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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大众图书，学术图书属
于小众书。以学术专著为主的读者
群狭窄，出版社靠市场销售不足以
维持收益。但关系到学术研究成果
的交流、社会科技水平的进步，学
术图书出版又是必不可少的。

转企改制让出版社走向市场。
为了鼓励学术出版并提高其质量，
国家及各级机构在学术图书出版方
面给予了积极支持，通过不同形式
对学术著作补贴出版。与十几年前
相比，今天带有“补贴”性质的学
术图书越来越多。这补贴既包括重
大文化工程、大型学术出版工程、
国家出版基金等财政支持、部委项
目等，也包括课题组以及作者个人
对出版费用的补贴。

有了补贴，学术图书出版的市
场风险几乎全部消失，但也带来一
些问题。有的出版单位对于带补贴
的学术图书来者不拒，导致部分学
术图书出版后被读者认为内容质量

“粗糙”、学术水平不高、缺乏前沿
和原创的内容，进而影响了声誉。
而有的出版单位则是“有所为有所
不为”，不仅保持出版特色，还不失
学术出版水准，与学界的关系进一
步密切。

怎样才能处理好“补贴”“读
者”“出版社”三者之间的关系？中
华书局的做法值得借鉴——补贴出
版重质不重量，重在与自身品牌、
主业的契合。换言之，就是补贴虽
好但不能来者不拒，必须与中华书
局自身品牌、主业契合。中华书局

的这种理智态度，使其产品结构丰
盈而全面，从而赢得了学界的尊
重，也赢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双丰收。

众所周知，中华书局是古籍整
理与学术出版的老字号。对学者而
言，能在中华书局出书无疑是对其
著作学术水平的高度认可。中华书
局如果将每年众多带有补贴的学术
选题出版请求全部付诸实施，来钱
远比一本本地做书、卖书快得多。

然而早在 10 多年前，中华书局
就进行了一次“壮士断腕”。2003
年，和其他出版社一样，中华书局
每年出版的补贴图书有上百本之
多。但因为补贴类书大多是找上门

来的，缺乏完善的选择机制，质量
良莠不齐，而且选题分散，东一榔
头西一棒子，造成出版资源浪费、
编辑功力荒废、品牌特色丧失等诸
多问题。

一番思考后，中华书局决定实
施“回归主业，重塑品牌”的战
略，对补贴书不再“来者不拒”，而
是立即对所有立项补贴类书进行集
中清理，清退了一般补贴类书100余
种，遴选出有较高专业水准的图书
组成丛刊，与大家名家著作相区
分，形成层次。“有的书已经签订合
同甚至已经排版，但因为明显超出
我们的主业范围，我们还是决定撤
项，终止合同，赔付违约金，这一
度让一些作者很不高兴。”中华书局

总经理徐俊回忆说。
由此，中华书局确立了完整有

序的图书出版体系——
一，出版重心放在当代重点学

术研究成果上。每年中华书局承担
大量“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
库”“国家社科基金后期成果文库”
的出版，经过学术筛选程序，入选
图书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越来越
大。此外，书局还与全国高校特色
骨干学科合作，推出了一批学科专
业、研究精深的最新研究成果，如

“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丛刊”、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专刊”、南京
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主持的“域外
汉籍研究丛书”等。

二，对于文史哲领域具有重大
传承价值的大家、名家著作，中华
书局强调体系、套系建设，因此形
成学术出版与古籍整理相互照应的
局面。书局出版了黄侃、孟森、朱
希祖、顾颉刚、容庚、唐长孺、王
仲荦、王叔岷、陈梦家、王力、启
功、王钟翰、何兹全、黄永年、陈
鼓应等一大批杰出学者的全集、文
集和著作集，又开始新版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朱光潜全集》《梁漱
溟全集》等厚重学术著作。

有必要提及的是，对于大家、
名家的学术著作，中华书局不但要
付出巨额的著作权使用费，有的还
要支付整理费，很多项目甚至是由
中华书局编辑部主持或者深度参与

整理编撰，历时十数年才能完成，
就像徐俊所说“这类书没有补贴我
们也要做”。

中华书局有一套严格按照国际
学术通例审查入选的学术丛书“中
华国学文库”，其中阎步克《服周之
冕》、辛德勇 《建元与改元》、包伟
民 《宋代城市研究》 等都一再重
印，葛兆光 《宅兹中国》 已经第 11
次印刷。这些图书是各学科具有前
沿水平的学术著作，内容质量决定
了市场的长久生命力。

三，关注那些“十年磨一剑”
的学术成果，并尽量将专题研究的
优秀原创书纳入到学术系列图书中
去。近几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李零

《兵以诈立》、葛兆光 《想象异域》、
孙机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等，均
因其独特的内容优势，表现出可观
的市场潜力。进行注重策划学术系
列图书。而著名学者“学人日记”
系列、“年谱长编”系列、“编年事
辑”系列，还有海外学者著作系列
等，都产生了很好的学术反响和市
场效益。

