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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阅读季：国内首家国家级品牌全民阅读活动。通过开展系列群众性读书活动，整合首都阅读资源，在全

社会营造“多读书、读好书、 好读书”的良好氛围，成为 构建“书香京城”、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重要

抓手和载体。

• 主办单位：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领导小组主办

• 承办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承办

• 举办时间：全年

• 成员单位：北京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出版局、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首都精神文

明建设委员会、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市教育委员会、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市交通委员会、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市文化局、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市文物局、

市总工会、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市妇女联合会、市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北京出版发行业协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发行集团、北京日报社、北京青年

报社、新京报社、京华时报社、市报刊发行局等31个。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



11项主题活动
1,000,000读者

13项主题活动
5,000,000读者

16项主题活动
10,000,000读者

聚合社会力量，彰显品牌影响力

2011

17项主题活动
10,000,000读者

18项主题活动
10,000,000读者

联结力量

创变价值

2012

平台完善

创新发展

品牌升级

书香中国

推广阅读

一区一品

倡导阅读

开创历史

整合资源

探索规律

引领示范

形成品牌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19项主题活动
10,000,000以上读者

21项主题活动
10,000,000以上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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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平台

名家面对面

读游讲爱

媒体平台

核心媒体、新阅盟、阅读季矩阵

书香伴我行

数字阅读体验你活动

支撑平台

16区+1政府、30家成员单位

北京阅读指数调查

培育平台
领读者计划

引导平台

专家顾问团

评书荐书活动

十三五规划

活动平台

公共阅读空间、校园企业机关社区等

北京少年读书节 北京大学生读书节

女性主题阅读周 公务员阅读汇

“智慧中枢”书香企业行动

特殊群体阅读行动计划

持续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六位一体”全民阅读公共服务平台



通过七年持续努力，北京阅读季已
经打造起了22个分品牌

细分人群推进，着力提升阅读服务水平

推出各类型阅读联盟 打造阅读分品牌

首都全城尚读 实施领读者计划

荐书评书 打造社会化推进平台

书香童年暨中国（北京）童书博览会 北京少年读书节

北京大学生读书节 女性主题阅读周

“智慧中枢”书香企业行动 公务员阅读汇

特殊群体阅读行动计划 书香北京系列评选

全民阅读指数调查及发布 “书香伴我行”

“品阅书香”名家面对面 数字阅读体验

“聚焦阅读”摄影大赛 大型群众诵读

北京阅读季阅读盛典 阅读与电影

“读北京˙游北京˙讲北京˙爱北京”阅读行动计划 大运河阅读行动计划

已成立
北京大学生阅读联盟

北京中小学校阅读联盟

北京幼儿园阅读联盟

北京新媒体阅读联盟

北京青少年阅读研究中心

拟成立
北京书香机关阅读联盟

北京书香企业阅读联盟

大运河阅读城市联盟



综合阅读率是反映一个地区综合阅读水
平的重要指标。据2017-2018年度北京
市居民阅读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
全民阅读综合阅读率为93.48%，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13.18个百分点；纸质阅读率
84.1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5.03个百
分点；数字阅读率89.11%，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16.11个百分点。
随着北京市对书店、阅读空间的扶持以
及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的深入开展，极大
唤醒了居民对于纸质阅读的热情，体现
在数据上，北京的纸质阅读率连续两年
回升。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居民纸质阅
读率为84.13%，较上一年度增长5.13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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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北京阅读季“创变纪”

2011-2016：推动+构建

政府引导、业界支持

社会参与、群众受益

北京阅读季

推广体系

2017-2020：联结+创变

整体布局、系统开发

重点突破、理论总结
产品导出



2.2 推出“联结+创变”新阅读理念

童书

八年北京阅读季，人、机构、形式、领域……各种阅读力量在整合……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平台之路

