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的中山书展都会邀请一
众名家、大咖，与中山市民分享他
们的阅读经历、交流阅读的体会，
从而让更多人爱上书籍、爱上阅

读，助推“书香中山”建设。当然，今
年也不例外。

记者了解到，本届书展邀请了
张颐武、阎连科、苏芩、麦家、马家

辉、郭斯特等近20位不同领域的嘉
宾开设主题“讲堂”，从阅读、科普
到教育、健康、漫画，无所不谈，适
合全年龄阶段的市民。

名家讲座覆盖各年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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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5天的第十届中山书展今日开幕，好书多、好活动更多

书香很醉人，书迷闻到否？
今日，2018南国书香节

中山分会场暨第十届中山书

展在中山博览中心开幕，至

7月17日结束。据书展组委

会介绍，今年书展主会场总

面积达1.1万平方米，规划了

主题出版物展示专区、文化

展示互动区、品牌出版社展

区等区域，图书阅读区面积

约6000平方米。

记者昨日探营发现，好

书多，好活动也多，中山的书

迷们准备好没有？

坐着
“书展号”
逛书展

昨 日 ，书 展
组 委 会 别 出 心
裁，将本届书展
比喻成一列运行
5日的“2018中山
书展号”列车，并

为广大市民推荐了一条最佳
逛展路线。该路线共设 13 个
值得停靠的“站点”。

第 站1 “新时代，新中山”
主题展区

位于 2 号门的最右侧，
面积约有 400 平方米，可以
更全面地了解新时代的中
山形象。

第 站2
新华集团
图书阅读区

主题出版物是这一展区
的一大亮点，这里集中展示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
神、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等
主题出版物。

第 站3 小古堂
碑帖拓片展区

此次碑帖展览为中山
首次举行的碑帖大展，以13
米高的铁山摩崖拓片为主
中心，以 5 米高的造像碑拓
为副中心。其中一幅主拓片
长15米、宽6米，颜值颇高。

记 者 探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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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站4
中山邮政展区
此处展出市内外近 20

位集邮收藏家的邮集作品，
这些邮集作品从不同角度反
映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
民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征程
中的伟大成就。

“百本好书”榜现身书展
昨日中午，记者进入综合展

厅，即本届书展的主会场，仿若置
身于知识的海洋，到处都是书。本
届书展参展的专业书店有新华集
团、中山博雅、畅新文化求索书苑
等本市出版物发行业协会会员和
市外有特色的图书供应商。

在中山博雅展位，忙碌了一上
午的工作人员正团坐在地上吃饭，
拆下来的图书包装纸盒满满一大
堆。今年除了图书外，博雅还在现

场布置了主题摄影区，为影友书迷
提供创作留念的空间。布展负责人
告诉记者：“可以说，我们把假日广
场的博雅书店搬了过来，读者在这
里购书可享受八五折优惠。”

为了让市民能够更方便淘到
心仪的图书，书展组委会特意在书
展开幕前举办了“中山市民书架上
的‘百本好书’”评选活动，活动通
过市民票选、名家推荐以及组委会
最终遴选，精选了100本好书，包含

主题出版物、名家读物，本土图书、
教育、生活、历史等类型，印刷成
册，在书展现场服务台可领取。册
子上的百本好书现场均有销售。

同时，在书展现场购书还可参
与“市民选书，政府买单”活动。市
图书馆今年与博雅书店、新华书
店、畅新文化求索书苑等携手举办
本次活动，市民可在任一书店参与
活动，还可通过支付宝的“借阅宝”
功能开通免押金的读者证！

特色展会精彩“震撼”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

中山升格地级市30周年。本届书展
在前厅位置设置约 400 平方米的

“新时代 新中山”主题展，主要通
过交通、城市建设、森林城市、高新
产业等方面展示新时代的中山形
象，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元素。

同时，本届书展还推出了书展
十周年图片展，以“市民掠影”、“名
家风采”、“书展回眸”等内容为主
题，带着市民回忆过去九年书展的
美好时光。

除图片展外，书展现场还将举
行中山首次碑帖大展。展览以13米
高的铁山摩崖拓片为主中心，以 5
米高的造像碑拓为副中心，其中一

幅主拓片长 15米、宽 6米，流瀑式
的陈列将产生十分震撼的效果。现
场还将设置制作拓片环节，市民可
参与制作拓片。

在小古堂展位，记者遇到了其
负责人李金亮。这位从第三届中山
书展开始就过来参展的“熟人”，此
次带来了自己的私家珍藏——近
200张原拓碑帖。

中山退休老人孙永锋的百年
无废纸展引人关注。昨日，孙永锋
老伯在家人、朋友的协助下，把自
己珍藏的各类古籍小心翼翼摆放
在各类红木书架、桌椅上。水利工
程师出身的孙老伯热衷收藏古书，
从清朝、民国到上世纪90年代的书