这种有重心、有层级、重质量
的出版理念，使得中华书局能够社
会效益、经济效益兼顾。

在中华书局的学术图书产品结
构中，一般补贴类书的占比非常
小，就是因为中华书局强调“首先
是书稿质量，其次是必须符合其主
业方向，有助于中华书局形成以古
籍整理与学术出版为核心的产品结
构”。所以补贴类图书被理性对待，
以是否符合这三个层级标准来衡量。

满足学术著作包括一般补贴类
书的出版需求，是出版服务于学术
的一个主要途径，也是学术出版单
位联系学者最直接的渠道。补贴类
图书是作者自发选题研究的成果，
其中未必没有金子。在徐俊看来，
补贴类图书不能满足于“出”，出版
者首先要思考我们能为这部著作做
什么？要尽其所长，增加编辑含
量，提高书稿质量，打造学术精品。

“补贴出版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
方式，不是学术出版的主体。即便
在补贴书中，学术出版的空间依然
很大。”徐俊的话，体现了业界所说
的出版家视野。

新闻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
誉一级教授方汉奇主编的 《中国新
闻事业编年史》（第二版） 近日由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
中、下三卷，共计340万字。《编年
史》 第二版以时间为经，事件为
纬，搭建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地
图。

编年史是记录历史的常用文体
之一，时间结构是其最基本的特
点 。 以 事 件/人 物 系 日 ， 以 日 系
月，以月系年，通过时间的持续性
和延展性还原历史场景，让纷繁芜
杂的历史事件呈现出一目了然、井
然有序的真实面貌。

上世纪90年代末《编年史》第
一版出版之际，互联网在中国正悄
然兴起。时至今日，互联网已经历
了三次浪潮的发展 （门户网站、社
交网络、移动互联网），我国的新
闻业也不再停留在电子报刊的时
代，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的发
展进一步改变着新闻生产与消费的
方式。第二版在第一版的基础上，
增加了 1998 年到 2016 年间我国新
闻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事项，为这本
堪称经典的工具书输入了新鲜血
液。

《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第二
版） 记录了从公元 713年到 2016年
总共1304年间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脉络，涵盖了各个方面。如此长的
时间跨度，使不同时期新闻事业的
发展不再是一个个孤立事件，而是
具有了历史连贯性和流畅性，通过

时间意义的注入为读者提供了极其
丰富的能够揭示、勾连、审视新闻
事业发展规律的史料盛宴。正如法
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袖布罗代尔的

“长时段理论”所言，如果人们想
要以新的眼光观察世界，就必须与
历史的长期缓慢发展联系起来。

仅有时间结构的完整还不足以
使一部编年史成为经典。唐代史学
家刘知幾曾这样评价编年体史书：

“夫 《春秋》 者，系日月而为次，
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
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
编年史不仅要有时间的宽度，更需
要具备细节的深度。

《编年史》 第二版，从报纸、
杂志、通讯社、广播、电视、电子
报刊到网络、移动客户端，从新闻
业务、新闻法规、新闻政策、新闻
人物、新闻教育到新闻传播技术，
从编辑、采访、出版、印刷、发行
等一般新闻业务活动到新闻传播学
研究，以客观呈现为基本原则，记
录了新闻事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
点，每条事实的记录都言简意赅，
不枝不蔓。

与史料研究的其他方式相比，
编年史最大的特点就是客观，不会
凭作者的喜好判断、评价分析来对
事实进行简单的筛选，相反，只会
为读者呈现客观的事实空间。随手
翻开该书的每一页，每一条事件的
记录都是以事实的陈述为主，而作
者的评价、分析、价值判断都被排
除在外。

当然，史实呈现再客观，也是
按照一定的价值来排列的，对史实
的筛选、淘汰、彰显、遮蔽，这些
都受到作者的价值判断的影响。要
做到最佳的选择，就需要史学家能
够具备一双慧眼，能够将繁杂的史
实中那些有意义、有价值的内容挑
选、鉴别、钩稽和昭示出来

本书的主编方汉奇已有92岁高
龄，2017年底，他将刚刚获得的第
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
奖奖金全部捐赠，成立了方汉奇基
金，以支持新闻史教学和研究工
作。《编年史》（第二版） 不是一部
封闭的、固化的“死”的史实的记
载，编者通过细节的意义、时间的
价值、原则的秉持为该书注入了活
跃、开放、创新的生命力。

读 《人民至上》 之前，我对闽
西龙岩市反腐斗争的严峻性没有认
识，只是对十八大后被查处的连城
县塌方式腐败案有印象。2015年查
处的连城县腐败案在福建可说是轰
动一时，甚至都传到在北京工作的
并非闽西人的我的耳朵里。

《人民至上》收录的案例，是十
八大前当地基层腐败状况的真实写
照。涉案人员既有基层党政领导干
部，也有专业技术人员、国有企业
管理人员；涉及的领域，有政法、
教育、金融、住建、国土资源、水
利、旅游、扶贫等工作系统；案件
的表现形式，有权钱交易、权色交
易，有利益交换，还有黑恶势力；
涉及的党员干部的层级，有县处
级、科局级，其中又以官不大、权
不小的科局级为主。这一真实写
照，从国家层面看反映出一些地方
的腐败微生态，从人民群众的角度
看却是生长在中共生命肌体上的一
颗颗毒瘤，已经严重危害到党的健
康和活力。