文化论坛

跨界对话 新书发布

戏剧演绎

图书馆

地标书店

公园

历史建筑

学校

出版机构

作家

学者

书评人

文学

社科

科技

生活
推广人

文体明星

联结＋创变
人

机构

形式

领域



2.3 广泛联结阅读力量

• 500多家紧密合作的出版文化机构、400多个新型阅读空间

• 1000多家社会机构

• 100多家幼儿园、200多家中小学、65家大学校园、175个高校社团

• 300多位社会知名人士和万余名专业阅读推广人

• 3万多场次阅读推广活动 超过1000万人次参与



2.4 阅读指标逐年提升

北京全民阅读指数调查 评估效果逐年显现（2016-2017年度）

90.07%

91.16%
92.24%

92.73%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9.48 
9.49 

10.88 
10.97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79.74

108.83 134.80

147.49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245.79
318.17 323.39 

330.92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纸书平均阅读时长（分钟/周）

综合阅读率 纸书人均阅读量（本）

纸书人均消费（元）



十六区按照北京市全

民阅读工作的统一部署和

要求，结合本区域文化特

色和人民群众的阅读需

求，创造性地开展了一系

列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

形成了“一区一品”的

全民阅读经典品牌。

2.5 “一区一品”持续完善

书香西城 书香平谷 朝阳·阅读行走12小时 悦读海淀

书香房山 诵读之乡 昌平读书汇 书香顺义 义品经典 书香石景山

书香密云 书香怀柔 书香大兴 东城·书海听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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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创新打造北京全民阅读评估体系

✓ 发布了《２０１7－２０１8
年度北京市全民阅读综合评
估报告》

✓ 书香北京评选

✓ 合作机构评估

✓ 最北京实体书店评选



3.2 2018年四季主题阅读：提升城市精神气质

一条主线，山水城人，有温度的城市人文阅读

文脉梳理: ——围绕三大文化带，提炼“水秀、山青、城美、人和”的宜居城市人文阅读。

城

山
春季

（3-5）

夏季

（6-8）

秋季

（9-10）

冬季

（11-

12）水

人



壮
丽
七
十
年

颂
读
新
时
代

一带一路主题读书活动

“读原著、学原文、悟原

理”主题读书活动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盛典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启
动式暨全城尚读系列活
动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系列阅读活动

大运河阅读行动计划



3.4 阅读新风尚：北京阅读马拉松

围绕世界读书日，2018、2019年北京全民阅读

重点策划实施了“阅读马拉松”活动，以此来牵引全

城尚读活动形成合力。通过统一辅导、统一授权、统

一宣传，形成强大的牵引力，号召全市机关、企业、

学校、社区、军营、敬老院、新型阅读空间等都参与

阅读推广、举办阅读活动，形成浓厚的阅读新风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阅读马拉松”联

结北京218家新型阅读空间，有40000市民就近走进

阅读空间，与大家一同接力阅读、分享阅读、体验阅

读。



3.4 阅读新风尚：北京阅读马拉松

4月19日起，北京阅读季联合了全城218家阅读空间和各合作机构，在世界
读书日期间举办2019北京阅读马拉松，截至4月25日20时，约有4.1万市民
参与，其中16605个市民完成了挑战，获得了阅读马拉松证书。参与活动年
龄最大的84岁，年龄最小的只有9个月，阅读时间最长的是13小时，共阅读
图书67307册，阅读总时长17454.28小时。



