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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过去，纷繁热闹的阅读
市场年度大总结时，多个电商平台
和互动社区平台发布了年度报告和
数据榜单。笔者综合梳理比对了京
东、开卷、亚马逊、豆瓣等机构发
布的相关数据，纵观 2018 年书业整
体情况发现：鸡汤书籍相对疲软，
经典图书长期占据排行榜前列，不
少出版社开始走精耕细作模式。

有种现象令人眼前一亮——很
多出版社都有一本或几本自家的独
门经典，这些书深受读者喜爱，经
久不衰，从畅销变为常销，在提供
社会效益的同时，持续不懈地为出
版社贡献着稳定的利润。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出版社
的那些“当家书”。

《红星照耀中国》：教育部指
定中学课外阅读经典教材

《红星照耀中国》是西方记者对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第一部采访记
录，也是新闻史和报告文学史上里
程碑式的作品。上世纪 30 年代，美
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只身前往陕北苏
区，通过实地考察首次向世界讲述
了中国红军和苏区的真实情况，成
为世界报道中国红军的第一人。在
这部不朽的著作中，斯诺披露了大
量第一手资料，真实地还原了中国
共产党在 1927年到 1937年间艰难却
辉煌的发展历程，描绘出一幅波澜
壮阔的社会历史画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在
接受采访时介绍说，截至目前为
止，《红星照耀中国》在人民文学出
版社共发行 380 万册，码洋近 1.6 亿
元。同时，它也被教育部指定为中

学课外阅读经典教材，让无数少年
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走过的
艰苦历程，知道今天幸福生活的来
之不易。

《现代汉语》：最受欢迎的现
代汉语教材

有人说，从广义上看，偌大的
中国超过大半的文科大学生都是著
名语言学家、教育学家黄伯荣和廖
序东的学生，因为他们都学习过黄
伯荣和廖序东主编的一套书，不少
人更是在这套书的影响下走上现代
汉语教学和研究之路。黄伯荣与廖
序东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学界
称为“黄廖本”） 自 1978 年出版以

来，再版 8次，全国总发行量达 600
万册，每年发行量均为全国同类教
材之冠，被教育部誉为“最受欢迎
的现代汉语教材”，并被确定为“十

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
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创
造了教材界的奇迹。

“黄廖本”共分两
册 ， 上 册 为 绪 论 、 语
音、文字、词汇，下册
为语法、修辞，系统讲
授现代汉语的基础理论
和基本知识，注重吸收
现代汉语教学研究与教
学实践的最新成果，兼
顾语言学知识体系的完
整性；知识点阐述深入
浅出，辅以丰富的例证
讲解，符合一线教学实
际，满足当前学习手段

多样化、便捷化的需求。

《红岩》：革命的教科书

另一部经典作品《红岩》，则因
成功地塑造了江姐、许云峰、成岗
和华子良等为代表的地下工作者英
雄形象，同时对反面人物的塑造摆
脱了类型化、脸谱化窠臼而成为著
名的红色经典，同时它也是中国青
年出版总社的代表书籍之一。

在书中，作者罗广斌、杨益言
真诚再现讴
歌了解放战
争走向全国
胜利如火如
荼的斗争风
貌。作品善
于刻画人物
心 理 活 动 ，
用细节烘托
气氛，语言
朴实，笔调
悲壮，被誉
为“革命的
教科书”。

据 中 国
青年出版总
社官方网站
信息，该作
品一经面世，立即引起轰动，先后
被改编成电影 《烈火中永生》 和豫
剧《江姐》等。

自 1961年 12月出版至今，总社
会发行量逾 1000 万册，雄踞我国红
色经典作品出版顶峰数十载。它还
被选入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共青
团中央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
秀图书，激励了无数青年的爱国情

