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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阅读文化节简介 陕西省阅读文化节 LOGO

阅读是文明社会的进步要素。让全社会都能闻到“书香气”是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举办“阅读文化节”的初衷。经过几

年的探索与开展，“阅读文化节”已成为推动陕西全民阅读工作的重要引擎。在“倡导全民阅读”的大背景下，以提升陕西

文化自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 2013 年到 2017 年，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连续五年在丝绸之路的新起点上，倾力打造了一张

关于阅读的“文化名片”——陕西省阅读文化节 , 以实实在在的推广工作，让阅读在三秦大地更有声音，更有力量。

相较于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陕西省阅读文化节是在每年 9 月 28 日孔子诞辰纪念日举办，每届为期一个月。借助孔子

这一家喻户晓、享誉世界的中国文化代表人物的形象，进一步推动全民阅读活动，推广“国学”，扩大中华文化的弘扬与发展，

营造书香社会，助推文化自信下的文化陕西建设。

五年来，阅读文化节分别以“书香长安 • 诵读三秦”、“书香丝路 • 艺术三秦”、“文化陕西 • 阅读三秦”、“秦风文

韵 • 诗意陕西”、“尚文明礼 • 书香三秦”为主题，引导阅读文化节向纵深发展。设立了“陕西文化大讲堂”，以名家讲座、

国学经典解读的形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五年来共邀请 30 多位国内著名专家学者登上“陕西文化大讲堂”，近万名读

者聆听了报告。朱永新、王蒙、周和平等专家学者先后受聘为陕西省“阅读推广形象大使”, 阅读文化节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据不完全统计，五届阅读文化节有 20 万人次参与，有效促进全省阅读量和图书销售额的持续大幅增长。

第六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以“全民悦读 最美三秦”为主题，由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统一部署，采取全省联动、同步启动

的方式进行。活动期间举办阅读文化节启动仪式、“石渠书榜”文献推介展、“陕西文化大讲堂”大师传国学系列活动、“诵

三秦名家，品陕西佳作”朗诵诗会、“阅·读”——陕西省阅读摄影大赛暨优秀作品展、“朗读亭”大型朗读竞赛、绘本故

事进基层、经典诵读进校园、“我与改革开放共奋进”征文与摄影作品征集、陕西省阅读摄影大赛等多项活动。

作为一项文化事业，陕西省阅读文化节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还不够全面和深远；作为一张文化名片，它的名衔和光环还不

够闪亮和璀璨，但它却是让有着深厚历史和文化底蕴的陕西在追赶超越的新征程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提高全面阅读水平

成本最低、穿透力最强的做法。因此，我们会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地将陕西省阅读文化节打造得越来越好。

我们有信心在丝绸之路新起点上，在“文化陕西”建设的大背景下，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这项品牌活动的影响力持续扩大，

把陕西的阅读事业做得更好 , 给陕西读者带来更多的文化享受和文化体验，给热爱阅读的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者更多的文化

尊重和文化权利，为文化自信贡献我们的力量。

                                                                                                                                                     （郭宪洲  李博阳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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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寓意

1.  标识用简洁明快的线条语言从右至左表达竹简至书本的变迁，象征人类文明智慧的演绎和科学技

术的进步。

2.  标识外形似古人作揖时抬起的衣袂（袖），寓意知书而达理，乐施又谦逊。

3.  标识由开启的城门和城墙的抽象线条组成。开启的大门寓意读书启慧明智，同时由这一独具特色

的陕西文化名片传达培养人们读史鉴史意识之目的。

4.  标识颜色取自古建筑中的朱砂红色，象征历史的积淀同时又具有时尚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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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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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会场活动

启动仪式 由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陕西省图书馆、陕西省戏剧家协会、陕西省当代实验话

剧研究院承办的第六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启动仪式，于9月28日晚在西安易俗大剧院举行。

本届阅读文化节主会场设在西安 , 活动期间，举办“石渠书榜”文献推介展、“陕西文

化大讲堂”大师传国学系列活动、“诵三秦名家，品陕西佳作”朗诵诗会、“朗读亭”大

型朗读竞赛、“传承古韵，诵读经典”古诗词诵读、绘本故事进基层、经典朗诵进校园、“我

与改革开放共奋进”征文与摄影作品征集等多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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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渠书榜”文献推介展 石渠、天禄、麒麟三阁是西汉皇家图书典藏与编校机构。

