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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过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
公室样书库的人，都会感到强烈的
震撼：一排排顶天立地的书架上，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少数民族文字
版）》《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点校
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大中华
文库》《大辞海》《大飞机出版工
程》《北斗系统与应用出版工程》

《中国文化发展史》《杜甫全集校
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
国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历史的
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东
京审判出版工程》《中国边疆研究文
库》 ……一部部厚重的精品图书如
星辰闪烁，熠熠生辉。

这里有 5000 年优秀传统文化的
梳理和传承。这里有时代最具力量
思想者的集结，探寻当代中国的发
展之途，更为解决世界问题贡献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里有最新的
科技创新。这里辑录了历史的铁
证，任何谎言在它面前都苍白无力。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它似乎看
不见摸不着，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
进步的力量本源。

资金扶持 变成荣誉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体
制改革不断深入，全国580多家出版
社，除少数几家公益性出版社之
外，都已逐步完成转企改制，市场
化程度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一
些大部头的书，包括文化传承类的
书，很多年都出不来。因为它们投
入比较大，出版周期也很漫长，却
可能没什么收益，单一出版社做不
了这个事情，需要站在国家的层面
来做好。”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
公室副主任祁德树回忆。比如 《儒
藏》、“点校本二十四史及 《清史
稿》修订工程”需多年编撰，《大中
华文库》 要把中华传统经典翻译成
十几种文字，是全国 30 多家出版社
齐心协力才能完成的项目……

由此，经国务院批复，2007 年
设立了国家出版基金。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 《杜甫全集
校注》，对杜甫的全部存世诗文进行
汇集、校勘、编年、注释和汇评，
规模大、编纂难度高，加上主编去
世，立项 30 多年都没能完成。2012
年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后，加快
了出版进度。2014 年 1 月，共计 12
册、680万字的《杜甫全集校注》正
式出版，代表了我国当代古籍整理
和古典文学研究的水平。

1991年，《中国饮食文化史 （十
卷本）》 正式列入中国轻工业出版
社的选题计划。就在书稿陆续寄
到，编辑出版进入实质性阶段时，

由于市场大潮的冲击，这部看起来
“明显赔钱”的学术著作被迫下马。
2012 年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后，得到了学术界、饮食文化界的
高度评价，中国农业科学院原院长
卢良恕院士和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
评价该书，“填补了中国饮食文化无
大型史著的空白”。

作为出版行业规模最大、影响
力最大的政府基金，国家出版基金
运行10年来，共遴选资助了3300多
个优秀出版项目，其中国家重点出
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1000 多个。截至
目前，已有 2300 多个项目推出成

果，其中近500项成果获得精神文明
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
府奖等国家级奖项。

因为严把入选关、优中选精、
公平公正的评审立项机制，国家出
版基金从原来的资金扶持，变成一
种荣誉和品牌出版的认可，出版机
构都以出版项目入选国家出版基金
资助为荣，认为体现了自己精品出
版的实力。

评审立项 机制严格

最开始，国家出版基金强调资
助项目的重大文化价值、文化传承
价值，进一步修订的时候，把体现
国家意志、推动文化发展、提升文

化软实力、扶持精品生产，作为宗
旨。如 2018 年是全面贯彻十九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
年，基金办去年在制定基金申报指
南的时候，就体现了这些重要诉
求。还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比如
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代表
国家水平的项目，就是出版基金资
助的重点。“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一定要站在国家层面。”国家出版基
金规划管理办公室主任陈亚明强调。

每年上半年，基金办发布下一年
度资助项目申报指南，明确资助项目
的具体范围、重点、形式、出版介质以

及申报数量、成稿率等要求。
出版单位填报项目申请书、提

供样稿，首先经过当地新闻出版行
政管理部门的审核，再上报基金
办。基金办年底前组织完成下一年
度资助项目专家评审工作。专家从
出版国家出版基金专家库随机抽
取，每个项目，至少有5到7位专家
背对背的评审，独立写出同意或不同
意的具体评审意见。2/3以上专家认
可了，才能进入学术专家和出版专家
组成的复评环节，终评由出版专家和
财务专家重点评价其出版价值并提
出拟资助金额。另外还有基金委部
门联席会议、基金委会签，从申报到
评审，一共 9道门槛。严谨规范，成
为资助项目质量的重要保证。

