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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任何一个文化体，都没
有像中华文化这样，具有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出版资源。在日本、韩
国、泰国、印尼、马来西亚以及蒙
古国等亚洲周边国家，中国四大文
学名著新译本不断推出，长销不
断。根据世界图书馆联机书目数据
显示，越南在 2009—2013 年的 5 年
间，自发翻译出版的中国文学图书
多达 800 多种，差不多每 3 天一种，
其中70%是中国网络文学作品。

但相对于中华文化的海量资
源，相比国际上大的出版机构，中
国出版界仍有必要在如下三个方面
加快步伐，提升自己的国际化能力：

第一是跨地域、跨国别的市场
拓展能力。跨地域、跨国别的出版
市场，意味着中国出版机构不再以
中国大陆为单一市场，而要面对世
界不同国家、地区的读者需要，在
出版对象国有针对性开展出版活
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出版企业，
无不以全球市场为起点，有的甚至
绝大部分收入来源于国际市场，而
非单一国内市场。

对于中国出版企业而言，跨地
域、跨国别的市场有三层含义，一
是汉字文化圈，即大陆、香港、澳
门、台湾等地区的中国同胞，以及
目前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裔
人群，是汉语图书、期刊、数字化
等文化产品的天然市场；第二个市
场就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中华文化圈
或者“儒家文化圈”内，因为历史
传统、文化习惯和思想价值的一致
性，存在着一个一个天然的国际市
场；第三个层面的文化市场，是面
向欧美国家输出语种、版权的市
场。一个国家出版的文化产品是否
能够占有跨地域、跨国别的市场，
在多大程度上占有，是这个国家是
否为出版大国的核心指标。

过去10年，中国出版企业以产
业化的方式，开始拓展对象国市场
的尝试，一大批出版企业在域外设
立分支机构，如中国青年出版社在
英国建立伦敦分社，北京语言大学
出版社建立北美分社，接力出版社
在埃及建立分社，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在以色列建立分社等。

第二是提升跨文化、跨语种的
出版能力，即能够出版被不同国
家、民族以及不同文化区的人们所
乐意接受和喜爱的文化产品。这是
中国出版界亟须弥补的一个短板。
当今世界出版排名靠前的跨国出版
企业无一不具有这种能力。美国哈
伯·柯林斯出版集团，虽总部位于纽
约，但在世界 18 个国家拥有 120 多
个独立的出版社。2014 年 7 月，哈
伯·柯林斯耗资455万加币购买了加
拿大的禾林出版公司，在原有基础
上又新增加了13个国际市场，并新
获得了 17 种新语言的翻译出版权，
同时还在德国、伊比利亚等国家和
地区继续设立办事处。经过 200 多
年的发展，哈伯·柯林斯如今每年能
以20多种语言出版近万种新书，并
拥有世界最大的英语、德语、西班
牙语的语料数据库。法国的一些老
牌出版企业，差不多是伴随着法国
在100年甚至200年前的殖民扩张发

展壮大起来的，在历史上曾经塑造
并维护了其殖民宗主国文化的中心
地位，时至21世纪又演变成为国际
文化市场竞争的一种重要手段。

第三是汇聚世界化、多元化的
出版人才，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出版
企业不仅仅以中国员工为主，还要
大量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以及来自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编辑、出版和发行
人才。

当今世界的跨国出版集团，无
一不在全世界各地拥有分支机构，
员工可能来自十几个国家，文化以
及宗教信仰可以千差万别。2013
年，企鹅与兰登这两家世界性出版
公司的合并手续，就经过了美国、
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和加拿
大、南非和中国等 7 个国家监管部
门的批准。目前旗下拥有分布在五
大洲的独立出版公司 250 家，拥有
上万名员工，每年出版 1.5 万种图
书，每年发行的图书、音像和电子
书的数量是8亿多册 （份），是当今
世界真正意义上的出版帝国，在出
版人才的世界化、多元化方面，为
中国出版企业树立了一个未来长期
努力的目标和典范。

人才是图书出版等文化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中国出版不仅要在传
统出版的策划、编辑、印刷、发行
等层面，具有吸纳世界一流人才的
能力，还包括要拥有数字出版、网
路出版、移动终端和社交媒体等领
域的创新人才队伍。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执行
主任）