石渠、天禄、麒麟由萧何主持修建，是西汉皇家图书典藏与编校机构，同时兼有“处贤才”之功能，

汉代很多学者都曾在其中查阅资料或编校图书。

为倡导全民阅读，提供全民阅读样本，唤醒全民阅读兴趣，形成全民阅读话题，在 2015 年第三届

陕西省阅读文化节中，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首次发布阅读文化节“石渠书榜”。“石渠书榜”依据陕西

省图书馆及陕西公共图书馆服务联盟各成员馆的年借阅书目排行数据和全省各大书店销售数据遴选并发

布，以系列榜单的带动力，引领陕西人民阅读新风向。

《平凡的世界》

作者：路遥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长的是苦难，短的是人

生”，这是一部记载黄土高坡社

会变迁，记录普通人艰辛奋斗的

现实主义巨著。在风起云涌的时

代背景下，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

刻划社会各阶层普通人的生动形

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

痛苦与欢乐，纷繁地交织在一起，

让读者真切感受到平凡的人在平

凡的积累中创造不平凡的人生。

《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作者：彼得·弗兰科潘（英）

译：邵旭东、孙芳

浙江大学出版社

从建立伊始，丝绸之路就主

宰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丝绸之路

让中国的丝绸和文明风靡全球；

罗马和波斯在路边缔造了各自的

帝国；成吉思汗蒙古铁蹄一路向

西，同时促进东西方文明交融；

大英帝国通过搜刮丝绸之路上的

财富，铸就了日不落辉煌。从张

蹇通西域到“一带一路”，翻开

这部包罗万象的史诗巨著，您将

发现，丝绸之路不仅塑造人类的

过去，更将主宰世界的未来。

《幸福课：不完美人生的解答书》

作者：陈海贤

江西人民出版社

幸福是每个人都在努力追求

的议题。甲之蜜糖、乙之砒霜，

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也不同。面

对让我们觉得不幸福的原因，心

理学博士陈海贤在《幸福课》一

书里用温暖亲切略带幽默的语言，

一层层剥开困扰当下人们的十个

心理问题，为大家指明了通往幸

福之路的方法。

《逻辑学是什么》

作者：陈波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人人都要思考，人人都要推

理，人人都要论证。良好的思考、

推理、论证能力，部分源自自然

禀赋，也离不开日后的理论学习。

作者具有广博的学术视野和

宽广的研究领域，用生动的词语、

有趣的案例，使读者在学习知识

同时享受逻辑思辨乐趣。

《梁光正的光》

作者：梁鸿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本书写典型的中国父亲与

女儿的书。	“梁光正”是中原的

一位普通农民，在充满饥饿和动

乱的年代里，他有一个瘫痪在床

的妻子、年幼的四子、四五个继

子和无尽热情。他一厢情愿地将

这些毫无血缘关系的“家人们”

捏合在一起，竭尽所能地爱他们，

在养家糊口的路上意气风发地一

路狂奔、头破血流地反复栽倒、

不知休止地周而复始。

《罗曼诺夫皇朝》

作者：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

里 (英 )

译 : 陆大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俄罗斯的罗曼诺夫皇朝是近

代最成功的皇朝，统治了地球表

面的六分之一。一个家族如何将

一个惨遭战火蹂躏的公国变成世

界上最庞大的帝国？他们又如何

丧失了这个帝国？作者在这部著

作中，用大量新开放的档案，扣

人心弦地向读者讲述了一个拥有

强大力量又残暴无情王朝的兴衰。

《珍物：中国文艺百人物语》

《生活》月刊编辑部

上海译文出版社

重拾“惜物惜情”的美好传统。

该书邀请当代中国文艺界一百位

卓有成就的代表人物，如谭盾、

林怀民、徐冰、阮义忠、贾樟柯、

王澍、李宗盛、钱理群、杨丽萍

等。涵盖文学、艺术、建筑、音乐、

舞蹈、戏剧等领域，回望生命中

最重要的记忆与物件，讲述“物

与我”的独特故事。

《诗的八堂课》

作者：江弱水

商务印书馆

诗人写诗都写些什么？是怎

样写出来？又如何去读？本书以

系列讲座形式，征引古今中外诗

作与诗论，就博弈、滋味、声文、

肌理、玄思、情色、乡愁、死亡

等话题，展开有意思的讨论。每

一讲以独具魅力的作品，别开生

面的分析，给读者感性与知性的

双重满足。

《爷爷一定有办法》

作者：菲比·吉尔曼（加）

译：宋珮

明天出版社

每个孩子都曾拥有一个自己

很喜爱的旧毯子、被子或玩具，

丢了它，孩子总万般不舍，把旧

东西赋予新的生命与用途，使得

生活处处充满惊奇，就是这本书

最有趣的地方。故事中的爷爷总

能化腐朽为神奇，把旧毯子变成

外套，把旧外套变成背心，把背

心变成领带。图文并茂，朗朗上口。

《父与子的编程之旅》

作者：沃伦·桑德 (美 )		

