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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作品国际传播沙龙举行
莫言的号召力是巨大的。8月 23日下午，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中国

文化译研网主办、浙江文艺出版社承办的“中国文学与全球化时代——莫
言作品国际传播沙龙”尚未开始，所有座位已经坐满，站着旁听的人里三
层外三层，让温度骤升。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与各国翻译家以莫言作
品的国际传播为中心，共同探讨了中国文学在创作、传播上如何面对全球
化时代这一话题。

莫言说，中国当代文学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存在。阅读外国文学使他
意识到，作家完全可以把个人经验当中类似的人物、故事写出来，同时坚
持自己的个性化写作。来自阿尔巴尼亚、缅甸、保加利亚、以色列的翻译
家，谈到了本国读者对莫言小说的亲近感和理解。他们认为莫言是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成就的集大成者。

一个理念，当它获得全社会的
认同，被千百万人付诸实践，就会
变成无法阻挡的洪流。

过去，虽然中国人口众多，但
在世界上，中国的形象、中国的声
音仍比较黯淡、低沉。“文化走出
去”“图书走出去”的号令发出后，
全国文化界、出版界一齐行动，隆
隆足音汇聚成图书走出去的交响曲。

8 月 23 日到 27 日的第二十四届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英文缩写
BIBF，以下简称图博会），如同一个
检阅，让我们看到了十八大以来出
版与科技融合、繁荣发展的成果，
看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激荡海潮。

本届书展总面积 92700 平方米，
89 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一带
一路”参与国家达 28个。2500多家
参展商中，海外展商达 1460 家 （新
增 102 家），占比 58%，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担任本届图博会主宾国。图
博会展示了 30 多万种精品图书，举
办了近千场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
1000 多名中外记者到场报道，近 30
万人次参观。据初步统计，本届图
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 5262
项，其中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协议
3244项，引进输出比为1∶1.61。

主旋律图书向小语种国家扩散

展会期间，由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主办的精品图书展盛大亮
相，分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品图书
展、国家出版基金十周年成果展和
中国出版“走出去”成果展三个版
块，精品图书 1
万多册。

今年图博会
版贸输出量创历
史 新 高 ， 主 题
类、少儿类、文
学类、文化教育
类、经济类、哲
学类图书排在输
出前列。越来越
多的图书在输出
英 美 等 国 家 之
后，开始输往小
语种国家，“一
带一路”参与国
家成为版权输出
热点地区。人民出版社举行了 《习
近平讲故事》 英文版、俄文版和日
文版版权签约；外文出版社 《摆脱
贫困》英、法文版首发、《中国工农
红军长征史》英文版首发；《人民的
名义》 等今年新出版的原创文学作
品成功达成输出到日本、俄罗斯、
阿拉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
国家和地区的意向；接力出版社 76
种图书输往“一带一路”参与国家
和地区。

网 络 文 学 “ 走 出 去 ” 异 军 突
起，掌阅科技与泰国红山出版集团
签署协议，9部中国网络小说将被翻
译成泰语供当地读者在网站上付费
阅读，后续还将有 40 部中国网络小
说输往泰国。

越来越多的中方机构不再满足
于简单的版权贸易、实物出口，而
是共同组稿、深度合作。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已成立智利分社和法国
分社，新世界出版社与圣智出版集
团成立中国图书海外编辑部 （美
国），中译出版社同罗马尼亚、德
国、西班牙等多国出版社成立国际
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以
色列成立分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与德国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
成立国际编辑部。

汉学家、名作者星光璀璨

图 博 会 吸 引 了 众 多 国 际 出 版
界、文化界知名人士参与，书展的
国际范儿更加突出。

来自40多个国家的70余位汉学
家、译者参加图博会，其中有德高
望重的英国翻译家保罗·怀特，有活
跃在欧洲地区致力于中国传统与当
代文化研究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法
国知名汉学家安博兰，还有对中国
文化充满热情的青年译者如保加利
亚青年翻译家韩裴等。

出版领域更是大家云集，展会
标志性会议北京国际出版论坛就邀
请了国际问题专家王义桅和英国布
鲁姆斯伯里出版社执行董事、国际
出版商协会前主席理查德·查金等国
际知名专家学者到会演讲，多家国
际出版集团负责人更是亲临展场，