基金委成员单位会签后，通过
媒体向社会公示；公示期满后，经
基金委批准，通过媒体予以公告。

项目立项以后，要和出版社签
一个协议，明确双方的责任义务。从
协议书签订开始，就进入到项目的监
管阶段。当年能够完成的项目，经费
支付一定的比例，等项目全部完成，
结项验收合格以后，才能拨付尾款。
对于跨年度的项目，首拨款只有 30%
或者 20%；续拨款根据基金办要年度
检查其完成情况后下发，最后还要留
一部分尾款。“国家是在用纳税人的
钱支持我们的文化发展，必须把它

用好。”陈亚明说。
在出版基金办，每一个环节都

要按制度来执行。如果出版社来谈
业务，一定要两个人同时接待。“尽
可能把各种权力都放在监督之下。”
陈亚明说。

鼓励原创 助推精品

尽管一部 《国家出版基金管理
制度汇编》已经厚达297页，基金办
依然要根据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
形势、新要求，进一步完善评审立
项机制和项目管理机制。比如为了
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每个出版社
最多可以申报3个项目，但社与社之
间出版能力确实存在差异，量的增
长基数做大和申报质量如何同步提
高？“怎么在‘高原’的基础上推出
更多‘高峰’产品；从高速发展转
变为高质量发展，推出传播中国声
音、讲好中国故事的优秀出版产
品”，这都是国家出版基金办近期考
虑的重点。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强调文化的创新，包括传统
文化，也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否则，得不到老百姓的认
可。国家出版基金在鼓励出版创新
创造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第一，面对出版单位申报大项
目较多的现象，限制集结类、拼凑
类项目的申报，要求出版社申报项
目中有一个必须在 50 万元以下，鼓
励原创的中小型优秀项目申报。“资
料的集结整理当然有其传承的价
值，但思想性的创新和创造，相对
来说可能会少一点。维特根斯坦的
书，几万字，就把他整个思想体系
建立起来了；毛泽东同志的 《矛盾
论》《实践论》，是他最重要的两本
哲学著作，篇幅也不大。再如航母
的电磁弹射技术，如果用文字表述
出来，也不会是大部头。由此来
看，中小型项目中，原创的价值，
新的出彩的东西，可能会更多些。”
陈亚明分析说。

第二，为了保证时效，重点主
题出版项目，特别是列入中宣部和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题出版重
点项目的，可以先出版后资助。

第三，基金跟国家重点出版物
出版规划项目有很好的衔接。凡是
列入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的项
目，在同等条件下，基金鼓励专家
给予重点关注。

“十年，只是一个新开始。”陈亚
明谦虚地说。国家出版基金不仅仅
要助推精品出版，写就一部中国出版
精品史；他们的期待更在于，为这个
进入复兴进程的民族和国家，提供
文化和精神的基石与标杆。

参加人民日报出版社 《我行我
道——三感集》 新书发布，本以为
就是一本寻常的心灵感悟，没想到
却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人。

作者余建国自言工作50年，25
年做化工，25年做卫星，其中10年
兼做福利彩票。

做化工时，1990 年担任上海市
有机氟材料研究所党委书记的他，
两年后竟将研究所改制为上海三爱
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并上市。

做福利彩票时，他提出上海 1
年要发行 10 个亿。大家面面相觑：
以前 10 年一共卖了 3.9 亿，你这不
是异想天开吗？他建立了中国第一
套热线彩票系统，就任10年，上海
福彩发行了 150 多个亿。他还组织
设计了生肖彩票、环保主题彩票、
养老彩票以及“一带一路”以茶会
友、以武论道、以时论事等彩票，
并因主题彩票、彩票电视节目，特
别是世博会期间策划的世博会邮彩
联票 （全球第一枚“邮彩票”） 获
得“多元文化融合奖”。

中国的卫星市场化运营始于
1994 年，国家邮电部共颁发了 100
多张牌照，坚持到今天的不过 10
家，还能盈利的更少。而余建国领
导的上海维赛特网络系统有限公
司，在甚小口径卫星通信应用方面
成为行业翘楚。经12年的建设，他
们拥有天网以外能接入电信、网
通、铁通、中国移动、国家电力、
广电及科技网的“天地复合网”，加
上他们自主开发的车载卫星混成通
信平台，成为“超级通信接点”，可
应用于应急救灾的通信保障、远程
医学教学、高清视频会议、文娱节
目传播、彩票投注等领域，也为国
家建起了一个经济、实用、可靠的
救灾应急通信网。2008年汶川地震
期间，余建国担任民政部救灾应急