怀和奋斗热情。

“植物大战僵尸”系列知识
漫画书：寓教于乐

少儿出版近十年异军突起，知
识型漫画因寓教于乐引领了孩子们
的阅读新风向。作为中国少年儿童
新闻出版总社的主力图书——“植
物大战僵尸”系列历时7年耕耘，发
行量超 6700 万册，码洋过 13 亿元，
成为其代表书目之一。据中少总社
官方网站最新信息显示，这一系列
已拥有 6 大类 113 个出版品类，800
多个出版品种。6大类品种涉及图画
故事、游戏、助学类、拼插和拼
图、长篇故事、漫画，其中表现最
为抢眼的是知识型漫画书，得到中
国科学院院士孙昌璞、张肇西，清
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北京大学教授
袁行霈为孩子有质量的阅读而倾力
推荐。

笑江南漫画团队主创孙家裕认
为，就多年创作经验而言，儿童阶
段最重要的活动是学习和玩，在孩
子心中，玩耍胜于学习。好的漫画
书既要让孩子感受到乐趣与玩味，
更要将知识融入其中，在这个过程

中才能将知识传递出
去。这也是“植物大战
僵尸”系列图书持续火
热的原因。

臧永清认为，在经
典常销书方面，各出版
社一方面要不断激活既
有资源，把一些文学经
典赋予新的活力；同时
要补充新的版权资源，
把新的文学经典作品纳
入出版范围。

“ 出 版 是 养 出 来
的 ”。 按 照 “ 二 八 法
则”，一个企业中 80%
的收益是由20%的产品
带来的。繁荣的出版会
涉及人类所有的知识领

域，很多学术研究类书籍读者范围
狭窄，出版基本是不盈利或暂时不
能收回成本的，但它们同时也是人
类思想智慧的重要、不可或缺的部
分。正因为有了上述的这些当家
书，才能让出版社敢于放手创新，
多方面涉猎，从而传承文明、记录
最新知识，丰富读者的眼界和知识
面，服务于社会。

有人曾说，在图书销量上，莫言
敌不过郭敬明，严肃作家敌不过畅销
书作家，传统敌不过流行。不过，这
种说法应该改一改了。

近日，二手书平台多抓鱼发布了
一份年度榜单，以前经常跻身于畅销
书作家榜、作家富豪榜中的郭敬明、
韩寒、安妮宝贝、杨红樱、安意如、
蔡康永、张德芬、张小娴、落落、桐
华等人，居然现身二手书滞销榜中，
这颇耐人寻味。

在多抓鱼发布的 2018 年二手书年
度畅销榜上则有东野圭吾、村上春
树、金庸、王小波、阿加莎·克里斯
蒂、三毛、加西亚·马尔克斯等。

与新书市场不同，在二手书市场
销售的都是出版了一段时间的图书。
在初期的推广宣传过去，各种外力造
成的热度消散之后，如果仍能凭借作
品本身的魅力受到欢迎，才是一个作
家或一本书的真正实力。

畅销书出版，很大程度上是图书
市场的反映。它有时的确是一个时期
大众阅读和欣赏趣味的“晴雨表”，反
映了某个时期阅读的流行潮流。因
此，图书出版、作家写作和读者阅
读，似乎正在把畅销书作为惟一目
标。以至于有的出版机构为达到畅销
目的，不惜重金打造，策划包装、宣
传炒作。

于是，一些作家的文学意识、精
品意识，被商业意识所取代，把为市
场写作作为惟一方向，其作品的文化
属性、精神品质越发低劣，虽然可能
在时尚文化消费大潮里激起一时的浪
花，却又如过眼烟云，很快便在浪潮
中消失。

而畅销书的运作机制，也影响了
一个时期大众的读书趣味，让客观
的、个性化的、深入的阅读，变成了
盲从、随大流浅薄的行为，变成了畅
销书崇拜、偶像崇拜。社会上那些跟
风阅读、时尚阅读、流行阅读、快餐
式阅读、浅阅读，大都与此有关。

