，点亮文化之光，让城市
潜在的“文化基因”被激活，塑造更积极、开
放、包融、多元的城市形象。

街头巷尾的书店，为城市点亮人文“灯
火”。这一次，与书店相遇不再是街头偶遇，
而是以声音的方式呈现。9月5日，“遇见一
家书店·24小时声音漫步”在北京实体书店
公众号、北京广播电视台客户端听听FM、喜
马拉雅、有书等平台同期上线。

蓝天野娓娓道来琉璃厂的书肆记忆；李
敬泽介绍布衣古书局里的“弄潮儿”；吕敬人
从设计的角度，发现言YAN BOOKS中的
乾坤……在他们独特故事和视角中，“临境
感”让每一家书店都有自己的个性和温度。
这次“声音漫步”突破地域、时间、行业的局
限，遴选48家北京特色书店和最美书店，联
动各界名人，讲述书店故事。

在好声音陪伴中，第18届北京国际图
书节“北京书店之夜”在位于西长安街畔朗
园park拉开帷幕。“2020年，我们经历了一
场空前抗疫战。全民抗疫有书的陪伴，让居
家的日子不再难熬。”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王野霏说，防控常态化后，实体书店要“露
出来、亮起来”，点亮北京夜经济。

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北京市连续5年投
入资金扶持实体书店，搭建起北京实体书店
布局的“四梁八柱”。活动现场，北京最精彩
的55家书店汇聚郎园park，以“80后”“90
后”为目标人群，集中展示书店各具特色的
阅读主张，让参与者发现文化之光、感受文
字之美，通过多家书店创意展销打造极具特
色的北京书店嘉年华，与周边业态良好融
合，营造文化与休闲生活一体的互动场。

此外，本届图书节通过服贸会云平台实

现线上线下双展联动。北京发
行集团率旗下多家实体书店形
成“云方阵”，为爱书人开辟舒
适的云阅读空间。9月6日至9
日，“名家大讲堂”在北京图书
大厦开讲，并通过抖音新媒体平
台进行线上直播，吸引更多场外
读者分享交流。届时，作家王
蒙、徐则臣，文化学者单霁翔、马
未都、蒙曼，经济学家朱宁等，将
从各自领域介绍书籍蕴含的知
识和滋养心灵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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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服贸会会场，与文化服务相
关的创新创意作品比比皆是，让人耳
目一新，也不禁心生感慨。未来文化
产业高质量发展，正从高质量供给发
力，从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启程，从打
通文化赋能全产业链循环上路，进而
不断扩大文化消费新局面。

有人说，娱乐，经过时间的沉淀成
为了一种文化。如今，新一代年轻人
是如何看待与传承文化的？在文化服
务板块海淀展区，笔者看到海淀的答
案是“数字创新驱动力，文化赋能科学
城”。在这里，涵盖动漫、游戏、网络文
化、数字文化装备、数字艺术展示等重
点领域的产业体系，共同打造了海淀

“文创十二时辰”。超炫大屏和地屏无
缝拼接的主舞台成为沉浸式数字画
布，站在其间有种现实与虚拟世界交
错的奇幻感觉。在互动体验区，还有
精彩纷呈的数字艺术、数字阅读、数字
音乐、数字游戏等，甚至可以使人一步
走进“三山五园”的游戏场景，体验数
字技术带来的进步。

技术阶跃为内容创作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契机，新场景、新业态、新消费
纷纷迸发活力。正如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中国办事处主任刘华介绍，全球文
化创意产品创造产值2.25万亿美元，
超过电信业全球产值1.57万亿美元，
从业人数2950万，占世界总人口的1％。中国现已成为全
球最大单一出口国和进口国，创意产品出口增长率已是世
界平均水平的两倍。近年来，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排名
节节攀升，在9月2日刚刚发布的报告中，中国多项指标排
名世界首位，包括专利、商标、高科技出口等。其中，创意产
品出口指标为世界第一。

创新创意思维进一步延展了人们的想象力。想不想一
窥20年后的自己？想不想回望童年旧梦？穿越时空的幻
想今天就能成真。在综合展区腾讯展台，一台换脸互动装
置可以带你“穿越时空”。泛娱乐人脸识别是腾讯云AI视
觉团队发布的全新人像变换产品，该产品通过算法模型控
制输入人脸面部肌肉紧致程度、肤质细腻程度、皱纹多少、
白发程度等年龄表达数据，生成从小孩到老年各个年龄过
渡的一系列图片，同时保持原始人脸的基本识别特征，实现
人脸性别切换、年龄变化等效果。可以在娱乐社交类APP
或直播平台、H5、小程序中接入人像变换功能，实现返老还
童、性别切换效果，激发用户UGC创作兴趣并主动二次传
播，进而提高用户活跃度。“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兴科技，
过去在经贸活动中只是锦上添花，未来却必不可少。”腾讯
首席运营官任宇昕评价。

未来的创新创意还不止于眼前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
面对5G时代的到来，将有更多与文化服务息息相关的产品
滚滚而来。正在服贸会各大展区展示的线上直播，也许在
不久的将来还会出现点播模式，还会孕育出更多全新商业
模式。我们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天津市文化
和旅游局、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组织
的“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展区”在服贸会
文化服务专题展10号展棚精彩亮相。通
过展示前沿技术和创新趋势全面介绍三
地艺术创作、文化创意、文化旅游协同发
展成果。