											卡特·桑德 ( 美 )

译：苏金国，易郑超

人民邮电出版社

如果你对编程感兴趣，但却

被“代码是枯燥的”刻板印象所

困扰，那就应该看看这本书。这

是一位程序员爸爸和儿子合作完

成的书，用儿童视角将看似复杂

的编程学习过程深入浅出地表述

出来，让学习者在轻松愉快之中

跨入计算机编程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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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7 日下午，著名作家、矛盾文学奖得主、《张居正》作者熊召政先生受邀做客陕图，揭开了“阅读文化节”

大师传国学的序幕。在阅读文化节期间，陕西历史博物馆强跃馆长为读者做了《国宝手记——	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巡礼》

的讲座，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做了《帝国高僧——玄奘》的讲座，澳门大学朱天舒教授做了《天龙八部——

从佛教图像看丝路上的文化传播》的讲座，西北大学中文系张文利教授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风家教》的讲座，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史天社做了《神话 vs 史实	：“陕西方志”中的大禹治水》的讲座，《百家讲坛》主讲人

于赓哲教授做了	《公元618年，大唐初建时的模样》的讲座，著名表演艺术家许还山老师做了《我的电影人生》的讲座。

活动期间，陕西省图书馆共举办了8场讲座，每场讲座场面火爆，听众席地而坐。累计逾三千五百多人在现场聆听了讲座，

同时还有一万五千余人通过直播平台观看。为提高读者的人文素养，传播书香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陕西文化大讲堂”
大师传国学系列讲座

12 13

第六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
The 6th Shaanxi Reading Cultural Festival



“诵三秦名家，品陕西佳作”朗诵诗会

陕西省图书馆及陕西公共图书馆服务联盟举办的“诵三秦名家，品陕西佳作”

作品诵读征集活动，旨在激发读者的地域认同与文化自信，引领读者分享心中的

陕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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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陕西省阅读摄影大赛暨优秀作品展

“阅·读”——陕西省阅读摄影大赛共收到国内 13个省市

及多个国外来稿，近万幅阅读专题摄影作品汇聚一堂，阅读的各

类人群，各种场景都有覆盖，传播力广，影响力大，佳作频出，

令人欣喜，用摄影这一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阐释了阅读文化的独

特魅力，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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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亭”大型朗读竞赛

近年来，央视《朗读者》节目的播出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大众朗读的热潮，结合读者网络阅读与分享的需求，

在阅读文化节期间，陕西省图书馆与北京爱迪科森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举办了“朗读亭”经典诵读大赛。

自 8月启动以来，主办方在全省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中小学图书馆等 8家单位设置朗读亭，为读者

提供朗读及网络上传服务。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比赛参与者达 8400 余人次，提交参赛朗读作品 275 篇，网

络投票数达 64378 次。在全社会掀起了阅读的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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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古韵，诵读经典”
古诗词诵读

为弘扬传统文化，激发学生学习、积累古诗文的兴趣，由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传

承古韵，诵读经典”古诗词诵读活动，让孩子们走近经典，感受经典，陶冶性情，接受传统洗礼，

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提高审美情趣，增强文化底蕴，营造浓郁的

读书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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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绘本故事进幼儿园、校园、基层图书馆”活动深入地县图书馆、幼儿园、

小学，把有趣的绘本故事带到孩子们身边，让故事走入孩子们的内心，激发孩子

们爱阅读好读书的良好习惯。

绘本故事进基层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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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诵读进校园
由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陕西当代实验话剧研究院承办的第六届陕西省阅读文

化节“经典诵读进校园”系列活动走进高校、中小学，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全民阅读长效机制，在全社会大兴读书学习之风，办一场永

不落幕的阅读文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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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尚礼 阅读童年
本次活动由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陕西省小天鹅艺术团、西安

市莲湖区少年宫承办，旨在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努力

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当代价值、世界意义和文化精髓提炼出来、

展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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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拓与雕版体验
陕西省图书馆暨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配合第六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举办了“传承传统技艺，感知文化魅力——传拓

