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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抖音、看直播、逛论坛、玩
游戏……随着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蓬
勃发展，和图书一起“抢夺”读者
时间的产品越来越多。诸多图书能
够提供的知识、信息、功能，被各
式各样的互联网产品替代、分解，
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习惯也悄然
生变。

近两年，虽然出版业依旧可以
借助“内容红利”增添底气，图书
出版市场的“艰难”仍有目共睹。
纸价上涨、成本提升、市场需求

“变频”，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多家
出版机构上调图书价格，涨幅在
20%-50%之间。在“精品出版”理
念成为出版人共识的同时，部分图
书细分市场“迭代”过程尤为明显。

在“迭代”过程中，我们蓦然
发现，某些选题类型已经被出版人
列入“濒临消失”的观察名单，其
中较长时间无新产品投入、消失指
数较高或已经逐步“消亡”的图书
细分品类包括：家常菜谱、挂历、
公路地图册、列车时刻表、时尚美
妆书、旅游指南、手工教程、办公
软件教程以及其他知识入门读物。
那么我们来追踪探究一下，这些被
列入观察名单的选题市场状况究竟
怎么样？正在或即将经历怎样的迭
代、转变？

单纯公路交通地图“退场”

过去进新华书店，最显眼的地
方常常摆放着地图。除了让人增进

知识、胸怀天下的《中国地图》《世
界地图》 外，更多的是区域性便利
出行的交通地图。网络导航对地图
出版的影响显然是广泛、直接的，
地图册等的出行查阅功能逐渐被手
机导航取代。中国地图出版集团中
图北斗文化传媒 （北京） 有限公司
已经不再开发曾经在地图细分市场
占有率较高的公路交通类地图。在
该公司副总经理刘文杰看来，地图
出版方向从地图出行服务逐步转向
为地图知识服务，是中图北斗公司
新的市场定位。他认为，地图不会
消亡，只是载体会发生变化。根据
市场需求状况，中图北斗公司今年
进行架构调整，将原先的中国地
图、世界地图、公路网等十几个部
门整合为7个业务部门。

技术创新是地图出版融合发展
的探索方向。据了解，中图北斗公
司将于 2018 年 8 月正式推出 AR 挂
图，将 AR 技术与挂图结合。用地
图来解读内容，辅助读者阅读，是
目前地图出版需求上升的品类，例
如《“一带一路”全景地图》《地图
上的中国史》。而市场乐观的地图与
文化、历史等结合的图书或带有地
图元素的童书，在策划时需要坚守
地图与文字相辅相成的原则，在保
证科学性的同时，去专业化，方便
读者理解。此外，地图助读类图书
在表现形式上也需要不断创新排版
形式和载体，注重阅读感。

地图挂图产品除政务、商务办
公需求之外，大众市场需求减弱。
在实用性基础上突出装饰功能，逐
步开发适合家庭使用的挂图，也是
今后地图出版的方向之一。

家常菜谱“消失”指数高

很多人家中，都还保存着几本
家常菜菜谱，供有志于提高家庭菜
肴供给质量的亲人钻研。可不管怎
样，和抖音上每天大批分享美食做

法的网友，动辄获得数十万上百万
点赞相比，能达到这样阅读量的菜
谱书却寥寥无几。从互联网上免费
学做菜，大概是最便捷的方法了。
近两年，各大出版机构的美食类图
书在新书品种数上都有不同程度的
减少。

中国纺织出版社的美食图书在
选题种类中曾占据较大比重，近年
品种数却大幅减少。数据显示，
2017 年，该社饮食类新书品种数
46 种，而 2018 年截至目前只申报
了4种。该社有18年美食类图书出
版经验的国帅介绍，纺织社近两年
美食类选题在方向上更加细分、小

众，饮食专业图书品种增加，大众
菜谱立项则为零。在她看来，家常
菜类菜谱会逐渐被取代，但菜谱类
图书并不会完全消失。

坚守生活类图书的选题策划与
发行的凤凰含章文化传媒公司总经
理于飞翔表示，人们生活方式发生
变化，家庭消费和饮食观念逐渐从
以前单一的家常饮食逐步转变成时
尚生活，这也是此类图书的转变方
向。 出版品牌“快读慢活”总编辑
周晓晗透露，食谱类图书在“快读
慢活”的选题会上比较难通过。如
果这类书以美食为媒介，传达生活
态度和生活方式，且有网络无法代
替的地方，如他们策划推出的 《你
不懂咖啡》《你不懂葡萄酒》《你不
懂面包》 等包含知识和文化内涵，
就比较畅销。

