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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图集团：

从图书走出去到文化走出去
□ 本报记者 张稚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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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 主 席 是 我 的 好 朋 友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我的‘良
师益友’，书中的理念充满智慧，
能不断给予我带领委内瑞拉人民
战胜发展道路上各种挑战的力
量，我要连夜读完。”2019 年 11
月委内瑞拉国际书展上，接过西
班牙文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紧握中国国
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
国图集团） 常务副总经理贾强的
手，真挚地说。

贾强同时向马杜罗赠送了一套西
文版 《大中华文库》，从 《论语》《老
子》《庄子》到《红楼梦》等四大经典
名著，还有 《文心雕龙》《老残游记》

《唐诗三百首》《黄帝内经》 ……文库
涵盖了中国五千年思想文化的精华。

贾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坚守文化传播的初心，是国图集团的
职责与使命。

截至 2019 年底，国图集团已将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反映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图书、期
刊覆盖到169个国家。

对自己的时代做出最大贡献

国图集团的前身是国际书店。贾
强一直记得国际书店第一任经理朱希
的话：“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历史时
代，有自己的局限性。关键要对自己
的时代做出最大的贡献。”

1949 年 12 月 1 日，国际书店在北
京成立，1950 年初，与苏联的全苏国
际图书公司签订了新中国第一份图书
贸易合同。

之后，国际书店在中外图书、文
化交流，甚至在信息、经济交流中都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65 年，国际书
店比利时籍名誉职工冯斯应邀参加国
庆招待会，毛泽东曾多次会见国际书
店的国际同业。

1951 年，国际书店开始图书报刊
出口业务。

1952 年，国际书店提供的中国出
版物在保加利亚展出，这是新中国首
次在海外展出出版物。

1953年，国际书店参加德国莱比锡

书展，这是新中国首次参加国际书展。
1953 年，国际书店与英国劳伦

斯-威夏特出版社签订在英国翻译、出
版 、 发 行 《毛 泽 东 选 集》 英 文 版

（1-3） 卷的协议，开创新中国对外合
作出版的先河。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国际
书店向世界各地发行毛泽东著作达 40
多个文版、3000 多万册，创中国图书
海外发行历史之最。

1957 年，国际书店设立第一家驻
外机构——驻柏林办事处。至此，国
际书店已与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70
多家同业建立起稳定的业务关系。

让人惊讶的是，1957 年 4 月，国
际书店与其他 4 家单位发起了首届中
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广交会）！

1983 年，国际书店更名为中国国
际图书贸易总公司。2004 年，出口贸
易额突破 1000万美元，占据全国一半
以上份额，成为中国出版物海外发行
事业的国家队和主力军。

成立70年来，国图集团将40多种
语言版本的近 20亿册中国书刊发行到
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在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举办、参加上千次国际书
展，与海外千余家发行机构、书店、
出版商及数百万读者保持业务往来，
铺开了一张触角细密的中国书刊对外
发行网络。

建起国际立体营销网络

2011 年 9 月 29 日，国图集团和美
国亚马逊公司在北京举行“亚马逊中
国书店”项目启动仪式，这是亚马逊
上唯一一家以国家名称命名的书店。
在亚马逊这家全球著名网络电子商务
公司网页上，中国图书以鲜明姿态占
据了一席之地。

国图集团早期依赖传统的书刊出
口贸易途径，之后利用书展宣介展
示，尔后又将旗下的英国光华书店、
法国凤凰书店及在英、德、美、加、
日等国家和地区设立的办事处作为中
国文化“桥头堡”，每年举办多场文化
活动，成为当地的“中国文化沙龙”。
2010 年，国图集团收购法国百周年出
版社，在法国出版发行中国主题图书。

之前，中国已有了推动文化“走
出去”的出版工程、翻译工程，却没
有国家级的国际渠道建设。

国图集团承接了原国家新闻出版
总署“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
工 程 ” 中 两 个 子 项 目 的 建 设 任 务 ：
2010 年启动全球百家华文书店图书联
展，至2019年已举办到第10届，活动
范围覆盖 32个国家和地区，参展海外
华文书店达 102 家，每年配套主题活
动达数十场；2011 年与亚马逊多次沟
通洽商后确定合作方式，通过在平台
上设立特色书店的形式在美国本土发
行中国图书。这种跨境电商模式，让
中国图书驶入海外线上主流发行渠道
的高速路，至今累计上线图书品种
88.2 万，累计发货 52.3 万册，其中文
学、儿童读物、汉语教学和书法篆刻
类图书颇受欢迎。由此，构建起包括
国际主流营销渠道、海外主要华文书
店、重要国际网络书店在内的国际立
体营销网络。

展示中国生活方式

在贾强的手机上，安装着一个名
叫“华文捷通”的软件，上面的数字
不断变动，采访时显示覆盖国家 190
个，累计订单 3851多万张，累计出口
额3.726亿美元。

