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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
域、民族与认同》

葛兆光、汪荣祖、姚大力、
欧立德、杉山正明等中外知名学
者合著，中华书局出版

何为“中国”？元朝、清朝不
是中国的王朝吗？清帝国通过怎
样的统治政策获得了奠定今日中
国版图的疆域？“新清史”、内亚
史研究为什么在国际学术界这么
火……

近年来，在新的理论视角与
理论框架的冲击下，中国史研究
日益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葛兆
光、徐文堪、汪荣祖、姚大力、
张帆、罗新、沈卫荣、钟焓、狄
宇宙、欧立德、杉山正明等20位
中外知名学者，在本书中展开了

精彩的论述与对话，对上述热点
问题进行了具有鲜明的学术史意
义的回应。作者中徐文堪为 《汉
语大词典》 编纂处编审，同时致
力于古代中亚和内亚文明 （尤重
吐火罗学研究）、古代中外关系、
欧亚大陆史前史、语言学、辞书
学、人类学和域外东方学史等方
面的研究；汪荣祖为著名历史学
家，曾在美国执教31年，现任台
湾“中央大学”人文中心讲座教
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
任研究员暨总咨询委员、美国弗
吉尼亚州立大学荣誉教授等职，
著有 《史家陈寅恪传》《康章合
论》《史传通说》《走向世界的挫
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史
学九章》《追寻失落的圆明园》
等。姚大力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教授，清华大学国学研
究院特聘兼职教授，主要研究领
域为元史、中国边疆史地，著有

《北方民族史十论》《蒙元制度与
政治文化》《读史的智慧》等。

本书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与
现实敏感性，展现了学者们对于
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等
问题的邃密思考，使读者比较深
入地了解当前中国史研究的前沿
论题，启发我们对传统的以汉族
为中心的中国史研究范式进行检
讨与反思，进而丰富对中国历史
的宏观思考。

由资深媒体人舒晋瑜主编、出版
人郭锐策划的“麒麟中国新文学少年
读本”近日由济南出版社推出。该读
本以“麒麟送书”的美好意愿，将中
国新文学著名作家如汪曾祺、刘庆
邦、肖复兴、赵丽宏、黄蓓佳人作品
中那些最适合少年阅读的经典作品结
集，呈献给少年读者们。这些作家，
既有德高望重的耄耋长者，也有当代
文坛的中流砥柱。他们的作品或简练
传神，或淡雅深邃，或热烈奔放，风
格迥异，异彩纷呈；他们的写作，以
匍匐于生活的姿态，编织着属于自
己，更属于广大少年读者的梦想。他
们的文字，以不同于少儿文学的文化
视角，给予少年读者以更厚重的关
怀、更丰富的文学滋养。 （金 宇）

6 月 21 日，中国图书翻译家、
日本丽泽大学教授三潴正道监译的
第 11 本 《必读！有趣的中国》 由
日本侨报出版社推出。该书的主题
是，“一带一路”“技术创新”和

“中国梦”。书中还收录了有关AI-

IB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设
立、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里提出
的“工匠精神”等文章，全面反映
了一年来中国各方面的发展变化。

为了向日本读者系统、全面地
介绍改革开放的中国，日本侨报社
和三潴正道教授从 2007 年开始每
年 出 版 一 本 《必 读 ！ 有 趣 的 中
国》。每年，40 余位日本译者从

《人民日报》的报道里，选择60篇
日本读者感兴趣、最能反映一年来
中国发展变化的文章，译成日语介
绍给日本读者。

《必读！有趣的中国》 系列面
世 后 ， 日 本 主 流 媒 体 《朝 日 新
闻》《每日新闻》 和 NHK 广播电
台等多次介绍，认为该系列不仅提
供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最新信息，对
了解中国人现在关心的问题、中国
媒体又是如何报道这些问题很有帮
助。 （南 泉）

“开门的钥匙没丢，很确定还拿
在手上/只是好像找不到了该去的方
向/也还有几个可做的事情在按计划
进行/但又似乎每一件都不必那么匆
忙/于是 在意兴阑珊的犹豫中/我
有点彷徨。”这种状态，大概很多中
年人都经历过吧？

