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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优

11月15日，首届海南岛国际图书
（旅游）博览会（以下简称书博会）在三
亚市海棠湾开幕，海南人民的老朋友、
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第一副
总编辑马拉特·阿布尔哈金也现身书博
会。“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俄建交
70周年的背景下，俄罗斯受邀成为首
届书博会主宾国，具有特殊意义。本
届书博会吸引了众多来自中国和全世
界的出版机构、出版人、作家、设计师、
插画家和跨界机构前来参展，塔斯社
能够参与其中，令人振奋。”阿布尔哈金
的话语中，满是对中国、对海南的情感。

在阿布尔哈金看来，中俄都是热爱
阅读、珍视书籍的民族，有着悠久的阅
读传统。“在俄罗斯，赠人礼物，书籍最
为珍贵。”阿布尔哈金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俄罗斯人同中国人一样，喜爱在书
籍中获取知识、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而书博会还专门设立了“爱阅读的俄罗
斯”摄影展，通过展出不同年龄的阅读
者、不同场所的阅读场景等图片，展示
俄罗斯浓厚的阅读氛围。

热爱阅读、喜爱藏书的阿布尔哈金
也分享了他的阅读体验。“青年时期，中
国书籍非常难寻，我十分推崇鲁迅等名
家的经典作品，可以说，二十世纪的中
国文学作品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阿
布尔哈金说，随着社会发展，人们获取
信息和知识的方式在改变，但读书时令
人沉醉的喜悦感仍不可替代。

谈及塔斯社与海南的合作，阿布
尔哈金打开了话匣子。他介绍，今年
1月，海南省政府与塔斯社在海口签
署宣传文化合作协议，明确将不断加
强信息交流，扩大战略伙伴关系。“我

们还在塔斯社官网开设了‘中国（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专区，对海南进
行形象宣传推介，展示海南的发展变
化。”阿布尔哈金说，今年10月，20多
名海南省新闻媒体从业人员赴塔斯社
学习培训，这对于具有110年历史的
塔斯社来说尚属首次。

对海南有着深厚感情的阿布尔哈
金，还想写一篇有关海南的游记，让更
多人了解海南。“除了优美的风光，我
更喜爱海南人民的热情好客以及人文
风情。”阿布尔哈金说，海南如今的巨
变，是众多本地居民和“闯海人”共同
创造的，他们对海南这片土地的热爱，
也促使自己想去探寻背后的故事。

“什么是海南最靓丽的名片？那一
定是海南人民的微笑，微笑最能展示、
传递幸福和善良。”阿布尔哈金笑着说。

（本报三亚11月15日电）

“每个插画家心里都住着一个孩子
——国际插画家百人展”开展

用插画探寻孩童的天真世界

“旻旻之中——李旻个展”开展

让插画“飘”向碧海蓝天

俄罗斯塔斯社第一副总编辑马拉特·阿布尔哈金：

愿让更多人“阅读”了解海南

海南书博会以跨界、融合、创新呈现“专、新、特、美”

全新文化品牌探索全民阅读海南模式

11月15日，在首届海南岛国际图书（旅游）博览会上，塔斯社第一副总编辑
马拉特·阿布尔哈金分享他的阅读体验。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赵优

当下，出版行业的迫切
需求是什么？未来，出版行
业的版图又将向何处延伸？
11月15日至18日，在三亚市
海棠湾举办的首届海南岛国
际图书（旅游）博览会正在全
力探索，为专业人士及广大
读者呈递一份带有海南特色
的“实践报告”。

为了服务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促进“一带一路”国
际文化交流，经国家新闻出
版总署和海南省人民政府批
准，首届海南岛国际图书（旅
游）博览会（以下简称书博
会）应运而生，这也是继北京
和上海后，中国内地举办的
第三个国际图书博览会。

精准的出版人对接平
台、丰富的文化沙龙活动
……经过精心筹备，由海南
省委宣传部、三亚市人民政
府、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厅主办的书博会通过跨
界、融合、创新等多种举措，
旨在为公众呈现一个“专、
新、特、美”的图书博览会，让
书博会成为交易平台和全新
旅游目的地，并借此探索全
民阅读的海南模式。

本报三亚11月15日电（记者李艳玫）作为
首届海南岛国际图书（旅游）博览会展览部分的重
头戏之一，11月15日，“旻旻之中——李旻个展”
在三亚市海棠湾艾迪逊酒店开幕，共展出中国日
报社主任编辑、《中国日报》海外版头版插图作者
李旻的120余幅插画作品。

作为倍受读者喜爱的插画作者，李旻创作的
插画作品风格新颖、色彩丰富，深受读者喜爱。
在画展开幕当天，李旻还带来了《旻旻之中——
李旻创作谈》讲座，分享她的插画创作故事、心
得体会等。