这是国图集团打造的“中国文化
产品跨境电商出口服务平台”。它是个
神奇的平台——在海关和物流间搭设

了一个桥梁。过去，众多中国小微企
业生产的文创产品要一家一户分别报
关验货清关，现在则将海关前置，订
单交到物流中心，货物集中分类报
关，使得文化用品跨境变得顺畅轻
松。国图集团同时也在筹备建立海外
仓，根据大数据提前备货，解决发货
周期长的问题。借此顺便摸清海外对
中国文化的需求、偏好，有的放矢，
以商品出海推动文化出海。

这个 2017 年年底上线，支持北
京、上海口岸通关的平台，就是贾强
总在强调的“从企业自身走出去到服
务中国内容走出去”“从传统贸易型组
织向赋能型组织转变”“从追求贸易额
向注重平台综合交易额转变”的目标
具化。

随着数字化出版物和智能内容接
收终端的普及，人们的阅读方式也在
变化。国图集团于 2016年启动了数字
报刊发行平台项目，与全球最大的报
刊综合平台——加拿大 PressReader 合
作，已上线数百种中国报刊，并提供
英语、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
语、葡萄牙语和俄语的即时翻译，读
者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国图集团未来将全力打造“两个优
势”，一是国际传播园区，承接习近平主
席著作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国际传播研究、《治国理政》论
坛、国传项目基金等功能，二是形成
文化产品跨境电商平台优势，加快建
设欧洲和北美的跨境电商海外仓，融
入集货物流、跨境通关、文化体验、
文化交流、文化产品展销、商品出海
仓储和售后服务等功能，打造全产业
链生态服务体系，为文化出海提供更
优更强的服务保障。

贾强目前正考虑海外书店的转
型，比如融入餐饮、传统家居布置、
文房四宝、中医、茶艺、刺绣等中国
要素，让外国读者体验中国的生活方
式，感受中国文化的美妙，进而去阅
读相关图书，更深入地了解中国。

为丰富科考工作者业余生活，日
前，三沙电视台在南极向中国第 36
次南极考察队和包括中山站在内的
几个中国考察站捐赠《地衣——李村
寻人启事》《没有胳肢窝可怎么生活
啊》等文学作品。

此前，三沙电视台、人民文学出
版社已分别在南极、北极向第 35 次
南极考察队和第九次北极科考队捐
赠《地衣——李村寻人启事》。至此，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地衣——李
村寻人启事》成为出版界首次完成极
地阅读之旅的文学作品。

《地衣——李村寻人启示》是青
年作家李瑾创作的一部纪实性散文
作品，他以十字路口东北角电线杆
下——这个李村人歇脚、乘凉、聊

天、论是非的场所为切入点，以传
神、生动的文笔，记录了53个形色
各异又彼此勾连的典型形象。因故
事性较强，被评论界视为“新乡土
文学”的代表作。作家贾平凹评
价：“李瑾像是一个雕塑家，寥寥几
下，笔下人物就被刻画得极有生
气，各有生动的眉目。这些小人物
秉性各异，事有本末，但他们传递
出了北中国最醇厚的乡土气息。这
是我近来看到的特别轻松又特别有
味道的作品。”

科考工作者认为，这些小故事
饱含浓浓的乡情乡音，平凡中有伟
大，艰辛中有说不尽的家国情怀，
与冰雪世界中科考队员的精神形象
极其相似，是难得的阅读精品。

对于难以逾越的时空距离，寄
信人一句“见字如晤”，就让山水相
隔的收信人通过手书笔迹感受到对
方内心的真诚。不仅如此，手迹还
能够带领我们走近历史人物，品味
他们的情感与思想。

2019 年 出 版 的 《鲁 迅 书 法 珍
赏》《鲁迅信札珍赏》（辽宁美术出
版社），就是这样一套书。

郭沫若曾说：“鲁迅先生亦无心
作书家，所遗手迹，自成风格。”实
际上，鲁迅书法风格的形成，正是
其学术体系和思想追求孕育过程的
写照。

秦硕主编的 《鲁迅书法珍赏》
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忠实的记录。该
书收录了包括自作诗稿、文稿译

稿、古籍石刻等十大品类的百余件
鲁迅手迹作品，不仅集中体现了鲁
迅书法清矍质朴、洒脱不羁的风
格，也能使读者全方位了解鲁迅广
博精深的学养。

“无情未必真豪杰”。如果说
《鲁迅书法珍赏》让我们直观领略到
鲁迅作为文学巨匠的风采，那么黄
乔生主编的 《鲁迅信札珍赏》 则聚
焦于一封封情态各异的书信，使读
者得以一窥鲁迅作为普通人平凡的
一面。本书共收集鲁迅信札手稿140
通，字里行间不难发现这样的鲁
迅：在母亲膝下，他是心意拳拳的
儿子；在“小刺猬”许广平面前，
他是柔情款款的爱人；在友人身
旁，他是风趣而可靠的伙伴；在青

年面前，他是词锋
机敏的师长。鲁迅
的一生，充满了聚
散 离 合 、 漂 泊 辗
转，信札不仅见证
了他与各界人士的
交游，也记录了他
日常生活的点滴。
因此，鲁迅信札手
迹不仅传递了他一
时 一 地 的 情 感 脉
动，更承载着厚重
的历史信息与时代
风貌，让读者全方
位进入历史，品味