最近，崔志刚诗集 《我把声音
读进生命》由人民日报出
版社出版。在新书发布会
上，他的央视同事李修
平、杨柳、纳森等中央电
视台主持人及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中国之声首席主播
苏扬朗读了他的 7 首诗。
他单纯、温暖的诗句从分
裂、破碎的现代审美中，
找回了心尖上稍纵即逝的
灵感。正如作家蒋方舟评
价，“崔志刚的诗歌有一
双翅膀，翱翔于现实之
上，寻找着超越平庸生活
的天真与美感。”诗人洛
夫评论道：“他年轻，他
的呼吸中、血液中都充满
了诗，其诗心奔流于现实

与理想之间，其情感激荡于古典与
现代之间。”

崔志刚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
却做了主持人，主持过“新闻 30
分”“新闻直播间”“法治在线”等
栏目。他说：“我从事的是声音的职
业，但我更喜欢用文字勾画内心的
幽微。” （小 章文/图）

6 月 23 日晚，北京大雨如注。
不断有衣衫湿透的年轻人走进 77 剧
场，参加北京出版交流周的讲座，
听中国著名作家麦家讲述自己的作
品走向海外的故事。

麦家认为，他的生命富于传奇
色彩。《解密》 一书，他写了 11年，
经历了 17 次退稿。没想到，这本书
走向国际竟用了 12 年，前后换了 5
个文学代理人，关键一步却充满了
偶然的惊险。

“我真的很后怕，如果飞机没有
晚点……”麦家重复地说着。上海
世博会期间，拥有古汉语博士学位
的英国女子米欧敏在上海机场候
机。飞机延误，她逛书店时看到了

《解密》。书封上关于密码破译的介
绍引起了她的兴趣，因为她的祖父
二战时曾在“计算机科学之父”图
灵领导下参加破译德国密码的工作。

看完 《解密》 她心潮澎湃，觉
得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好看的书。回
去后，她自娱自乐地翻译了几章，
想让爷爷看。她的同学、著名汉学
家蓝诗玲看到后，拿给企鹅出版社
的编辑，引起了对方的浓厚兴趣。

2014 年 3 月，《解密》 的英文版
《DECODED》 被收入英国 “企鹅
经典”文库，上市仅 24 小时就创造
了中国文学作品排名最好成绩，之
后又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

买张机票，办好签证，我们就
可以开始一场梦寐以求的世界之
旅，领略异域风情。

然而一本书的旅行可没那么容
易，它需要以心灵作为媒介，超越
语言的束缚，让其他地方的人们认
识到其内在的美好。

理智与情感

我们不是在谈论简·奥斯汀的那
本著名小说，我们只是在研讨国际
版权买卖和代理中，应该遵循什么
准则，听从理智，还是情感？

橘红色墙壁、球形灯、转动的
吊扇，横梁上挂满作家的照片镜
框，被窗户隔开的每面墙壁都摆着
满是书的书架，复古又温馨。这是
三里屯附近的“老书虫”书店，第
二届北京出版交流周的头两场交流
活动就在这里进行。

来参加活动的“学员”来自各
家出版社，以民营出版机构为多，
女孩占到了接近 90%。学员们英语
水平都不错，不用翻译，伴随着外
国嘉宾的幽默，场上扬起一阵阵轻
轻的笑声。

来自磨铁图书有限公司的高蕙
说，国外出版人已走访过磨铁，大
家交流特别踊跃，因为对于对方如
何做书很好奇，而且发现审美比较
一致，不少书的版权大家都不约而
同购买过……

买下一本外版书，基于什么样
的判断？拿着一本老板和发行都看
不懂的书，怎么说服他们？

伽利玛 （Gallimard） 是法国最
知名的出版社，创建于1911年。现
在平均每年出版1500种选题，拥有
版权书籍 2万余种，旗下作者包括
加缪、杜拉斯、萨特、波伏瓦、福

柯，诺奖得主莫迪亚诺、勒克莱齐
奥等法国作者，也包括像菲利普·罗
斯、帕慕克等杰出作家。该社出版
的写心脏移植故事的《Heart》，在美
国卖到了 50 万本。作为这次交流周
被邀请的出版人，伽利玛版权经理
Marine 告诉大家，必须了解自己出
版社的图书目录、对方出版流程以
及最近的流行潮流。在版权买卖
中，如何平衡理智与情感呢？是靠
数据，还是看故事是否动人？首先
要阅读，评估一个文本是否值得推
介到国际；其次是倾听，与出版商
面对面；第三是讲故事，你的书籍
是什么类型，犯罪、惊悚还是历
史？独创性和卖点在哪里？第四是
谈判技巧，价格高低不是最重要