腐败分子并非都是无能之辈，
不论是贪腐还是接受组织对他们的
调查审查，往往用尽手段并且软硬
兼施地想逃避党纪国法的制裁。面
对审查，有自以为组织上掌握不了
证据而“死不认帐”的，有相互串
联订立“攻守同盟”的，还有以在
家模拟审查现场进行“沙盘演练”
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没有勇
气和智慧，是很难战胜反腐败战场
上狡猾、死硬的敌人。

2014 年下半年以来，龙岩市坚
决向腐败分子“亮剑”，主动作为、
重拳出击，有腐必反、见恶必拿，
使闽西广大群众对我们党中共反腐

败的决心从怀疑、观望到欢呼、支
持和参与，用信心展现了决心、赢
回了民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
是全党的共同任务，需要大气候，
也需要小气候。”腐败的产生和腐败
的消除，都有大、小气候相辅相成
的因素。连城县腐败案相对于十八
大之前的龙岩市而言只是一个小小
的气候，整个龙岩市也仍然只是全
国反腐败斗争中的一个小气候。而
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中共中央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
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
勇气，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既是在改造大气候，也
是在治理小气候。龙岩市反腐败斗
争的推进及成果，都是在这一具有
重大历史意义的背景之下展现的。

6月底，日本丽泽大学名誉教授
三潴正道监译的第 12 本 《必读！有
趣的中国》由日本侨报出版社出版发
行，以此庆祝 《人民日报》 创刊 70
周年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
年。该书的主题是“共享经济”“无
现金支付”和“内容产业的扩大”。
收录了“探秘中国好莱坞：横店实施
环境改造，城区景区浑然一体”、“
福建陆续换发二维码门牌”、 江西樟
树市的“一元公交到家门”等 40 篇
文章，全面反映1年来中国各方面的
发展变化。

从 2007 年开始，每年 40 余位日
本译者从《人民日报》的报道里，选
择40-60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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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被日
本主流媒体 《朝日新闻》《每日新
闻》和NHK广播电台等多次介绍。

三潴正道教授说：“ 《人民日
报》上的报道有助于汉语学习者与时
俱进地了解中国。我希望持有各种观
点的日本人都读一读这本书，培养客
观、科学的看法，对于长期观察日中
关系是不可缺少的。” （刘军国）

“夏铭心一向喜欢看报纸上的分
类广告，她一直觉得小小一格格广
告文字中有大量社会现象缩影。

经济不景气，大家便卖房子，
出让生意，征求职位。一日一富庶
起来，分类广告又是另外一番面
貌，到处有人聘请保姆、司机、补
习老师。还有，各种猫犬、奇花异
卉，统统在找买主。”

这是亦舒小说《故园》的开篇。
她的书，视角特别，文字简洁

利落，是我很喜欢的风格。这个开
篇，就能使我会心一笑。她的智
慧，足以让她从各种琐屑中见真
章。年轻的时候看她的书并不多，
一是没有书源，二因那时候的我无
法彻底融入她用文字建造的情境。
年轻的我，更在意故事而不是隐含
在叙述里面的生活本质。如今一本
本细细看来，才知道心境不同，体
悟也是大不同。有人说，亦舒的文
多箴言无情节，读时觉一切甚好，
读完若水过指缝，了无痕迹。此话
确实，但也因此现时看她的文觉愈

有味道。
一直以来，最念念不忘她的那

本《流金岁月》，到现今也不知看过
几遍。锁锁和南孙的情谊令我无限
迷醉，亦无比歆羡。亦舒小说跟其
它言情小说相比有很大不同，有着
强烈的女性意识，还有着很动人的
女人间的情谊，这些故事中，友谊
比爱情更重要更美丽。

今天看完《七姐妹》，只觉酣畅
无比，爱煞她笔下的沈尹白。尹
白，多么可爱的女子，乐观坚韧、
潇洒豁达，这真的是“石头里都种
出花来”！

这半个月来，基本上在看她的
书，一本接一本，也不管从前是否
看过。其实也不是每本都喜欢，《人
淡如菊》 勉强看一章就难以再续，

《朝 花 夕 拾》 开 篇 就 是 公 园 2035
年，一下令我兴致全失，实在对穿
越小说无感，即便出自亦舒也难例
外。记得旧时看卫斯理的科幻小说
很是津津有味，可现在也兴致欠
缺。那天看见2035年字样，真是又
郁闷又好笑，心说妹妹还非得像一
回哥哥？！

看完亦舒，还可以继续古龙金
庸，反正一直喜欢武侠里面的快意
恩仇。忽想起，亦舒重女子间的友
谊，而古龙故事更多男人间的情
义，这才是最打动我心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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