画展现场，策展方独辟蹊径，打破常规室内
悬挂的展出模式，将李旻的插画作品复制在近
两米高的铜质画板上，并放置在海边大草坪中，
让观众能在海风习习、椰树婆娑的自然环境中
更深入、详细地了解插画作品的创作细节。“在
海边设展是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任务，它受海风、
场地等自然因素制约，对于画架的稳定性要求
也非常高。”策展人田东明说，为此他们专门定
制了铜质画架来悬挂画作，总重量达到近2吨，
既能保证画作不被海风吹倒，又能让画作随海
风轻轻拂动，让观众体验“风吹哪页读哪页”的
惬意阅读方式。

李旻表示，此次展览是她个人插画作品展出
数量最多的一次，主要展出2012年至2019年期
间创作的作品，也呈现出近年来在创作风格、理
念等方面的演变过程。“此次展览的插画作品，
对于原作品的色彩还原度很高，基本做到了与原
画一致。”李旻说。

本报三亚11月15日电（记者李艳玫）每个
插画师都有一颗童心，他们用画笔描绘着这个最
纯净美好的世界。11月15日上午，“每个插画家
心里都住着一个孩子——国际插画家百人展”（以
下简称国际插画家百人展）在三亚市海棠湾艾迪
逊酒店开幕。

国际插画家百人展共展出100位国内外具有
影响力的插画家所创作的作品，通过或童真或魔
幻、或柔美或前卫的多样画风，为观众打开了缤纷
的艺术之门。展出作品中既有大众熟悉的《哪吒
闹海》《小猪的生日宴会》《纸飞行员》《饥饿的狐狸
在跳舞》等插画，又不乏故事性强、令人倍感温暖
的《你也很可爱》《毛豆，真逗》《我是老虎我怕谁》
等诸多绘本，在满足孩童启蒙的同时还兼具成人

“治愈”功效。
围绕“每个插画家心里都住着一个孩子”主

题，策展方还邀请了40名插画师进行现场海报创
作，并在书博会期间进行展示。40幅风格迥异、
色彩丰富的插画作品整齐装订在墙上，能让观众
享受“风吹哪页读哪页”海岛惬意阅读方式。

插画展举办期间，主办方还举行了多场沙龙
论坛“解密”插画之美。来自中国、德国、挪威、俄
罗斯等国的艺术家、插画家、出版人共聚一堂，分
享创作经验、感受，畅谈创作背后的故事，探讨不
同国家背景下插图艺术的异同。

论坛上，绘本作者、插画师杨博分享了“学
院派”与“野生派”插画师的交流，解密了老牌
英伦绘本学府的核心与传承，以及“青铜葵花图
画书奖”银奖绘本《狐狸的朋友》创作过程全记
录。而被誉为“最美报纸插画”的作者、中国日
报社主任编辑李旻介绍了她在插图创作风格演
变和《中国日报》海外版头版插图创作的理念及
手法等。视觉艺术家、自由插画师、德国DFI国
际设计新媒体学院讲师李坤则介绍了她在德国
留学、工作的经验和趣事，以及德国出版和插画
行业的现状。

据了解，国际插画家百人展是首届海南岛国
际图书（旅游）博览会中一项具有国际水准的重要
展览，将为儿童书籍出版及绘本创作提供优秀的
插画师和插画资源，今后也将成为国际插画师之
间合作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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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首届海南岛国际图书(旅游)博览会

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IP（知识
产权）资源的强大潜力以及商业资本
的青睐让如今的出版行业面临全新
的机遇与挑战。出版，不再只是作家
与出版社之间简单的版权交易，越来
越多的出版人意识到跨界与融合为
整个行业带来的广阔前景。

“人气只是博览会的一方面，更
重要的，是博览会要促成参展商的精
准配对。”海南岛国际图书博览会有
限公司董事长徐茜说。此次书博会
面向业内推出“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
旅游出版”主题，目的正是为各专业

机构及业内人士打造一个更加精准
定位的交易、交流平台。

打通全产业链，突出国际化视
野，特别是服务海南自贸区、自贸港
建设中的文化开放需求，成为本届书
博会的关键定位。

“除了‘版权销售’，我们还希望
打通资源壁垒，让需求方在此找到
自己真正所需要的东西，让整个产
业链涉及的环节都加入进来。”徐茜
介绍。

“旅游”是书博会的核心要素，
但整个活动却不只针对这一要素。

博览会自身定位中的“专”就体现了
跨界与融合的理念：以“旅游图书”
为核心，涵盖旅游所包含的“吃、住、
游、购、娱”等方方面面的“大旅游”
领域。

组委会希望以书博会构建创新
出版生态，整合优质出版社、汇集出
版“生态链”顶级 IP品牌，提供跨界
的资源配对，实现版权精准交易。

多年的出版经验让各出版社都
坐拥丰厚的下沉资源，但如何让资源

“活起来”，却时常遇到瓶颈。在书博
会前期对接中，不少大型出版社都向

组委会提出了自己的需求。
拥有全国海洋领域最全数据的

海洋出版社，就期待通过合作让出
版社“沉睡”的资源活起来。从书博
会创意阶段到实际落地，海洋出版
社积极参与其中。“跨界与融合是此
次书博会的特色、亮点，我们也带来
了最新的图书和项目，希望通过这
个平台寻求新的合作机遇。”海洋出
版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苏涛说，出
版社十分期待借此平台对接优秀的
插画师和文创产品研发设计团队等
资源。