与雕版印刷体验活动”，让公众在亲自操作体验中，真实地触摸历史，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和技艺的独特魅力。

此次活动所选碑石和雕版内容有：清道光七年林则徐《题杨太真墓》行草、明末胡正言《十竹斋笺谱》之兰竹图、

清康熙四十二汪氏一隅草堂精写刻本《白香山诗长庆集》、孔子行教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年画等，俱源于

馆藏精品或寓意吉祥、大众青睐之物。

《科学人生·百年》院士风采展暨
主题报告会 《科学人生·百年》院士风采展暨《请历史记住他们——“两弹一星”带

给我们的启示》主题报告会由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办，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陕西省图书馆承办。活动特邀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党委书记、研究员何林作主题报告，陕西省科研院所等有关单位的科技工作者

及陕西省文化系统干部职工、市民读者近 300 人聆听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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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世绘生
——全国插画家六人
作品展”

10 月 6 日至 10 月 11 日期间，陕西省图书馆展览厅举办了“浮世绘生——全国插画家六人作

品展”。参加本次展览的插画家有刘挺军、王娜、李瑶瑶、高文杰、郑昌涛和侯琳，共展出插画作

品百余幅。

插画是一种艺术形式，作为现代设计的一种重要的视觉传达形式，以其直观的形象性在现代设

计中占有特定的地位，已广泛用于现代设计的多个领域。展览开始的第一天，展览厅人气满满，观

看展览的读者络绎不绝。展览厅中时不时传来低声称赞的，讨论的，还有读者主动给其他读者讲解

的声音。有读者说在西部很难看到插画展，这次展览做的很好，让古城西安的读者也可以感受到插

画艺术的魅力。

视障观影
10 月 21日，陕西省图书馆在西安博纳国际影城举办“关爱残疾人，同筑中国梦”大型视障文化观影活动。

本次活动邀请了约 300 余名残障读者及家人参加，主要由视障读者才艺展示和文化观影两部分组成。上半

场进行经典诵读与才艺展示，包括小合唱《感恩的心》、朗诵	《会跳舞的树叶》、配乐诗朗诵《推拿》、盲人

器乐演奏等，展现他们爱学习爱读书、多才多艺、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活动下半场播放无障碍电影《不再让

你孤单》，激发残疾人士热爱生活，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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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陕西省农民工诗歌
朗诵会

10 月 28 日，由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陕西省艺术馆承办的第四届陕西省农民

工诗歌朗诵会在西安易俗大剧院举行。社会各界与来自我省各行业的 600 余名农民工代

表观看了演出。

农民工是我们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参与者，是新时代最美的奋斗者，他们身上凝聚着一

种自强不息、敢于拼搏的新时代精神。陕西省农民工诗歌朗诵会已成功举办三届，本届朗

诵的诗歌作品是从各地市 159 件作品中遴选的 13件优秀作品。这些诗歌真实再现和记录

了农民工在城市奋斗过程中的感人瞬间，充分反映了农民工的心声，彰显了农民工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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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进高墙，悦读塑新生”
陕图富平监狱分馆读书交流分
享活动

10 月 11 日上午，由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与陕西省监狱管理局联合主办，

陕西省图书馆、陕西省富平监狱承办的“书香进高墙，悦读塑新生”读书交流

会在富平监狱举行。

		从今年 8月份开始，省图书馆联合富平监狱分馆组织服刑人员阅读红色经

典、传统国学、优秀文学作品及法律、公民道德教育等图书资料，通过集中宣讲、

个人阅读、演讲交流和学习讨论等形式，引导服刑人员畅谈读书感受，撰写读

书心得，抒发真挚情感，激发自我改造的内在动力，筑牢改造新生的思想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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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市 ]
在第六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期间 , 西安市以各级公共图书馆为主要阵地，积极安排部署，从 9月 28 日

至 10 月底，全市 13 个区县开展了７０余项进社区、进校园、进工厂、进养老院的阅读推广活动，深受群

众欢迎，充分显示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价值与社会价值，同时为古城西安营造了“长安秋意浓·万户读书声”

的美好氛围。

各地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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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鸡市 ]
在第六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期间，宝鸡市 12县（区）图书馆共开展活动约 70项，组织周密，创

意新颖，参与面广，社会效益显著，达到了预期的社会效果，为保障阅读权利，共享阅读快乐，营造

书香宝鸡做出了积极贡献。阅读文化节活动的联办互动，加强了与县区级公共图书馆的横向联系和协

同合作，进一步拓展图书馆全民阅读工作的覆盖面和受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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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阳市 ]
在第六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期间，咸阳市共组织各类阅读活动 40余场，活动参与人数