考察市场、交流经验、寻找机会。
参加书展的作家群星闪耀。刘

震云受邀担任书展阅读推广形象大
使，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亲临
现场，以“故事沟通世界”为题对
话 30 国汉学家。铁凝、贾平凹、徐
则臣、余华、冯唐、曹文轩、张悦
然、西川等知名作家参与 20 多场
BIBF 文学沙龙活动，与海外作家、
国内读者面对面交流。

中图开启“立体走出去”模式

参 与 报 道 的 媒 体 记 者 明 显 感
到，作为本届图博会承办方，中国
图书进出口 （集团） 总公司 （简称
中图公司） 提供的材料厚了，让人
眼睛一亮的创新内容多了，图博会
变得更加国际化、专业化。

中图公司与全球领先的图书出

版行业版权交易平台 PubMatch 合
作，所有 BIBF展商均可利用这个平
台进行版权交易，简化了流程，提
高了效率。创设文创展区，故宫博
物院、国家图书馆、中国美术馆展
示与出版相关的文化创意产品。东
三馆首次设立数字体验互动区，有
MR穿越门体验区、AR图书展示互
动区、VR互动展区及HR全息真假

人互动体验区，闪耀科技之光。书
展区分专业场和大众场，确保中外
出版人有良好的贸易谈判环境，又
保证了普通读者的观展需求……

8 月 23 日，中图公司和中国社
会科学院图书馆共同主办的“国家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易阅通”“一带一路”推广发布暨
启动仪式在 BIBF隆重举行，这是内
容与渠道的强强联手。该数据库目
前上线优秀学术期刊 1000 多种，其
中核心期刊 500 余种，上线论文近
500万篇，已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学
术、中国文化、中国价值的有效载
体。中图公司遵循国际标准开发建
设的“易阅通”数字平台，聚合了
国内 200 多家出版社的优质数字内
容 ， 上 线 近 40 万 种 中 文 电 子 书 、
3000多种电子期刊和 10万多集有声

书，实现了在海外
21 个国家和地区
126 个图书馆的开
通落地。借助中图
公司承办的海外高
校 “ 中 国 馆 ” 项
目，以易阅通数字
图书馆的模式，将
实现数据库的有效
落地、精准推送。

中图公司还分
别 与 安 徽 出 版 集
团、内蒙古新华发
行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大学出版
社三家出版单位签

署了“走出去”战略合作协议；携手来
自德国、俄罗斯、日本、马来西亚、迪
拜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按需印刷商
组建全球按需印刷联盟，突破数字版
图书转换为纸版的成本、技术等瓶
颈，实现“走出去”的可持续发展；并
与亚马逊达成深度合作，在亚马逊
美国 Kindle 中国电子书店重点推广
优质中国电子书，2017 年全新上线
来自200多家国内出版机构的3万多
本Kindle电子书。

中图公司聚合海量优势数字内
容资源，建立全球按需印刷联盟，
对接亚马逊电子书店，为走进海外
主流市场打通渠道，构建了一个

“内容+技术+渠道”，让中国内容立
体化“走出去”的新模式。

在 BIBF大使会客厅，本届图博
会形象大使刘震云深有感触地说，
当图书到达，小说中的人物比我更
先到达米兰、巴黎、纽约。我等于
随着人物到达了一个熟悉的地方，
与那里人们交流不再是泛泛的，而
是关于那些人物命运的深入的对话。

我们可以期待未来，那个由书
籍带给世界人民的美好的、形象丰
满的中国。

海疆是传奇的渊薮。海上大盗的
出没，改写了普通人的离合悲欢。

海盗被称作海寇、岛寇、洋匪、
澳贼、艚贼，《海盗奇谭》（中信出版
社出版） 作者盛文强从古代文献中打
捞出与海盗有关的只言片语，杂取志
怪、野史、方志等文本的体例，重构
中国古代海盗故事，古籍引文与文学
想象互为表里，共同拼贴为怪诞不经
的奇谭。

那些传奇故事的主人公，被略去
对其生平履历的罗列，只选取一生中
最为光华夺目的断面——个体生命瞬
间的燃烧，显得光华四耀。古代笔记
中甚至没有完整的叙事，来路不明的
一面之词，那些突然出现的场景、暧
昧不清的人物，也如蜃气般不可端
倪。历史学家至此无路可走，历史的
空白处，正是文学启程之地。