春节前后，《舌尖上的中国》第
三季豆瓣评分从 8.0 分掉到 4.7 分，
只用了7天。除技术层面及呈现效果
外，这种断崖式掉落还有一个更深
层次的原因：渠道窄化。“舌尖 3”
所有评论，不是来自微信朋友圈，
就是来自网易新闻、今日头条这种
客户端，在这么窄化的渠道传播
中，非常容易形成大众的意识共识。

渠道窄化带来窒息困境

如今，大众传播集中于手机，
特别是社交媒体、新闻客户端上，
人们对传统媒体包括报纸、电台、
电视台甚至PC端的网站以及户外广
告的注意时间，都受到了挤压。传
播集中于少数平台。看视频用腾讯
视频、爱奇艺、Bilibili，看新闻用网
易或今日头条。还有一个最大的平
台就是微信，我认为它整合了传统
浏览器的功能。而平台传播又集中
于极少数内容。张召忠教授在蜻蜓
FM上开了一个免费更新的脱口秀专
栏，我每期必听。一年后，张教授
准时更新，但我再想找这个内容非
常费力。为什么？作为媒体端，他
们把流量吸引过来之后，就会推他
自己能挣钱的内容。于是，传播渠
道变得越来越窄。

渠道窄化造成传统媒体失灵，
手机传播实际转化也没有想象中那
么好。

作为本地的书店，一定是扎根
某一个区块土地上的，消费群体有
一个2到3公里的距离半径。即便在
这个半径内，我们仍然要面对地域
稀释的困境。因为大众的注意力大
多在全世界五花八门的新鲜事上，
极少属于本地，对于我们身边几公
里内的新闻关注更少。只有娱乐新
闻，无论发生在什么地方，都能把
远方顾客的眼球给抓过来。这种情
况造成了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河南
的消费者对书店的关注，更多地会
落在方所、诚品等外地书店，这是
一种共通的心理。实体店发现，自
己在本地受众的眼里变得隐形，大
众视而不见，或者可能对那个店有
印象，但不会搜索和关注实体店的
信息和活动。

地面织网和空中架桥

突破窒息的战略升级是地面织
网、空中架桥。

地面织网就是配置资源，第一
圈层是企业的合作伙伴 （通常是本

地机构和个人）。和书业能够结合的
业态形式非常多，如演出、电影
院、剧场、图书馆、学校，想象空
间很大。以往和我们合作的业态甚
至有汽车 4S 店、房地产等，我们共
同开发一些品牌文化活动，共同拓
展市场。第二个圈层是把自家连锁
店作为销售和传播的点。我有一个
理论叫实体书店媒体属性理论，就
是把实体书店作为媒体去开展营
销，地面店相当于一个动态广告
牌。第三个圈层是城市间的连接，
这是书店业考虑较少的问题。

我们团队做营销是分级管理，
按投入资源的级别与多少通常将活
动分为 A/B/C 三个等级，A 级上还
有一个S级。对A级以上的活动都会
跨地域宣传。选择周边的 4-5 个有
消费力，且高铁或动车一小时之内
能到达的城市开展宣传，如洛阳、
开封、新乡，甚至安阳。

空中架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一座桥架往全国出版机构，比如我
在开卷直播，无形中会出现合作的

契机；第二座桥架往广大文化机
构。去年春节，我们跟 《熊出没》
片方谈判，他们授权我们在郑州地
区独家使用电影中的 IP 形象；第三
座桥架往政府有关部门。现在国家
对于推广全民阅读非常重视，很多
省市推出了扶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政
策，书店不管是民营还是国有，都
要积极地互动和参与。

抽一支“上上签”

去年 5 月，我们做了王立群签售
会，1000多人排队，销售2000余册。

结合新书，出版社和书店联手

做一体化营销和前置营销。这个案
子从前期筹备、中间预热、执行到
后期热度保持，一共有 6个月时间。
我们跟大象出版社编辑面对面沟
通，惊喜地发现王立群的图书非常
成体系，而且品种很多，意味着读
者可以购买和选择的机会很多，然

后进行了沟通、选题策划。
我们一般会提前3到4周的时间

进行预热，包括省市两级的数十家
媒体、郑州及周边地区的数十所高
校、数十个社区、数百个加油站总
动员，共同传播信息，提高转化。
在 2017 年的时间节点上，虽然王立
群刚刚参与过诗词大会，但熟悉他
的更多是当年央视百家讲坛时期的
粉丝，所以年轻人参加活动以及实
现购买转化会很差。