鲁迅的心路历程。
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为人熟知，

而作为艺术家的鲁迅，对大众而言
却显得陌生了许多。《鲁迅书法珍
赏》 与 《鲁迅信札珍赏》 致力于全
面呈现鲁迅手迹的艺术美感。鲁迅
从小就展现出对艺术，特别是绘画
的兴趣和天赋，并且是中国现代木
刻版画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还曾
亲自为作品设计封面、插图和广
告。在书法艺术方面，鲁迅更是具
有独到的审美品位，不仅编印 《北
平笺谱》、翻印 《十竹斋笺谱》，他
对手稿的整体美感也有极高追求。

《鲁迅书法珍赏》所收的鲁迅手迹作
品，在着力突出书法细节的基础
上，还原了整体布局、笺纸花色、
图章款识等艺术元素，使文稿作为
一件艺术作品，得以完整地展现给
读者，使读者了解艺术家鲁迅的审
美旨趣。

“五四”已过百年，而新文学运
动所提倡的思想解放、崇尚科学的
精神仍在激励着青年人不断前进和
探索。往事如烟，所幸有行行手
书，穿过如流岁月，照亮尘封之
路，带我们重回历史现场。

我们今天阅读、欣赏鲁迅手
迹，不仅是近距离感受一位文学
家、思想家的审美旨趣和生活点
滴，更是倾听以鲁迅为代表的仁人
志士向时代发出的悠长呐喊。

新闻传播学者喻国明曾说：
“文化输出的本质，是传递真
实、全面的中国文化，获得公平
的话语权、化解误会。”

2011 年，中共十七届六中
全会《决定》提出，实施文化走
出去工程，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竞
争，拓展我国文化发展空间，提
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一声号令，
引发千军万马齐努力的热潮。

图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中
国图书出版发行行业不甘人后，
很多出版社不仅积极参加国际图
书博览会，把中国好书带到国
外，还与国外著名出版社合作，
在境外出版多语种中国图书。好
几家出版社在海外建立分社，甚
至建立联合编辑部，根据当地的
文化特点和需求策划图书主题。

大潮中也有不和谐音，个别
机构依赖政府补贴，只问数量不
问质量，只管印刷不管发行。的
确，图书海外发行难度很大，在
拥有销售网络的前提下，仍需要
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做得很扎实，用国图集团常务副
总经理贾强的话来说，“我们的
发行都是真金白银，没有任何水
分”。他们切切实实地做渠道，
不管是费力地与一家家海外发行
机构、书店、出版商建立关系，
疏通渠道，一本本地卖书，还是
把中国书店开到亚马逊，将中国
报刊推到PressReader，抑或建立
平台，默默地理顺中国文化产品
出海的渠道……哪怕通过多元化
经营来补贴，也要完整准确地把
中国内容传达出去。

70 年来，这家公司与时俱
进，不断调整发行方式，将近
20 亿册中国图书送到国外，送
到真正关心中国的人们手中，用
细致扎实的工作实践着准确传达
中国形象、广泛传播中国文化的
初心。

无论何时，我们需要的，都
是文化真正地走出去。真实效果
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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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杜罗 （左三） 与贾强 （右四） 交谈马杜罗 （左三） 与贾强 （右四） 交谈

《《地衣地衣——李村寻人启事李村寻人启事》》极地行极地行
□ 伊伊 文文

沿着墨迹走近鲁迅
□ 李俊尧

沿着墨迹走近鲁迅
□ 李俊尧

疫情期间，出于防控疫情考虑，
大多数书店都处于关门状态。

2月24日，位于杭州解放路的新
华书店率先开门营业，店门口排起长
队。这样火爆的场景，连书店都没想
到。因为开学日期一再推迟，不少家
长担心孩子的学习，所以书店刚一恢
复营业，就来给孩子购买教辅图书。

但是，这个时候扎堆买书，容易
形成疫情隐患。正如杭州新华书店提
醒的那样：非常时期，不是必要的书
籍，尽可能不去书店购买，可以通过
网络平台下单。

我想，特殊时期，应拓展更多安
全的购书渠道。据报道，天津新华书
店推出了“无接触买书”模式。一是
利用微信、网店等线上渠道，每天安
排专人用快递发货；二是隔着玻璃窗
手机支付，书放在袋内拴绳子从楼上
传给读者，避免直接接触；三是设立
自动售书机，读者只需输入该图书对
应的编号，再通过手机扫描支付，即
可得到心仪的图书，安全高效。

购书热固然是好事，但特殊时期
还需要多些防范意识。比如，家长购
书最好不要带孩子；选购时保持1米
以上距离；书店的图书“能不翻阅就
不翻阅”，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书
店定期对拆封过的书籍消毒。

未到扎堆买书时
□ 郭元鹏

未到扎堆买书时
□ 郭元鹏

亚马逊官网上的中国书店

合影

·读者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