作为主宾国代表，俄罗斯塔斯社
为书博会带来了“爱阅读的俄罗斯”摄
影展。塔斯社第一副总编辑马拉特·
阿布尔哈金表示，书博会策划了丰富
的展览与活动，是一场思想与创作的
盛会，不仅为出版社等机构提供交流、
合作、洽谈的平台，也为中外读者展示
了文化的魅力。

书博会定位中的“特”正体现在针
对参展商的整体服务上。组委会对出
版社和参展的跨界资源做了精心选
择，精准对接需求，并为其策划专属的

展现场景和互动项目。
综合旅游服务商凯撒旅游是中国

出境旅游市场中独树一帜的商业品
牌，结合自身优势，凯撒旅游不仅在此
设立专门的展示区域，也在书博会期
间开展了路演推介。

让有限的时间变得“无限”，让有
限的资源辐射得更广。为此书博会还
创新推出“数字博览会”，在博览会官
网，机构与个人都能轻松找到所需的
服务与信息。更重要的是，“数字博览
会”是一项没有时限的服务平台，能充

分展示书博会平台作用。
海南出版社总编辑谭丽琳表示，

参加书博会对本地出版机构而言是
一次难得的交流学习机会，书博会也
将对海南出版行业的发展产生积极
推动作用。

书博会启动筹备的半年多里，省
委宣传部高度重视，各主办、承办单位
全力投入，只为力求最佳效果。值得
一提的是，在省委宣传部组织下，多位
相关负责人分头带队前往国内多个城
市，拜访国内顶尖出版集团与相关机

构，大力推介海南书博会。
能在短时间内吸引如此多的出版

机构参与，不仅得益于书博会的特色
定位，也有赖于主办方的巧思与用
心。对于外地出版机构而言，参展最

“头疼”的事情无异于展位设计。但书
博会“专、新、特、美”中的“美”，就表达
了主办方对场景和视觉的追求。通过
把博览会当作艺术品来设计，组委会
按照场地风格统一设计展具，并与各
家机构提前沟通需要，让所有参展商
实现“拎包入住”。

用心服务 | 搭建资源 新 平台

置身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海南，正
积极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全新亮
相的书博会作为我省继海南岛国际电
影节后打造的又一文化盛会，也将持
续发力创建文化品牌，助力海南在自
贸区、自贸港建设中提升文化软实力。

书博会是面向专业机构的交易
平台，更是面向公众的全新文化地
标，大众的广泛参与对博览会而言有

着重要意义。“一个好的展会也应该
是一个有意思的旅游目的地。我们
希望书博会可以吸引国内外爱读书、
爱旅游的人们积极参与，通过海南书
博会了解海南。”省委宣传部相关负
责人说。

从邀请全球最大旅游出版机构
德国杜蒙集团中国合作伙伴京版梅
尔杜蒙公司，为海南量身定制多语种

旅游手册并纳入世界殿堂级旅游指
南“杜蒙阅途”，再到凯撒旅游跟进开
展全球线路推广；从即将与中国外文
出版发行事业局签署大外宣合作协
议，到与中国地图出版集团合作，利
用《孤独星球》杂志宣传海南，并在
《中国国家人文地理》丛书加入海南
篇章……海南不仅要将书博会打造
成新的旅游吸引物，也要向全世界精

准“推送”海南旅游。
此外，本届书博会还针对大众推

出了“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海岛阅读生
活方式，并在三亚西岛海上书房设立
分会场，组委会希望通过书博会打造

“风吹哪页读哪页”的IP，拓展延伸更
为丰富的文化产品，以此推广具有海
南特色的阅读文化。

（本报三亚11月15日电）

大众参与 | 打造全 新 旅游目的地

跨界合作 | 促出版业 新 探索

11月15日，观众在观看每个插画家心里都住
着个孩子——国际插画家百人展。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11月15日，《中国日报》海外版头版插图作者
李旻的120余幅插画作品在三亚市海棠湾的椰风
海韵中呈现给观众。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11月15日，首届海南岛国际图书（旅游）博览
会在三亚市海棠湾开幕，海南也成为继北京和上
海后，中国内地第三个国际书展举办地。书博会
为期4天，将举行超过60场精彩纷呈的活动。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