怎么实现年轻到中年的广泛人
群的有效宣传和转化呢？ 我们决定
不只做一场签售会，而且要做成一
场传统文化的嘉年华，让每一位到

现场的读者都切身感受到传统文学
以及诗词的美。

我们定制了一套实体竹签，签
文是饱含吉祥的诗文。现场购买两
本图书以上，两名身着优美汉服的
志愿者，请读者从签筒抽出一枚
签。读者把签文的第一个字发送到
郑州新华书店的公众号平台，就会
在手机上收到一条微信解签的信
息，这个惊喜又紧紧扣住传统文化
和中国诗词。很多读者跟仙女姐姐
拍一张漂亮的合影，把合影和签文
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哦！我抽到
了！今年我有桃花之喜。”

上 上 签 环 节 是 我 们 第 一 次 尝
试，一共定制了大概 500 多枚上上
签，现场活动还没进行到一半全部
被抽完了。直播过程中，王立群亲
手抽了一枚竹签，签文“行到水穷
处，坐看云起时”。我们请他现场解
说这个签文的含义、作者是谁，无
形中增加了读者对这场文化活动体
验的深度。

今年6月，我们做了电视主持人
朱迅的见面会和签书会，现场 1000
多人排队，签售 1400 余册，超过 5
万观众在线看直播。

如果书店里存在特别擅长运用
媒体语言、能跟公众沟通的人才，
完全可以做社群营销，也可以与现
成的社群新媒体合作，增加书店的
黏性。在实操过程中，我们强调的
是功能，把这个社群做出服务功
能，能为客户解决实际问题。让用
户在很多关键的时间节点参与进
来，当用户而不是当观众。

整个书业市场的繁荣，不仅取
决于某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漂亮的
书店或有多少活动、多大书店面
积，而在于全体实体书店人、出版
人尽心尽力地动脑子想方法。

台湾张大春之名颇响，读罢笔
记体小说《春灯公子》，觉得他无愧
为当代文坛的奇才。本书以“春灯
宴”统贯与会各人所述的 19 个故
事，人物群体宽广，从市井豪侠，
到文人墨客，再到村野神怪，无不
充斥着拍案惊奇。每一个故事都配
上了张大春亲笔写的一则题品，如
讲官场的“练达”，讲江湖的“义
盗”，讲果报的“勇力”等。

如只述内容或要旨，怕吊不起
兴味。如“方观承·儒行品”中，讲
卖卜寒士方先生屡受贵人相助，终
于平步青云，官居一品，而贵人们
之所以相助，是因预见了他日后必
将 飞 黄 腾 达 。“ 史 茗 楣·奇 报 品 ”
中，史家儿媳身怀女婴，但为求男
胎，不惜以损孙儿二指为代价也要
求得“女转男”，无非是讽刺重男轻
女的恶俗观念。

故事似乎平平，然而，张大春
凭说书的口吻来讲述，语言介于文
白之间，彷如带了一股似幻亦真的
魔力，不紧不徐，却让人心潮起
伏。相较于寻常的表达方式，虽是
同样的故事，倒也别有一番风味。

说书艺术到高绝处，于刻板平
淡中显暗涌凶腾，就算没什么曲折
大事，也能在声情并茂中，编织悬
念，演绎宿命，行云流水般展开惊
心动魄。可惜的是，说书文学正悄
悄地湮没于如火如荼的影视娱乐中。

“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
赋诗。”张大春如此自介，他一生钻
研古典文学，养就了渊博的知识，
为创作奠定了基台。但是他并不墨
守成规，笔触独树一帜，兼备现代
技巧，至于掌故轶事也信手拈来，
如“达六合·艺能品”中，剖析拳术
原理，再述江南八侠的事迹，灵活
生动，隐含古龙遗风。

“荆道士·憨福品”中，酸儒荆
茅之妻利用咸鱼渗水的迹象，让丈
夫揭求雨的皇榜，最终成为国师。
后被海瑞弹劾，设计猜宝匣内之
物，这时一个曾受荆茅恩惠的小太
监为报恩而告知匣中之物。躲过一
劫后，妻子赶紧让他携带财宝，称
病归隐。这与 《西游记》 中的“车
迟国斗法”很相近，结局却大不相
同。荆茅虽然庸碌、懦弱，但并不
存害人之心，偶尔还行积德事，也
终得以善果。所谓傻人傻福，没什
么哲理可阐释的，或许这才是最真
实的世相人生吧。