共计12000多人次。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也得到社会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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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川市 ]
在第六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期间，铜川市认真制定活动计划，层层落实责任，分解任务，

做到了事前有计划、有部署，事后有检查、有总结，确保各项活动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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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渭南市 ]
在第六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期间，渭南市图书馆与多方协作，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阅读活动，主要有：亲子阅读分享会、馆员诵读活动、文化大讲堂、绘本进基层、第六

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渭南分会场启动仪式，极大地提升了群众的阅读兴趣与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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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市 ]
在第六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期间，延安市积极组织，多措并举，开展了多项内容丰富，题

材新颖，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得到了广大市民和读者的肯定与赞誉，激发了群众对阅读的兴趣，

培养了群众爱书读书的好习惯，营造了共建书香延安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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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榆林市 ]
在第六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期间，榆林市共举办各类阅读推广活动 50多场，极大的丰富

了城乡群众的文化生活，拓宽了广大群众的知识面，激发了群众的读书热情，在全社会形成了

天天读书、月月读书、全民读书，好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和文明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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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中市 ]
在第六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期间，汉中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创新意识、创新

思维和创新能力为突破口，紧扣阅读文化节主题，发挥阵地功能，开展了 60余场形式多样的阅读

推广活动，包括第六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汉中市暨汉台区分会场启动仪式、“我心中的孔子”阅

读分享会、“伟大的进程•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展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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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康市 ]
在第六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期间，安康市共开展各类阅读推广活动 90场次，受众群众 113695 人次，

举办了诗文朗诵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图书馆法宣传、文艺演出、绘本故事进校园、优秀影视展播、

地方文献展读、征文摄影作品大赛、读书分享会、故事分享会、书目推介、关爱留守儿童阅读分享会等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9月 28日当天安康市及各县区分别举行了启动仪式，受到了各级政府

和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得到了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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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洛市 ]
在第六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期间，商洛市共开展各类阅读推广活动 30余场，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参与群众近2万余人次。服务对象既有普通公众，也有少年儿童、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

受众面广，不仅扩大了社会影响，而且让大家认识到了阅读是丰富知识、塑造自我，落实文化自

信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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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凌示范区 ]
杨凌区在第六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期间举办了以“全民悦读	最美杨凌”为主题

的读书交流分享、中华经典诗词有奖竞答、文化讲堂、经典电影展播的阅读推广活动

等，旨在倡导全民阅读，传播阅读理念，引领阅读风尚，共建“书香杨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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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城市 ]
在第六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期间，韩城市通过举办司马大讲堂经典导读、优秀影片展播、绘本

故事会、流动图书车阅读推广、精品书籍推荐等活动，引导市民走进图书馆、书店、来到活动推广现场，

真正把阅读兴趣培养起来，让韩城文化事业活跃起来，为韩城更快发展创造良好内生动力和更多正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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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咸新区 ]
在第六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期间，西咸新区通过开展书香家庭、书香社区、社区

书屋、书香企业、书香校园、全民读书、文化大讲堂等一系列书香活动，广泛动员社

会各界参加各类读书活动，提高全民阅读的参与性、互动性、积极性，充分展现各地

基层群众的读书风采，展示书香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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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14

2015

2013 年首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 , 陕西省社科联名誉主席、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赵
馥洁做客首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大师传国学”讲座活动主讲《孔子与三秦文化》。

2014 年第二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陕西省小天鹅艺术团表演诗经名
篇《终南》。

2015 年第三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特聘中国当代作家、学者、文化部原部长王蒙
先生为陕西省“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并做了《永远的阅读》为主题的专场报告。

2014年第二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西安外国语大学艺术团汉服成人
礼表演《朱子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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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017

2017 年第五届陕西省阅读文化月开幕式在省图书馆举行。 2017 年第五届陕西省阅读文化月。

2016 年第四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特聘文化部原副部长、国家图书馆名誉

馆长周和平先生为陕西省“阅读文化形象大使”，并做了《我与阅读》为主

题的报告。

2016 年第四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陕西省图书馆举办“石渠书榜——

2016 老陕最爱读的书”阅读榜单推介展。

衷心感谢以下人员和单位提供图文资料：
雷建、吴平、沙志杰、胡纲、张小鹤、张金胜、孙红侠、
李博阳、边皎、仝斌、薛铂、各市县文化局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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