市场虽然喧闹，但市场也是清醒
的，不能真正提供精神营养的书籍最
终也会被市场淘汰。

畅销一时，不能长销，毕竟不是
支撑出版良性运转的力量。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区委
工作。那时区委是县委的派出机
构，没有财政收入，人员工资和办
公经费全由县里供给。

月初，事务长到县财政局领取
工资发给个人，而办公经费每人每
月只有 2.5 元。区委、区公所开会
办公全是这笔钱，那时，乡下区

（镇）、社和湾村都没有通电，我和
所有的区干部一样，每月领半本抄
写纸、一个本子，自己用墨水瓶做
一个灯，领半斤柴油，带到蹲点的
小队用。

后来，给每人发了一个有灯罩
的灯，大家喜得不得了，有的同志

舍不得拿到乡下，放在家中用。我
则不同，因为我在乡下，要利用夜
晚读书，所以，罩子台灯一发给
我，我立即带往乡下蹲点的小队
用。两种灯都污染严重，次日掏鼻
孔，尽是黑的。

我到县里开会，休息时就去逛
书店买书，带一些书报下乡。

在农村驻队不能住农民家的正
房，大多是农民的闲屋，或做过猪
牛栏的土房子，自己动手打扬尘、
泥壁子、填地下，这样，就成了我
在乡下的卧室兼书房。

每天白天忙于劳动生产和工
作，不能坐下读书。我深知自己的
文化水平十分低，跟不上工作和形
势发展的需要，于是，下定决心自
学文化。

每天晚上开完会议后，我回到
住房，开始了我的夜读生涯。农村
的夜晚万籁俱寂，男人和女人，植
物和动物，一切都睡着了，黑夜遮
掩了周围斑驳的颜色，寂静代替了
嘈杂的声音，一个人在一张小方桌
前，守着一盏昏暗的孤灯，持着一
册书或一张报纸，认认真真地阅
读，内心却一片光亮，那种喜悦难
以言表。

在乡下驻队20多年，我每天晚
上首先看报纸，然后读书。有政治
书籍，比如 《毛泽东选集》《毛泽
东诗词》，《毛泽东选集》四卷我在
乡下都通读了。“老三篇”《为人民
服务》《纪念白求恩》 和 《反对自

由主义》 以及 《毛泽东诗词》 当时
我都能背诵。

也读了大量文艺作品，有 《三
里湾》《上海的早晨》《保卫延安》

《青春之歌》《苦菜花》《铜墙铁
壁》《林海雪原》《创业》《红日》

《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烈士
诗抄》《星火燎原》《红旗飘飘》，
还读了一些前苏联的小说如 《日日
夜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
的顿河》等。

驻队的住房十分简陋，四壁透
风，冬天严寒刺骨，热天虫子叮
咬，暑气袭人，这些都阻挡不了我
的夜读，每每都读到深更半夜。

有的农民深夜起来上厕所，看
到我的房子还亮着灯，劝我早些睡
觉，不要伤害了身体。我说自己还
年轻，精力充沛，血气方刚，严寒
与酷暑都能抵挡得住，特别是那种
读书的喜悦与欢乐，满足了我的求
知欲，把严寒与酷暑都能驱走。

回想起来，我从乡下的夜读
中，获得了许多精神力量，增长了
知识和才干，受益匪浅。以至今
天，年逾八旬的我还能写作不辍，
在各地报刊和微信上发表文章。

我常常跟我的孙子们讲，现在
你们的条件多好啊！一人一间书
房，宽大的书桌，窗明几净，大放
光明的电灯，夏天有空调，冬天有
暖气，这是我过去连做梦都想不到
的啊！你们应该抓紧机遇，好好学
习，对得起这样的好生活。

近期出版的 《百年中国儿童文
学编年史》，对自 1900 年至 2016 年
间百余年的中国儿童文学大事进行
编年，是王泉根历时20余年以一人
之力完成的一部厚重之作，对中国
儿童文学研究而言有筚路蓝缕之功。