关于中国海盗的图像资料少之又

少。作者从海外馆藏资料中搜索到西
方人描绘的中国海盗。在筛选过程
中，照片首先被作者舍弃，因为想象
的空间在实景之下大打折扣。取而代
之的，是流传至今的版画、地图、手
稿等视觉系统——出于主观的图像描
摹，似更能与虚构文本相契合。这二
十张彩色插图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
而是文本的一部分。

除却还原与呈现，本书亦有考证
的笔墨，作者未拘泥于约定俗成的文
体规矩，而是回归古代奇谭志怪的混
沌的文本状态。这样的文本不入绳墨
之中，不在方圆之内，恰与海盗的精
神气质相合。

中国的飞速发展与变革，使得
对于中国现状分析研究的社会科学
类图书成为海外读者关注的热点。

8 月 23 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在BIBF上举办“哲学社会科学中
的中国”多语种成果发布会，展现
了“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

“理解中国”丛书自 2014 年来
相继出版 《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
谜》《中国社会巨变与治理》《中华
文化简明读本》《中国的价值观》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等中文版本
15种，与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合作出
版英文版 5 本，韩文、日文、西
文、阿文等也在陆续翻译出版中。

“中国制度”丛书有《制度精神
初探：中国政治制度的视角》《治理
呼唤制度：教育援助的非正式制度
研究》。“简明中国”丛书，包括《简明
中国历史读本》《简明中国哲学史读
本》《简明中国文学史读本》等。

“当代中国学术史”丛书中文版
已出版近40卷，其中《当代中国历
史学研究》 英文版已与美国 MCM
Prime出版社合作出版，《当代中国
哲学研究》《当代中国宗教学研究》

《当代中国法学研究》《当代中国近
代史研究》 英文版分别与荷兰博睿
出版社、英国罗德里奇出版社合
作，正在翻译出版中。“中国社会科
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英文版是
社科出版社与英国罗德里奇出版社
合作的重点图书，是中国顶尖学者
学术成果的海外展示，目前已出版
8本。 （任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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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图书走出去的铿锵足音
——第二十四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巡礼

本报记者 张稚丹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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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博会近千场活动中，我们采撷了以下一
束。它们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中国出版做强内容、
全力走出去的奋发姿态。 ——编者

在图博会近千场活动中，我们采撷了以下一
束。它们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中国出版做强内容、
全力走出去的奋发姿态。 ——编者

专注交流

走过

◀洽谈 ▲法国图书展区格调高雅

海外对“中国著名企业家与企业”有兴趣
8月 24日，中译出版社举办“中国著名企业家与企业”丛书中英文版

发布会暨“中国企业对全球经济影响”主题研讨会。活动发布了丛书第一
辑《马云与阿里巴巴》《任正非与华为》《马化腾与腾讯》《王健林与大连万
达》《董明珠与格力》5本图书的中英文版。该丛书是中译出版社与英国里
德 （LID） 出版社的重要合作项目，以介绍中国当代著名企业和企业家的成
功之道为切入点，研究他们对中国经济做出的重大贡献及对全球经济日益
增强的影响力。里德出版社总经理马丁·刘表示，该丛书英文版在海外征订
效果良好。中译出版社还与罗马尼亚罗奥出版社、韩国艾康出版社签署了
版权输出协议。

中华书局与巴蜀书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8月 23日，百年老社、古籍出版领头羊中华书局与西南地区唯一的古

籍整理专业出版社——巴蜀书社在BIBF上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签署后，双方将在媒体融合和古籍数字出版、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出版、古籍整理出版、 传统文化“走出去”、人才队伍
建设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目前，双方已开始积极推进一些具有国际国内
影响力和全国示范效应的项目，包括合作共建“中华经典古籍库”和合作
组织编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川省地方教材”等。

新世界出版社与圣智签约成立中国图书编辑部
8月23日，新世界出版社·圣智出版集团中国图书编辑部在BIBF现场签

约。中国外文局局长张福海在讲话中说，建立中国图书编辑部是提高对外
传播针对性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主题图书出版本土化最有效的合作模
式。此前，新世界出版社与印度GBD图书公司和埃及日出出版社分别成立
了海外中国图书编辑部。