其实，一些名人介绍时尚、健
康美食的图书，和生活态度、生活
方式、审美趣味联系在一起，还是
很有卖点的。

美容美妆书断层

2008 年前后，是时尚美妆图书
的热潮时期。护肤美容、彩妆技
巧、服饰搭配、瑜伽健身……各细
分领域新品不断，且爆款时现。近

两年，曾出版较多此类图书的出版
社均鲜少再推新品。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曾是时尚
美妆书的出版“大户”，《PONY 四
季美妆物语》《我想要的化妆书》
等 “爆款”取得佳绩。不过该社编
辑刘洋表示，近两年，社里基本没
有新美妆书推出，选题方向已经随
着市场做了改变。中国纺织出版社
的时尚美妆图书选题数量也大幅减
少，近两年几乎没有新品，销量下
降明显。

青岛出版集团女性时尚部主任
王宁透露，时尚美妆类图书销量和
2011 年前后相比大幅下降，那时
kevin 的 一 本 美 妆 书 可 以 卖 30 万
册，如今卖几万就不错。瑜伽书因
同质化严重，单册图书销量下滑明
显。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时尚美
妆类选题方向会偏向于更加深层次
的研究，过于信息化、网络能搜集
到的选题逐渐被淘汰。

在时尚美妆品类中，美容美妆
书断层十分明显。当当图书畅销榜
的时尚美妆分榜单中，当年出版的
美容美妆书可谓凤毛麟角。排在前
20 位的，只有排第一的 《护肤全
书》为今年出版。

如何应对需求“变频”？

这些图书品类的“消失”，其直
接诱因是读者需求的“变频”，或需
求不再，或需求仍在但形式过时。
这些品类有的正在受互联网产品的
替代“威胁”，有的已经在出版机构
的产品架构被调整淘汰，也有部分
已经转向更为契合需求的类型。挂
历曾是家家必备的“风靡”产品，
然而，中国美术出版总社、杨柳青
画社等目前都基本不再出版挂历，
而挂历的转换形式——台历、日历
书与艺术元素结合后，市场乐观。
如今市场上的日历书多达上百种，
除装帧精美外，部分产品还有专门
APP联动。

这些受到冲击的品类正在经历
的“消失”，是图书市场迭代的必然
过程，也是出版资源优化配置的过

程。其他仍为市场所需的品类，想
要弱化网络冲击，在市场竞争中留
存下来，就必须在深度、专业性和
特色等方面下功夫，并探索其与网
络技术融合的可行路径。出版从业
者在遇到相关选题时既需要充分预
估投入产出、衡量其出版价值。

总体看来，单纯提供知识、信
息的图书品类很容易被网络所取
代，而包含文化、生活方式、生活
态度的内容，似乎更契合书籍的本
质，依然会有市场。需求变频，供
给也要随之改变。

作为《唐诗三百首》《宋词》《元
曲》 等中国古典诗词邮票系列的延
续，近日国家图书馆 （国家典籍博物
馆） 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联合主办了

《诗经》特种邮票发行首发式。
《诗经》 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

诗歌总集，是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瑰
宝。此次发行的《诗经》特种邮票一
套 6 枚，选取了 《周南·关雎》《秦
风·蒹葭》《秦风·无衣》《小雅·鹿
鸣》《小雅·鹤鸣》《鲁颂· 》等影响
广泛、知名度高的代表诗作。中国画
学会副会长高云在设计中采用套票版
张形式，版张边饰上印有6首诗的名
句佳句。同时，通过扫描邮票边饰二
维码或通过与天猫精灵智能音箱互
动，可欣赏 《诗经》 全文诵读音频，
音频源自人民日报出版社《诗经风物
图典》。

国家典籍博物馆设展“从 《诗
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
过的经典》 ”，串联起中国文学发展
的历程，呈现古代文学的恒久魅力。
本次发布还包括《从〈诗经〉到〈红
楼梦〉》多媒体邮册，由国图、中国

集邮总公司、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
室三方联合设计研发，借助天猫精灵
APP技术，可实现扫描邮册虚拟参观
展厅、聆听专业解说以及了解 《诗
经》特种邮票背景信息等功能。

（小 章）

作为中国南部边疆重要一环，
广西的历史、地缘结构、民族构成
等与其他边疆地区都不尽相同。《从
制度化到内地化：历代王朝治理广
西的时空过程研究》 一书的作者、
广西民族大学教授郑维宽，以“制
度化”和“内地化”作为切入点，
系统探讨了秦汉至明清 2000多年间
王朝制度在广西边疆民族地区调
适、融合的演变，既从广西边疆少
数民族区域的特殊性去解读历代王
朝治理广西边疆策略的特点和影响
因素，又从传统的“中央—地方”
关系剖析了中原王朝与广西民族传
统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如何恰当而有效地治理边疆，
不仅关系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社会的繁荣发展，更关系到整个政
权的长治久安和国家的安定。