通信保障总指挥。他也因这些成就
被授予“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

目前，他还负责国家减灾中心
应急通信保障的日常值班工作。当
大型灾害发生，哪里该用卫星网，
哪里用地面网，哪里用移动站，都
由维赛特来决定如何组网，供国家
减灾中心领导指挥使用。

余建国认为，卫星研发、制
造、发射与卫星的应用需取得相对
的平衡，否则就是资源的浪费。目
前，中国的卫星利用率较低。为
此，除了互联网进校园外，他还进
行了互联网下海、互联网下乡的应
用探索。这些探索，为国家“一带
一路”倡议的推进做了信息化准备。

他组织拍摄过电视剧 《天字号
风云录》，如今还在筹备拍摄电影

《空袭》。他说，1942年 4月 18日美
军空袭东京是太平洋战争和整个二
战一个很重要的战略转折点。日本
认为轰炸机来自中途岛，对中途岛
的进攻惨败，导致日本无法与纳粹
德国合围苏联。中国人民因营救美
国飞行员付出巨大代价。日本人为
报复发动了浙赣战役，有记录的遇
难同胞为25万，军人5万。

转战多个领域，为什么余建国
做什么成什么？

翻过头来看他的文章，就觉出
了里面的滋味。努力+哲学思考，
平实地一点点感受生活、感想工
作、感悟生命。他在上班路上构
思、立题、选角度，周末记录下
来，这“记录”也坚持了几十年。
不间断地思考、反省，用哲学思辨
的眼光来看待工作中的新情况、新
问题，揭示事物背后必然性的东
西，获得顿悟，比如他总结了企业
经营中时间和空间、小胜与大胜、
速度与时间、内容与形式、静与
动、隐与显、点与面、上与下、虚
与实、内与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
本书，是他将自己秉初心而远行的
人生足迹，毫无保留地分享给读者。

国家出版基金

树立文化和精神标杆
□ 陈 香

国家出版基金办样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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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主
任陈亚明

20年前，我被派往江苏南京江
北一带随车揽收支局交寄的邮件。
那时，我对浦口的印象仅限于从驾
驶室对车窗外的瞻望，从未深入触
及。上周，偶在南京图书馆发现李
敬宇的 《老浦口》，眼睛一亮，便
欣然借来。

其实，浦口不过一个地名，加
了个“老”字便多了一份厚重。如
今知晓老浦口的人已不多了，作为
曾经纵横南北铁路大动脉的终点或
起点，朱自清散文 《背影》 的原发
地，这里有着很多的过往。《老浦
口》，乍听书名便知记述的是老浦
口的地域风情，其中还交织着作者

的亲历，洋洋12万言，让我了解了
浦口曾经历过的繁华与沧桑。

其实，老浦口不过弹丸之地，
但因作者生在这里，这里是他人生
的起点，有许多抺不去的记忆，作
者对这儿的情感已然超过了他的籍
贯所在地。

该书从浦铁一村落笔，异省的
民众为了津浦铁路建设的需要曾汇
集于此，不同的风俗习惯在小区上
演着迥异的百态，不乏嬉笑怒骂，
然而他们都是朴实的。作者在此经
历“文革”，见证了改革以及跨江
战略的区县合并，他将叙述范围扩
至津浦路、浦新路、以及老东门一
带，景致涵盖铁道沿线，农田、天
桥、寺庙和公园等广泛区域。

作者始终以“我”穿插其间，
突出所述之事为我亲历而非道听途
说。此外，他还深入档案室，查阅
资料，挖掘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
加重了该书的厚度。使用第一人
称，不免让人觉得这是一本传记，
可翔实的史料又像是浦口区志，对
此我也疑惑。然而作家赵本夫给出
了合理的结论：“ 《老浦口》 就是
一部尊重散文的杰作。”

我向来读书不论文体，只要获
益就可。该书确实让我收益匪浅，
从中了解颇多不被人知的往事。

如我热爱旅游，相较于自然风
景，我更注重各地的名胜。我走过
不少地方，却没听说江北还有古
迹，原来洪武年间，朱元璋曾派丁
成在浦口一带建筑城墙，作为明都
南京的辅城。毋庸置疑，书中的插
图应证了这座遗迹。除此还有典
故，如 《老残游记》 作者刘鹗曾顶
着清政府严禁炒地的禁令，在老浦

口站附近囤地，结果被人告发，充
军新疆，不久因事郁积而终。近代
趣闻诸如斯诺在 《西行漫记》 里所
写的：1919年春，毛泽东送湖南留
法学生去上海，在浦口老站曾丢失
过一双布鞋。这些都为老浦口留下
一段佳话。