3.4 阅读新风尚：北京阅读马拉松



3.5 书香北京系列评选

报名
数量

金牌
阅读推广人

书香
家庭

阅读
示范社区

最北京
实体书店

2016年 119人 150个 83个

2017年 140人 156个 78个 62

2018年 146 159 92 66

• 最北京实体书店评选正式并入书香北京

系列评选当中；

• 调整并优化了复审流程，终审专家评委

参与复审，使复审结果更严谨、公平、

合理。

5月－6月初

9月上旬

9月-10月

10月底

征集启动
• 电台广播公益广告播出预热；

• 金牌阅读推广人及获奖家庭代表社区巡讲及“阅读家

社区流动书展”在北京16区开展了16场讲座，32场书

展，北京电台派出主持人开展了9场现场宣讲。

• 组织“致敬时代，经典留声”改革开放四十年领读会，

为书香评选预热。

初审会
在北京阅读季办公室组织初审，筛选推广人、家庭、社区

各前50位参选人以及25家参选书店。

复审复核会
对各场复审的结果进行综合评议，根据分值，并综合评

委意见，选出进入终审的各30位候选人。

16区复审会
以就近合并为原则，共组织13场复审会，对各项前50位

候选人及25家书店代笔进行了现场评议与实地调研。

11月初 终审会

 项目流程



金牌阅读推广人

董丽娜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节目主持人

现场调研反馈意见
盲人以心开目，用心阅读，通过阅读为自己及更多盲人打开认知世界的道路，她

的所作所为不仅有益于盲人，更是对普通大众的一次特别的打动，珍惜眼前的光

明，珍惜生活的给予。建议入选。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吴勇

个人信息
董丽娜，33岁，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特约节目主持人、北

京红丹丹培训师

阅读推广事迹及成果
• 2013年至今，累计进行红丹丹心目图书馆读书志愿者培训50-60场次，培

训读书志愿者1500人左右；

• 经培训志愿者录制有声图书超过500册，经制作后，送至全国100余所盲

校，让更多视障青少年共享阅读的快乐，透过阅读看世界；

• 2015年3月至今，制作阅读类广播节目《丽娜品读时间》120于期，在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播出，受到听众的欢迎。

阅读观点及最喜爱的书
读书人是世间幸福人。

推荐美国著名盲聋女作家海伦凯乐的

作品《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西城
（201702309）



金牌阅读推广人

陈科慧
爱丁岛亲子悦读馆创办人

现场调研反馈意见
推广手段丰富，开创多种类型的推广活动，还有翻译作品，活动立体，效果显
著。长达十年的坚守，具有示范意义。

——中央电视台 焦雯、北京日报 路艳霞、北京电台 靳桥

个人信息
陈科慧，43岁，爱丁岛亲子
悦读馆创始人

阅读推广事迹及成果
• 2008年创办爱丁岛亲子悦读馆,9年来为数千家庭提供阅读指导和童书推

荐。

• 2013年-2017年，先后在回龙观社区青年汇、回龙观社区公园、回龙观多

个小区以及商场等进行“阅读进社区”公益活动50余场。

• 创办爱丁岛微信公众号，创作上百篇亲子阅读和童书推广的原创文章。并

为北京日报、文汇报等报刊撰写阅读推广文章

• 开展北京阅读季阅读马拉松、图书漂流、为爱朗读21天和为爱朗读100天

亲子阅读记录活动，以及登山读书会等，累计参与人次约百余人次。

阅读观点及最喜爱的书
让更多的孩子读到书，读到好书 。
推荐《好酷的猫》

昌平
（201712302）



个人阅读推广事迹

1. 4年阅读推广经历，2012年开始持续在首图和顺义图书馆讲故事，每月3次。
2014年至今以兼职、专职方式在新阅读研究所工作。

2. 创办社区半公益儿童图书馆，经常进入小学、幼儿园、社区、公园、地铁等
地讲故事，做过5次关于亲子阅读方面家长讲座。

3. 策划执行顺义实验基地阅读推广项目2所学校3个序列共40次课程20次实践，
成立公益阅读组织“爱阅团-顺义分团”，带领十几位故事义工，以团队形
式固定在顺义进行阅读推广活动，每周1次在顺义图书馆，每月2次进小学。