的，重要的是卖给合适的人，寻求
长期的合作。

在中国，无论是引进还是输出
版权，大多由出版社版权交易部门
说了算。在西方，编辑负责购买版
权，版权经理负责出售版权。编辑
并不是每天坐在办公室看稿改稿，
而是亲自走出去参加各种活动，扩
展自己的触角。

因为图书版权交易并不全是生
冷的金钱关系，而是不同编辑之间
的人情关系。两个陌生的人，从建
立联系到互相信任，再到签下版
权，这中间的过程可能需要几年。

来 自 芬 兰 独 立 出 版 社 的 撒 克
说，芬兰太特殊，太本土化了，大
多数人不认识芬兰作家或芬兰语。
于是他仔细挑选书籍，做好英文样
张和宣传资料，了解对方的市场背
景，参加书展，和国外的编辑们面
对面交流，建立个人关系。从 《白
色饥饿》 开始，他蹚开了路子，因
为这本写 19 世纪芬兰大饥荒的故事
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

来自美国的丹尼是纽约书探经
纪公司成人作品书探主管。这个公
司的客户来自 18 个国家，与中国对

接的是中信出版社，他们相当于客
户在纽约的眼睛和耳朵，及时告知
最热门的新书，并为图书做提案。
丹尼推广的国际作家包括村上春
树、奥尔罕·帕慕克等。他认为，非
虚构的书籍市场比较确定，而小说
则很难判断是否能畅销。在分享了
他经历过的成功和失败的事例之
后，他对中国市场表示乐观：“中国
人口多，各种图书都能在中国找到
读者。”

梦的解析

实现梦想，需要分解步骤，踏
踏实实一步步走过去。

巩小图 （化名） 过去在陕西做

职业编辑，积累了不少作者和出版
社的人脉。现在她是自由编辑，工
作主要是阅读和做文案，向出版社
推荐作家的作品。

谈起参加这次活动，她很认真
地表示很有帮助。比如那位法国女
编辑强调要和作者一起工作，这一
点，过去她只是隐隐有感觉，最近
跟进一位作者的创作过程，帮他打
磨作品，发现的确是提升了对作品
文本的理解。听了讲座后，她开始
重视提高谈判能力，就是要站在出
版社的角度看如何盈利。过去那些
模糊的感觉如今被重点提炼了出
来，让她更清晰地知道今后该如何
工作。而国外那些推广手段如制作
书签、明信片，为图书拍广告片，
在社交媒体上发作者视频打造粉丝
群，为粉丝举办酒会、送样书等
等，也让她叹为观止。

在信息高度透明的移动互联网
时代，我们很容易找到国外的编辑甚
至作者本人。但如何才能破冰，让关
系不仅仅停留在表面交情上呢？

初次参加国际书展的人，也许
会天真地以为，书展上到处都是编
辑，完全可以跟他们很好地讨论你
的选题。

但置身现场时，你会体会到所
有人的忙碌和浮躁，根本无法深
谈。想要在国际书展上和国外编辑
见一面，至少需要提前半年约时间。

6 月 19 日—25 日的第二届北京
出 版 交 流 周 （Beijing Publishing
Fellowship），由北京国际图书博览
会主办，纸托邦策划组织，“做書”
媒体统筹。

去 年 首 届 北 京 出 版 交 流 周 ，
主办者带嘉宾拜访了多个北京出
版机构，体验北京胡同、传统文
化，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出版人提
供 了 快 速 密 集 了 解 中 国 出 版 业 、
作者的机会，也为国内的出版人
和作者创造了与外方出版人深入
交流的可能性。

这些嘉宾震惊于中国畅销书的
销售数字，对行业内的互联网及科
技革新由衷赞叹，他们自己又成为
一颗颗种子，向更多对中国出版业
缺乏了解的人传递信息。口口相
传，今年才会有更多的出版人申请
参加出版交流周。