围绕百年间中国儿童文学作家
创作、出版、翻译、传播、评论、
教育、阅读推广等所发生的大事可
谓多矣，如何在浩瀚的文献素材和
历史信息中恰切拣选并给出客观评
定，对编写者的问题意识、历史眼
光、文化担当和学术视野都是一个
考验。

本书强调“编年史也是史，而
且应该是信史”的编纂理念，对协
助读者有效返回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现场颇为有益。作为“第一部”，本
书的写作没有现成的儿童文学编年
史范例可供参照，只能自创体例。
王泉根采取的办法是：每年开篇以

“本年时政”方式罗列当年时政要
闻；扼要评说当年儿童文学大事要
事；逐年逐月登记所述之事且注明
出处；对于无法核实确切月日的事
项统一收录到该年最后部分。本书
既记录儿童文学作品发表、理论研
究、论文写作、文艺争鸣、会议研
讨、文学评奖、文艺争鸣等“内
部”研究，也关注儿童文学的出版
传播、学校教学、阅读推广、对外
交流等“外部”事项，内外兼顾，
力图绘制出一部多元生动的中国儿
童文学地理图志。

清晰梳理儿童文学发展脉络，
是本书的又一大特点。文学编年史
与一般的文学史相比，最大不同就
在于前者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
纬，有助于我们准确找到文学发展
的界标。本书择取1900年作为“百
年”起点，亦即现代中国儿童文学
拉开大幕之年，可谓名实相符：该
年，梁启超在 《清议报》 上发表了

《少年中国说》，江南书局出版了我
国第一套儿童寓言故事书 《中西异
闻益智录》，儒勒·凡尔纳 《八十日
环游记》 作为第一部被译成中文的
西方科幻小说在上海出版，美国传
教士何德兰收集整理的 140 首中国
儿歌 《孺子歌图》 在纽约出版，南
洋公学院出版的 《蒙学课本》 不但

介绍了 《天演论》 的主要观点，还
将进化论思想贯穿于课文编选始
终。现代中国儿童文学起步之始，
就是理论、创作、教育、翻译和文
化交流等并重，并积极汇入世界优
秀儿童文学的汤汤长河之中。而
2016 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
奖，正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逻辑
必然。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相
当程度地保留了历史信息的丰富
性、多样性与生动性，利于研究者
多面向多角度地认知现代中国儿童
文学。譬如本书在儿童文学史实钩
沉和盘点中注意到：1939年和 1940
年，延安边区教育厅和延安新华书
店先后出版刘御编著《新歌谣》、儿
童故事集《边区儿童故事》《儿童歌
谣》；1943 年，革命烈士钱毅在艰
苦条件下收集整理苏北民间故事传
说，编写出版了 《海洋神话与传
说》； 1946 年 ， 苏 苏 著 儿 童 小 说

《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出版并在其
后不断再版；1947年，陈波儿编导
的中国第一部木偶片 《皇帝梦》 摄
制完成……根据这一系列事实，人
们对解放区儿童文学的成就自当有
新一层认识。

在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
史》 的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清晰地
感受到王泉根一直以来从事学术研
究与文学批评所遵循奉行的原则和
追求，那就是：问题意识，原创品
格，中国话语，“有我”写作。

近日，金城出版社推出了引进
出版的“安全与保密”书系首部作
品《全球安全文化》。

该书作者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教授、“全球治理”学科知名研究
者、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创始成员
玛丽·卡尔多，她首次提出了“全
球 安 全 文 化 ”（Global Security
Cultures） 的概念。在书中，作者探
讨了当前人类社会与民族国家避免
冲突和战争的四种典型安全文化类
型——“地缘政治”（冷战期间最
主要的安全文化模式）、“新型战
争”“自由主义和平”（诞生于冷战
时期的联合国使团）、美国新式

“反恐战争”策略。
她认为，当代的冲突与战争永

无休止、难以终结，说明武装团
体和空袭不能解决安全问题，需要
对安全文化重新认识，找到更好的
方式。 （李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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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安全文化
有几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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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