新文化运动提倡学习西方小说
的技巧，其实，我们的传统文学也
是一座优质矿源，诚如张大春在自
序中所说：“原始朴素的故事里有一
切关于文学起源的奥秘。”小说可以
通俗化，但一定要好看，否则，恁
是多高雅，要掐着大腿才能勉强读
进去，那只能算自娱自乐了。张大
春取材转向民间故事和稗官野史，

是在大历史的旮旯角落里捕捉一个
个小传奇。

说到传统小说，不得不提两
点，一为通俗性，一为导向性。作
者总会在字里行间传递自身的价值
观。“韩铁棍·勇力品”中，借道士
之口，告诫我辈：“有了钱，万万不
可纳官，纳官只会耗钱——果真因
纳而得官，就要缺德了。”只要肯辛
勤劳动，到处都有生存之道，何苦
一定要入仕？序中春灯宴摆到第 20
年时，那个卖果子小贩的发问也如
霹雳一般：“世上风流都叫他春灯公
子品论遍了，但不知公子自个儿又
算得哪一品呢？”同样暗藏人生哲
理，无须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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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书店生存不易，我们一般都笼统地归咎于互联网冲击、电商折扣卖书、房租上涨等。郑州
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经理路毅提出两个更新鲜、更细致的概念——渠道窄化和地域稀
释，而且用实际行动给出了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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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书店应地面织网空中架桥
□ 路 毅

实体书店应地面织网空中架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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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迅在签名

“既要名扬天下，更要顾客盈门。”郑州新华书店打造的桐柏路
店开业盛景

回归本源的《春灯公子》
□ 阿迟邦崖

张大春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近日，亚马逊中国发布 2018 年
年中图书排行榜单。令人惊讶的
是，年初出版的瑞·达利欧的 《原
则》 一书成为上半年最受读者热捧
的图书之一，同时夺得 2018年中纸
质书畅销榜、纸质书新书榜和kindle
付费电子书新书榜三料冠军。这是
近 5 年来经济管理类图书首次夺得
亚马逊中国年中纸质书畅销榜冠
军。紧随《原则》之后，《高难度沟
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 位居
纸质书畅销榜、纸质书新书榜亚军
以及 kindle 付费电子书新书榜第五
名；位列纸质书畅销榜前 20的经管
类图书还有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见识》《非暴力沟通》 等；位列
kindle 付费电子书畅销榜前 20 的经
管类图书包括 《精进：如何成为一
个厉害的人》《富爸爸穷爸爸》等。

在知识经济风行的当下，这种
现象从侧面反映出读者通过深度阅
读增加知识储备、提升自我的管理
能力和职业技
能 的 愿 望 。

《月亮与六便
士》位居kin-
dle 付 费 电 子
书畅销榜以及
KU 电子书包
月服务借阅榜
冠军，《百年
孤 独》 kindle
电子版今年 5
月 30 日 推 出
后，不但在首

发当日登上 kindle 付费电子书销售
冠军，在年中 kindle 付费电子新书
榜位居第12名。 （闻 真）

美国史学家杜赞奇曾说，中国
的现代国家进程，只有放在东亚区
域中，与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同一进
程一起观察，才可以更好地理解。
最近出版的宋念申的 《发现东亚》，
大致沿着这样一个线索展开。

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中国”和
“东亚”概念，其实都是晚近的产物。
前者在清代才逐渐定型，后者只是
在近 130 年以来才为人熟知。16 到
19 世纪的“中”“日”“朝/韩”以及“东
亚”的概念，和今天并不一致，它们
是在区域内部交往以及区域与外部
互动中逐渐形成的，在不同时代有

不同的内涵。作者回到历史脉络
中，重新审视400年来重大历史事件
以及东亚各国变迁、动荡、碰撞、
发展、互相塑造的历史，并结合东
亚社会在现代史上的整体际遇，如
日本一面抵制欧美国家的殖民扩
张，一面却以“共荣”为名，大肆
在中国、朝鲜半岛和东南亚扩张自
己的帝国、殖民和资本，对各国相
互矛盾的历史记忆和情感给出解
释。他认为，朝鲜半岛 70 多年来的
南北对抗、中日朝韩之间错综复杂
的爱恨情仇，其实都是东亚近代化
道路上散落的“遗产”。 （刘小暖）新星出版社出版

宋念申著

回到历史看东亚回到历史看东亚

经管类图书蹿上畅销书榜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