籍收藏了近 2万册，涵盖历史、文
学、军事等内容。今天起，孙老伯将
向公众展示他珍藏的古籍，并现场
演示修复古籍的技术。

中山邮政展同样有丰富多彩
的活动。据介绍，庆祝改革开放四
十周年广东集邮文化巡回活动邮
资机宣传戳、纪念封、纪念戳，第十
届书展纪念封、纪念戳等多款邮品
将一并于本届书展首发。今日，他
们还将现场发行首套故居主题纪
念章。纪念章共两枚，材质为镀银，
正面采用孙中山先生的经典形象
和故居的建筑加以设计，背面则呈
现孙中山先生的思想精髓——“博
爱”“天下为公”。

数字区体验“黑科技”
值得一提的是，数字阅读展区

颇具看点，这里有人脸识别图书
馆、全通数字教育展等“黑科技”展
览，读者只需“刷脸”即可借还图
书，查询相关信息。

记者在全通教育数字阅读区

看到，有很多体验式阅读和教育课
程。布展人员热情向记者演示了一
款适合亲子阅读的 APP——樊登
小读者，通过买月卡或年卡的方式
在线阅读。现场还有一间大“教
室”，教室前方是一块大屏幕，摆着

十几张桌椅，每张桌上都有一台电
子书。布展负责人说，周五、周六他
们会邀请老师现场授课，前来体验
者可通过电子书答题，与老师互
动，还可远程连线视频教学中的老
师，体验“共享课堂”模式。

一线COSER将亮相漫展
综合展厅与会议中心的过渡

区域，竖着2018第六届中国（中山）
动漫游戏文化节的巨幅海报。第六
届动漫节将于7月13日-15日在中
山博览中心会议中心（共 2层）举

办，本次展会让粉丝零距离接触
“天水三千”“押切”等国内一线
COSER，观看燃歌宅舞比赛、首届
汉服大赛、中山第三届PIU跳舞机
海选等一系列精彩表演。

同时，本届漫展新加入剑道、
真人吃鸡射击游戏等元素，吸引更
多爱好者参与。现场还摆设了多项
国内新款游戏设备，让你度过一个
难忘的假期。

第 站5
天卷集团
+图书馆展区

在这，市民可以体验人
脸识别自助借还书机，在微
型图书馆体验快捷的“五秒”
借还书，还可以欣赏2018年
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中
国插画名家作品展。

第 站6
全通教育
数字阅读区

对于数字阅读爱好者来
说，可选择的早已不只是电
子书，还有可能是有声读物，
甚至是三维动画讲解。这一
区域，将满足不同用户群体
的需求。

第 站7

中山博雅
图书阅读区

今年书展，中山博雅将带来种
类丰富的书籍，涵括人文艺术、生活
美学、儿童读物、社会科学、中山本土
作品等。吸引你漫步书海，静享阅读
之乐。读些好书，受益一生。

中山出版
展区

第 站8

在这可以看到中山人自己的
书，领略到中山人的才气和智慧，
譬如《Hello，中山手绘漫
画系列》和《中山客
Mini系列》。

第 站9

畅新文化求索
书苑展区
今年畅新文化求索书苑联动

10多间学校和上千个家庭，继续
开展亲子逛书展有奖活动。父母
带孩子到求索书苑展位签到即可
免费领取礼品一份，连续三天签
到将获得300元购书卡。

第 站10 喵特想X天闻
角川联合展区

这一展区汇聚了时
新的动漫作品，还会赠送
各种限量礼品。

第 站11 百年无废纸展区

中山退休老人孙永
锋的个人书籍展，个人藏
书近2万册，洋洋大观。

博爱100公益展区第 站12
这一展区与众不同，

有应急救援装备展示、美
丽中山摄影展、手工布艺
品展示、无毒空间•移动
城堡等等项目的展示，让
市民在书展中感受公益
的力量。

第 站13
大善至美
书画展区

这一展区充满爱心，
梁君令、卜绍基、朴喆等
知名画家现场挥豪泼墨
义卖，所得的部分款项将
捐给市慈善总会。

10条线路公交车
直达书展现场

本报讯（记者 何淼 通讯员 凌玮婷）
昨日，记者从市公交集团获悉，市民可选择
036、003路等10条公交线路直达书展现场。

途经书展会场的10条公交线路分别为
036、003、024、030、035、091、098、208、B10、
K16。值得注意的是，没有直达公交线路的
镇区市民，只要坐上B字头快速公交，换乘
B10路，也能便捷到达。

据了解，在书展期间，自驾车逛展的市
民可停放在博览中心综合展厅的东区停车
场、南区停车场、西区停车场、地下停车场
以及周边商圈停车场，切记有序停放车辆。

■服务贴士

扫一扫
看各镇区详细
公交导乘指引

7月12日，第十届中山书展布展现场，工作人员正忙碌地准备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