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即在广
西设立南海、桂林、象郡三个直属
中央的行政机构——这既是封建大
一统王朝在岭南地区设立郡县的开
始，亦是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融合
的开始。因原有土著民族的社会组
织结构并未随之发生解构，王朝统
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及范围仅局
限于广西东部和中部，制度推行、
文化传播、军事镇戍、对土著民族
招抚等也只对点、线及附近地区

“有效”，在县以下基层地区和山区
仍是土著民族自治组织在发挥作用。

秦汉时，“内郡为县，三边为
道”。“因俗而治”，一是实行郡县、
土长并重的双轨制治理方式，“从而
使‘边疆’仅仅是一个地理或自然
的概念的过程”（王景泽《中国“边
疆内地化”问题研究》）；二是保持
边疆民族区域原来的制度、风俗习
惯以及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
与内地的交往中不断向先进的内地
经济形态和文化学习并最终趋同一
致的治理模式”（陈跃 《“因俗而
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汉代以
后，“因俗而治”成为中央政权治理

边疆民族政策的主流。不但“王朝
制度进一步向广西渗透，广西地方
社会的内地化进程也出现了新的积
极动向”（刘俊珂《历代王朝经略广
西地区述论立》）。

自宋以降的近 7 个世纪里，中
央政府不但更加重视军治和因地制
宜的“绥抚”政策，还以更加灵活
的态度处理边疆问题，中央政府治
边民族政策的制度化推进与广西土
著民族的“内地化”融合在本质上
是一致的，最终实现了王朝制度在
广西全境的普遍实施；广西也完成
了“内地化”的进程，成为中国边
疆地区国家认同的典范，是王朝制
度地方化与边疆民族社会“内地
化”的完美结合。

从历史发展看，不论是“自上
而下”的“因俗而治”还是“自下
而上”的边疆“内地化”，尽管它们
在不同时期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地
位不同，但基本上都是互为参用，
对中国古代边疆的发展起到了积极
作用。郑维宽的探讨不仅丰富了我
国边疆治理理论，还为我们制定边
疆政策提供了历史镜鉴。

作家张宗子说：“我读书最重闲
笔。小说有闲笔，细节迷人，才经
得起反复读。散文更少不了闲笔，
因为闲笔能看得出作者的素养和性
情。所以看人，不仅要看他的名
著，最好还要看看他的日记书信
——老早就打定主意给人看者例
外。”

从字面上理解，“闲笔”，即是
作家的“闲闲之笔”，非刻意为文，
而是兴之所至，率性为之。“闲笔”

“闲”而不“闲”，于闲情、闲意
中，见得作家的真性情、真趣味、
真思想。

中国古代作家，向以“载道”
而自任，那么，“载道”之外的文
章，即可看作作家的闲笔了，如书
信、日记、题跋、笔记笔谈等。

书信和日记，都具有高度的私
密性，最初作者写出的时候，大多
仅仅为了与朋友交往或者作为个人
的生活记录；发表，是后代、后人
整理的结果。故尔，这样的书信和
日记，就最真诚，最能窥得作者的
真性情。这样的“闲笔”文字，价
值也最高。

依张宗子的标准，似曾国藩、
李慈铭等人的日记，似 《秋水轩尺
牍》《雪鸿轩尺牍》等尺牍，阅读时
大可注意。因为有意“给人看”，所
以，难免有“藏掖”，于自己不利的
东西就少写，或者干脆不写；内中
表达的思想，似乎也以正统思想为

主，意在“载道”，只是不以正襟危
坐的姿态呈现罢了。

“闲笔”之中，古今人的“题
跋”文字，应该是很重要的一种。
因为题跋，多为“即兴即时”之
作，最是见得作者彼时、彼景下的
生命状态和情感状态，故尔最能彰
显作者的真性情，如古代的 《东坡
题跋》《山谷题跋》《快雨堂题跋》

《文待诏题跋》等；现、当代人的题
跋，更是多得不胜枚举。

再如，古人的一些笔记、笔
谈，一些“小品文”，特别是“明清
小品”，亦可视为“闲笔”文字。因
为这些文字，也大多是率性而作，
姿态横溢，意趣盎然。

今人写作中，有一种“断想”
式写法，表现在文字上，就是形成
一个个“断片”，内容博杂、篇幅短
小，语言典雅、意蕴丰厚，多感
悟、多哲理，且大多无标题示意。

如周国平的《风中的纸屑》、胡文辉
的 《反读书记》《拟管锥编》、张宗
子的 《梵高的咖啡馆》 等文字，俱
可视为“闲笔”文字，却具“闲而
不闲”的情味。

关于“闲笔”，鲁迅在《忽然想
到》一文中，有一段表述：“外国的
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
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
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
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
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
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
除尽了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
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
了。”