京字造型的展区配以图文结合的形
式，呈现了“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成果
展”。演艺产业展区汇集了行业内龙头企
业和新兴业态，云集了中国旅游演艺领域
的领军者和标杆企业山水盛典、国内领军
的剧院管理和演出运营企业北京保利剧
院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希肯琵雅等多家演
艺龙头企业，展示了演艺全产业链条。

在演艺创作内容方面，包括国内唯一
的戏剧全产业链公司开心麻花、目前中国
最大规模的新音乐独立唱片公司摩登天

空等在内的演艺企业为观众带来现场演
出，观众可欣赏到多支不同类型的民族乐
队原创演出。

国内领先的现场娱乐全产业综合服
务提供商大麦网还展示了其票务及闸机
等先进票务平台系统，可为观众现场制作
服贸会“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展区”限量
纪念票，让观众留下参展的美好纪念。

参观首钢园展台，记者发现工业旅游
如今已经与科技、文创深度融合。炼钢炉
搬迁后的首钢园，不仅在老厂房创建了首
钢穿越机体验馆、墨甲音乐机器人剧场、
RE睿国际创忆园等游戏创新体验区，还
引入体育项目活动场地，2022年冬奥会
将在此地设置多项比赛项目。现场负责
人吴燕平说：“现在的首钢园特别好玩，比
如RE睿国际创忆园是在过去装铁矿石原
料的筒仓，复原了圆明园的场景。”

在动漫科技展区中，除了圆梦筑成展
示的阿狸、罗小黑等多个国内外知名IP产
品外，最吸引观众的是艾沃次世代“如意”
虚拟拍摄系统。真人演员、数字演员、真实
场景、数字环境可以在任意排列组合下实
时合成，支持多机位同步。目前，“如意”拥
有3项国家发明专利和15项软件著作权，
使中国继美国、英国和土耳其之后，成为全
球第4个自主掌握电影级虚拟拍摄技术的
国家，为内容和形式“双翼创新”赋能。

创意设计展区以展示、互动、交易为
特点，突出文化与创意设计融合发展趋
势，重点展示非遗产业项目、原创艺术作
品、文创产品开发等内容，并在现场打造

“非遗课堂”和“文创市集”。融今文化、弘
华之锦等公司还在现场展示了纺织非遗、
国潮文创、时尚首饰、茶艺等多系列的精
彩产品，呈现非遗见人、见物、见生活沉浸

式展示效果。
天津展台以“文旅融合·魅力天津”为

主题，精选了具有天津地域特色的杨柳青
木版年画、“泥人张”彩塑、益德成闻药等传
统老字号，加入专业3D打印服务商天津市
先锋三维科技有限公司、陶冶创益(天津)科
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等一批将新科技与老
手艺完美结合的新企业，共同演绎中国传
统文化新风尚。

在河北展台，不仅有代表雄安新区的
芦苇画、河北燕赵的老字号“聿缘牌”毛
笔、河北良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带来的省
级非遗项目“内画”，也有承德避暑山庄旅
游推广项目。而在河北展台以展板形式
呈现的冬奥吉祥物“冰墩墩”“雪容融”，更
与“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整体展区起始
处的人偶相互呼应，突出了京津冀一体化
展区主题。

京津冀合唱文旅融合之歌
本报记者 李佳霖 敖 蓉

在服贸会上，北京丰台展区集光、影、声、画多维度效果
为一体的展览，通过“文化+科技”的融合展演，为参观者呈
现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

“永定河，出西山，碧水环绕北京湾……”伴随着《卢沟
谣》声音响起，一幅3D演示“卢沟运筏图”展现在面前，营造
出沉浸式“晓月卢沟千年韵”的意境。

据介绍，丰台展区围绕“晓月卢沟千年韵，妙笔生花看
丰台”主题，通过丰厚的人文历史、秀美的自然风光、精彩纷
呈的文旅活动，充分展示丰台区的文化资源、旅游资源、文
旅活动和城市活力。

记者在现场看到，蜿蜒流转的“戏脉流芳”卷轴以时间
轴的方式呈现戏曲文化在丰台的传承与发展；身高半米的
孙悟空、关羽造型机器人在表演“戏舞”；在未来风光部分，
通过点击屏幕拍照，可自动生成一张科技感十足的“未来请
柬”，邀约参观者共赴未来的文化愿景。

此外，丰台展区还开创了多个“首次”：首次推出丰台文
旅资源电子地图，实现“一图在手，游遍丰台”；首次推出丰
台文旅微官网，实现线下扫码、线上查询功能和线下展示内
容的延伸等。

据丰台区文促中心负责人介绍，本次服贸会上，丰台展
区还将举行企业路演区还将举行企业路演、、直播带货等现场活动直播带货等现场活动，，通过线上线下通过线上线下
相结合相结合，，不断推广丰台文旅名片不断推广丰台文旅名片，，拉动丰拉动丰台文旅消费升级。

北京丰台区：

邀您共赴未来之约
本报记者 李华林

在2020服贸会文化服务展区经济日报展台，工作
人员向观众介绍如何利用触摸屏观看全景新闻。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上 图 精 彩 纷 呈 的
2020服贸会科幻科普展区。

本报记者 杨学聪摄
下图 在 2020 服贸会

北京昌平展台，工作人员在
表演古彩戏法。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