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耶路撒冷
国际书展等成熟的国际出版盛会上，
出版交流周已经成为各国出版人、版
权代理人、版权经理互通有无、互相
了解、互换资源的年度聚会。

年复一年，出版交流周将为国
内外版权合作的网络埋下极具能量
的点点火种，让北京成为国际出版
交流活动的一个重要“根据地”。来
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行们擦出火
花，相互理解，在趣味相投的基础
上，找到各自出版市场的共通点，
让更多的书籍开始世界之旅。

书香，没有鲜花的浓郁、没有
绿草的清新，却有着磁场一样的魔
力，吸引我在文字的世界里痛并快
乐着。那些淡淡的书香记忆，既噙
着苦涩的泪水，又泛着浓烈的幸福
滋味。

记得上初中那会儿，我一直渴
望买些文学书籍，可家里经济条件
不好，难以向父母开口。

有一天，我终于抵挡不住书的
诱惑，决定向父亲要钱买书。回到
家，父亲正利用休息时间在山沟里
的煤厂做搬运，他问我要钱做什
么，我说我想买 《儿童文学》。他
听了什么也没说，从包里掏出一叠
皱巴巴的零钱递给我：“拿去吧，
儿 子 ， 以 后 买 书 需 要 钱 就 告 诉
我。”我犹豫着接过钱，猛然发现
父亲的手包扎着厚厚的白色纱布。
我急切地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却满
不在乎地说“没事，孩子。”

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为了供
我上学，每个周末都会去煤厂做苦
力。前几天他一不留神摔了一跤，
背上的一大块煤倒出来刚好砸在了
他手上，流了好多血。母亲还没有
讲完，我早已泣不成声。我再也不
忍心用父亲挣下的血汗钱去“奢
侈”地买《儿童文学》了，哪怕是
我最喜欢的。

尽管如此，我对书的迷恋却一

刻也不曾停止。没有条件买书，我
就想方设法地找书来读。只要遇到
自己没看过的书，或者是捡来的旧
报纸，我便如获至宝，一遍又一遍
地看，看完了还不肯撒手。

有一次，我去同学家借 《少年
维特之烦恼》，然而这本书已经被
别人借走，要等几天才归还。我盼
啊盼，数着日子等了几天，虽然只
是几天，可我却像等了几年。几天
后，我跑到同学家里，迫不及待地
将书借到手，连句“谢谢”都忘了
说就跑回家，如饥似渴地享受起精
神“大餐”来。我完全沉醉在书中
的世界里，时而兴奋、时而难过、
时而感动、时而焦急。不知不觉已
是深夜，在母亲的再三催促之下，
我才恋恋不舍地放下书，可就算进
入了梦乡，我依然还在为主人公的
命运担忧。

读了师范，生活条件有所改善，
我开始自己买书。《诗神》《散文》《散
文诗》《小说月报》《微型小说》……
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书，我就会从学
校发的生活费中省下来买。每到周
末，别人都去郊游玩耍，我却整天泡
在书店里，如痴如醉。

随着读的书越来越多，我也开
始拿起笔写一些诗歌散文，并试着
向报刊投稿。直到有一天，我的散
文诗在 《辽宁青年》 上变为了铅

字，那一刻，我的心里满是幸福的
滋味。随后，我开始尝试写各种题
材的文学作品，在全国各级报刊发
表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渐渐成为校
园文学圈小有名气的人物，学校还
破例为我举行了个人文学作品展。

后来工作了，成家了，我拥有
了自己的书房、书架、书库。闲暇
之时，我总爱信手拈起一本书，悠
然地阅读，或是写写文章。在我的
感染下，女儿也爱好读书，养成了
良好的阅读习惯，学习成绩一直名
列前茅。

书香，是心灵的净土，更是一
种精神情怀。蓦然回首，书的墨香
早已浸入我的灵魂，拓展了我生命
的空间。

“一带一路”好书荐

“麒麟中国新文学少年读本”推出

最新《必读！有趣的中国》

当声音遇见诗歌

崔志刚与诗人食指 （右） 共同朗读
《相信未来》

崔志刚与诗人食指 （右） 共同朗读
《相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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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书我与书我与书

带书籍飞越世界
——北京出版交流周侧记

本报记者 张稚丹文/图

麦家在讲演中麦家在讲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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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天的交流结束，嘉宾坐成一排，回答学员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