其实，浦口的历史并不长，为
何要加个“老”字？随着长江大桥
的建成通行，老浦口站已然完成了
它的历史使命，繁华散尽，新浦口
却在壮大，它“吞并”了江浦县，
成为大浦口区，可以说是地域扩容
了。书中提到的兴浦、浦镇和南门
等地都有邮政网点，我也去过，只
是未曾深入地走走。读罢 《老浦
口》，遂有故地重游的意念，我
想，我会适机选择轮埠过江，听听
老码头渡轮的汽笛，看看大马路散
落的民国建筑，以及老浦口站那英
伦风格的候车室……其实，每人都
有自己的家乡，都爱其家乡。作者
把他的乡情根植于文字，读来使人
情为所牵，让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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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北京过大年的人多了一个
选择，那就是去国家图书馆，抄写

《永乐大典》。是不是很高大上？
2月8日至3月2日，北区一层稽

古厅，国图摆好纸墨，从 《永乐大
典》中选出寓意吉祥的书叶，如表达
新年祝福的“兴”“馨”，关注弱势群
体，听取民意的“庸”，情人节专属的

“相思铺”，专供读书人的“读书处”等
书叶，制成抄书纸，邀请读者誊写临
摹，让人在笔墨文字间逸兴遄飞。

《永乐大典》 是明成祖诏谕编纂
的大型类书，全书11095册，保存先
秦到明初各种典籍资料七八千种，堪
称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然而历
经岁月风霜，现今存世的只有400册
左右，珍贵异常。

春节期间，在国图，你能看年俗
文化展，和书法家一同写春联，2月

9日晚听迎春公益音乐会，大年初一
上午接受馆长韩永进的新春问候，还
可以猜灯谜，参加趣味知识问答。

其实，在通往国图的地铁4号线
上，你就已进入了国图的新春书香氛
围。国图联合京港地铁推出“狗年·
故事”，用灯箱海报、专列视频等多
种形式，讲述生肖故事，过年习俗，
推荐相关电子书免费阅读。

如果不能亲身到国图，那么你可
以参加线上的摄影征集、电子有声贺
卡互动传递、在线闯关答题，看戏曲
文化主题展……

国图还通过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
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图书馆等机构，为
全球华人送出新春大礼包——两场楹
联年俗文化展览、5种楹联文化古籍
电子版、50副精选楹联、100讲“国
图公开课”数字资源。 （张 鹏）

1月30日，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数字影音
互动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
室”在京揭牌。

在当今网络社会活动
中，先进的数字音频处理
技术在融媒体内容生产、
分发、终端体验的全产业
链中显得越发重要。而

“读书”向“听书”演变
的潮流，也使得出版与影
音结下了不解之缘。

经一年多筹备，实验
室已拥有头相关变换函数
技术、自有网络音频传输
协议系统、声场再造技术
等7项自主知识产权核心
底层技术专利，在互动影

音技术领域达到国内乃至国际领先
地位。学习出版社作为应用示范单
位，在融媒体出版物中已使用实验
室新技术。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
裁潘凯雄在发言中表示，数字化战
略是集团“六大战略”之一，也是
2018 年 全 新 定 位 发 展 目 标 “ 三
型”集团中“融合发展型”的应有
之意。集团希望以实验室为依托，
在数字出版转型升级方面进行深度
探索。 （董 超）

春节哪里过 国图抄“永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依托中国社
会科学院专业资源，不但努力实施精
品化、国际化、数字化发展战略，而
且开始关注大众出版，确立“出版高
端学术普及读物”定位。策划组织

“金刚石丛书”（政治经济学经典）、
“新知”系列 （智识与思想前沿） 和
“人文”系列 （全球化与文化） 三个
主题丛书。

2017 年立项近 40 种，出版了一
批具有市场影响力、社会评价较好的
图书，如 《20 世纪中国戏剧史》 入

选“青阅读”年度好书榜；《发展新
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究》入
选新浪财经“十大金融图书”；《市场
的合作与秩序》 入选“新京报·腾讯
年度好书榜单”经济类十大好书；

《经济思想简史》 入选“北大光华”
年度推荐书目，与《商业奇才》《宪则
经济学》一起入选“百道好书榜”。《庞
贝三日》《埃及考古十三讲》《中国何
以稳定》《中华文化简明读本》 等出
现在西单图书大厦、当当、京东等各
类销售榜单。 （睿 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向大众阅读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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