4. 文化部优秀志愿者，首都图书馆优秀志愿者。

个人信息

杨子湘 37岁 阅读推广人 《红楼梦》

现场调研反馈意见

热心阅读推广，常年坚持，严谨踏实。这位阅读推广人的阅读推广之路
颇多艰辛，其做法影响到很多孩子的家长，使他们也参与到公益性的绘
本讲读活动中。建议入选。



金牌阅读推广人

孙慧阳
梁军

张鹏（朋朋哥哥）



小雨姐姐
石 恢 杨兰英

樊登 李岩 雷文涛



3.6阅读盛典及“阅读+“主题系列对话

每年的阅读盛典既是对当年活动的总结，也是对全民阅读未来趋势

的探讨。“阅读+”系列主题对话汇聚阅读推广领域精英、各行各业大家

50余人，围绕城市文化脉络、阅读基础设施、阅读推广活动、阅读解决

方案等四个维度深入探讨书香城市建设的路径。阅读盛典4天现场累计

参与上万人，8家直播媒体累覆盖超过400万人次。

阅读盛典阅读+对话六大主题



走过了通州、天津、沧州、德州、临清、

聊城、济宁、台儿庄、徐州、宿迁、淮安、扬

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

所到之处掀起了当地民众关注大运河文化的热

潮，也将通州区全民阅读的书香情怀传递给了

更多人。

3.7 大运河阅读行动计划·大运河阅读接力



3.7 大运河阅读行动计划·大运河阅读接力



大运河阅读接力



2018年北京阅读季阅读盛典期间，通州区特别

邀请参与大运河阅读接力的城市代表来到北京，他

们不仅参加了北京阅读季阅读盛典“阅读+行走”

对话，还举办了2019年大运河阅读接力活动主题沙

龙。

大运河阅读接力



运河代表参加北京阅读季阅读盛典



流动书展每年走进城镇

乡村，2017年开始举办，当

年16个区举办了20场，平均

每区有一场，2018年这一数

字达到了90场。2019年，不

仅场次还要增加，而且还与

中国扶贫中心合作，将流动

书车和读书活动开进四川大

凉山等贫困地区。

3.7流动书展



3.7流动书展



3.8换书大集



3.8换书大集







3.9 让阅读无处不在：书香伴我行

打造北京“书香地铁”“书香公交”“ 书香游船”“阅读家社区流动书展”等工程，将阅读

与北京市民的出行工具和社区生活紧密结合，通过日常化、常态化的一系列形象陈设、线上线下市

民互动和大面积媒体宣传配合，使“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无处不在的阅读”理念深入人心。



公司简介

北京大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CITYREAD）

北京大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中国领先的全民阅读推广机

构。自2014年成立以来，公司专注城市全民阅读品牌建设，传

播阅读文化、提供分众阅读推广解决方案，助力书香社会建

设。

大阅文化的创业团队集结来自出版、传媒、设计、教

育、公关等行业资深从业人士，公司倡导“大阅读理念”，

通过阅读扩大视野，创新思维，创意生活，创变价

值。

大阅文化，大家阅读，大爱阅读！



公司其他案例

◼ 活动手册、折页、广告（道

旗、公交地铁）文创产品设计

制作

◼ 核心信息、传播方案制定

北京十月文学月·宣传服务

◼ 策划叶广芩、肖复兴等名家带

读者走入颐和园、北京胡同

◼ 体会文学+行走的魅力

北京十月文学月·文学行走

◼ 走进北京11个社区，进行5场

名家巡讲，用亲民的方式推

广了十月文学月品牌形象

北京十月文学月·流动文学书展

03

项目案例
（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学月2016、2018年



城市全民阅读品牌服务案例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2013～2018年

北京十月文学月2016年、2018年

江苏镇江文心阅读节2015～2016年

山东威海 书香威海整体策划2019

产品开发服务案例
城市阅读服务系统

阅读马拉松打卡小程序

区域级品牌
书香西城整体策划2014～2018年

书香通州整体策划2018年

书香瀛海整体策划及2018年启动式

内容产品服务案例

《北京阅读季白皮书》（民族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北京阅读季领读者培训读本》（内部读本）

《北京阅读漫游指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出版）

其他分类案例

活动策划及执行服务案例
北京阅读季全城尚读系列活动2014～2018年

北京阅读季阅读盛典2013～2018年

北京阅读季启动仪式2017～2018年

书香海淀启动仪式2018年

阅读家流动书展2017～2018年

北京阅读马拉松2017～2018年

通州运河艺术节2015年

西城区图书馆艺术活动2016年

大兴区名家大讲堂2015～2017年

西城区书香传爱大讲堂活动2015～2017年

好书之夜2018

作为拥有国际文化视野和跨界经验的优秀团队，
迅速成为国内知名全民阅读活动品牌的合作伙伴。



THANKS

感 谢 聆 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