圣智出版集团是全球领先的教育出版集团，其国际部总裁亚历山大·布
罗赫在发言中表示，非常期待中国图书编辑部这种崭新的合作形式能够把
更多的中国图书带给世界读者。

新世界出版社曾出版 《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共
产党如何反腐败？》《中国梦，谁的梦？》等一大批介绍中国的优质图书。此
次成立的新世界·圣智中国图书编辑部计划每年推出5-8种合作图书，以海
外读者易于接受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

“剑桥史”系列图书续约
8月 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主办的“剑桥史”系列图书续约仪

式在京举行。
社科出版社社长赵剑英表示，25年来，我们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合作

不断走向深入。从最初的 《剑桥中国史》，到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再
到《剑桥古代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剑桥基督教史》《剑桥哲学史》的
翻译工程，学科覆盖从最初的历史扩展到哲学和宗教学。

剑桥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全球总监曼迪·希尔致辞说，自1992年以来，
我们和社科出版社成功打造了“剑桥史”系列图书，如《剑桥中国史》《新
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等图书的中文版。同时，《剑桥中国文库》也收录了社
科出版社出版的《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英文版。

社科出版社还在 8月 24日举办了“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出版合作
座谈会，来自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墨西哥研究中心主任吉列尔莫·普利认
为，参与到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国家和地区都有属于自身的历
史、文化和社会演进变革路径。“一带一路”倡议，创造了一个通过商业和
贸易将各个社会联结起来的机会，也势必会带来思想与文化方面的交融与
交锋。正如谈论商业路线一样，形成一条出版合作的路线同样重要，在这
条合作路线中，与人文学科相关的议题相当重要。

《中国梦·复兴路》中文繁体版权签约仪式
8月 24日，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和台湾地区知书房出版社在北京国际

图书博览会举行《中国梦·复兴路》中文繁体版权签约仪式。该书总主编卢
洁为“中国梦”主题领域的专家，本书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三大主题
为线索，以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为脉络，用现代视角和国际化视野，
全景式追溯了中华民族170多年来的强国之梦，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服度。

知书房出版社社长谢俊龙表示，台湾同胞亟需通过这样的图书加强对
祖国大陆的了解，知道中国共产党在做什么，知道中国梦的理想。他希望
与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继续保持良好的合作，让更多更好的作品能够在台
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出版发行。

阿来：世界不止西欧与北美
“我们过去讲到世界时有偏差，认为西欧、北美代表世界，忽略了周围

重要国家。其实世界很宽很大。”作家阿来在8月24日召开的“中国少数民
族作家海外推广计划发布会暨少数民族文学国际翻译出版论坛”上说。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海外推广计划”由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作家协
会共同发起并指导，中译出版社具体实施，以每年1辑5本的规模翻译出版
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文化和
文学特色，与具有相同的语言、宗教、民族背景的周边国家有着很高的文
化契合度，易于被这些国家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目前，包括阿来作品

《尘埃落定》的印地语版和僧伽罗语版、丹增作品《小沙弥》的匈牙利语版
和阿拉伯语版，该系列已经签约输出的语种达19种，总数达到70多部。

周大新《曲终人在》德语版新书发布
8月 24日，华文出版社携手德国布塞特和斯塔德出版公司举办德语版

《曲终人在》新书发布会。书中，省长万彤过世，作者采访了省长的亲戚朋
友、同事同学、政治对手等，通过不同人叙述的故事勾画出省长真实的人
生路程。周大新的茅盾文学奖作品 《湖光山色》 和滴血之作 《安魂》 早前
也由该公司出版了德语版。斯塔德表示，他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只要他觉
得有价值，就会在德国出版。

贾平凹小说《高兴》英文版全球同步首发
8月23日，亚马逊宣布，在其全球14大站点同步首发贾平凹小说 《高

兴》的英文版《Happy Dreams》，并以纸质书和电子书同步发行的方式，第
一时间将该书介绍给遍及183个国家的亚马逊读者。

《高兴》描写了陕北民工刘高兴进城打工的故事，为读者呈现了生活的
五味杂陈。《Happy Dreams》入选了亚马逊Kindle独有的First项目，使得亚
马逊北美地区的买家会员和订阅亚马逊出版信息的上千万读者可以优先购
买到《高兴》的英文版《Happy Drea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