鲁迅先生的比喻甚好，闲笔如
“枝叶”，无枝叶映衬之花，虽然一
花独艳，但缺少了一份灵动的活
气 ， 少 了 一 份 饱 满 的 韵 致 。“ 闲
笔”，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可使其整
个创作枝叶横斜，摇曳生姿。

并非每一位作家都能写出“闲
笔”文字。

好的“闲笔”文字，需要作家
有丰厚的学养，厚实的文字功底，
触目所见、所思、所感，信手拈
出，文字即朵朵金花，灿然生辉，
趣味盎然。学养寡薄者，多雕琢，
要么华丽过甚，要么枯瘦无味，其
文字意蕴，自然尽失矣。

读“闲笔”，就是读情趣，读味
道，读学养，读一个人浑圆的人生。

闲笔亦自

有情味
□ 路来森

从制度化到内地化
□ 刘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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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读着曹文轩的作品变老
的”，在曹文轩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
作研讨会上，满头白发的金波第一句
话就把大家逗乐了。

这位著名儿童作家非常感性地描
述了曹文轩作品带给他的感受，“他
的作品跟别人不一样，必须夜深人静
时在家里读。吸引我的是细节和情
调，比如 《草房子》 里中药的味道，
无词的歌声。故事是架子，是用来摆
花的，让血脉流动的，细节才是血
肉。我们不缺故事，但情调比情节保
留的时间更长。曹文轩的书具有现实
主义的力量，促使你感受、思考，就
像暮色中把玩的一颗珠子，是暗色中
的光亮。”

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家李敬泽
则更明确地指出，曹文轩的创作是现
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他用强大
的美的说服力告诉我们，前面有亮
光，而且这亮光会越来越强大。

在市场潮流影响下，各种奇幻作
品渐渐占据儿童文学的主流，即便有
一些畅销作品可归为现实主义，但往
往徘徊在搞笑和娱乐。中国少年儿童
新闻出版总社社长孙柱说，曹文轩作
品在讲述中国故事的同时融入了担
当、美好和悲悯。中少社公布了曹文
轩在该社出版的全系列作品朗读版。

有作家从儿童的成长角度阐述曹
文轩作品的价值。儿童文学作家张之
路说：儿童文学，有意义和有意思不
可偏废。我曾问孩子们，为什么不愿
意长大？女孩怕长大后的结婚生育之
痛，男孩怕长大后离开父母、长大后
会死。当下，温馨、明快、快乐甚至
搞笑的作品几乎成为儿童出版的模板

和公式。我想，如果书写时不回避，
少年儿童也许就不那么害怕苦难。

作家徐则臣曾跟随曹文轩读硕
士。他说，我们现在的儿童文学，就
像阳光下的花房，尽善尽美，没有伤
害。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给孩子营造
了一个充满保护和舒适的“楚门的世
界”。结果是现在的孩子受不得半点
委屈和挫折，和同学吵架了，被老师
批评了，一次成绩不好就寻死觅活。
曹老师曾经说过，我的写作初衷就是
给孩子们打个精神底子，一是有正当
的道义感，二是由始至终的审美价
值，三是悲悯情怀。苦难会摧残，也
会成就。当然，曹文轩的现实主义不
是披头散发、歇斯底里的，而是经过
文学处理的。

记者与曹文轩老师攀谈，问他是
否还认为他的书不是给孩子看的，他
笑着说：“我不是非常典型的儿童文
学作家。”随着他的儿童文学创作获
得国际声誉，他对于这一身份似乎不
再那么抵触。2016年，曹文轩荣获国
际安徒生奖。他的《草房子》印刷破
百次，在中少社出版的“丁丁当当”
系列发行量高达 500万，版权输出至
数十个国家与地区，《青铜葵花》 在
美国创下了连登三大书榜的佳绩。

曹文轩认为，现实主义需要功
力。中国当代文学 （包括儿童文学）
缺乏想象力是不争的事实，但更重要
的是对现实主义的淡忘。现实主义是
讲功夫的，就像绘画，强调从完全逼
真的素描开始，深入灵魂。从现在儿
童文学图书的封面及插画就可看出，
大多只有创意，而没有功夫。有价值
的创意，是建立在功夫之上的。

曹文轩：有价值的创意

建立在功夫之上
□ 本报记者 张稚丹

郑维宽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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