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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
谭跃、潘凯雄、于殿利联合提出

《关于立法规范图书零售价格竞争
的提案》，呼吁以立法方式制定图
书交易规则，维护出版业健康发展
和读者的基本权益。

三位政协委员中，谭跃为中国
出版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潘凯
雄为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现任中
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的于殿利之前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
理多年。中版集团是下辖40家出版
机构的大型国有文化企业，旗下拥
有著名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
书馆、中华书局、中国美术出版总
社、人民音乐出版社、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等。几位出版家提出
这一提案，实在是因为出版界苦折
扣久矣。

很多人看了可能会一愣：竞争
好啊，为什么要限制？打折书买起
来多过瘾！有本报读者立刻投稿表
示：立法限制“图书打折”不可
行。理由是，图书销售说白了是个
市场问题，该交给市场选择。如果
销量不好还不愿打折，那恐怕连

“喜欢读书的人”也只能放弃了。
倡导全民阅读，图书需要“平民价
格”。要维持图书价格，关键要靠
内容和质量过硬。

让我们从提案说起。
第一，提案中很重要的一条就

是：图书是商品，但更是一种战略
性商品 （国际出版商联盟定义），
理应受到特殊的法律保护。

用于殿利的话来说，图书更多
的是属于一种精神产品，它承载着
古今中外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塑

造的是人的精神世界，
关系到人心向背和国家
民族的未来。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来
说，图书的价格，体现
出对文化的尊重以及精
神产品生产者的尊严。

第二，并非完全禁
止打折，只是有一定限
制。即“新书进入零售
市场一年内不得低于 8.5
折销售”。

早在 10 年前，中国
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
书刊发行业协会和中国新华书店协
会就联合发布的了国内图书出版业
行业规范 《图书公平交易规则》，
可惜未能实现。10年过去，国内图
书零售市场价格竞争更趋激烈。

实体书店受场租人工等成本所
限，一般走定价，只有特定促销时
段才可能按 8.5到 9.0折销售。而日
益庞大的电商新书销售起步价大多
是 7.5 至 8.0 折， 5.0 折腰斩乃至更
低折扣也并非个案。阎崇年的 《故
宫六百年》，定价139元，出版不到
一个月，网店售价平均90元，打了
差不多6.5折。

图书是标准化、品种多、易保
存，且基于内容搜索的流量商品，
亚马逊、京东、当当……几乎全世
界的电商都是靠卖书起家的。因为
图书单价不高，哪怕打折赔钱出
售，带客引流成本也非常低。但发
展起来的电商并没有放弃图书，反
而越做越大，有以其销售规模强制
出版社低价供书的趋势，图书打折
常态化，逼得出版社不得不虚高标

价，然后再打折。
如此竞争，会导致什么后果

呢？一是实体书店越发难以按原价
卖出图书，维持不了营运，只能倒
闭或转业；二是出版方为了生存不
得不提高图书定价以保证利润，负
担被转嫁给消费者；三是间接导致
图书品种总数“野蛮生长”而单品
种销量日趋下降，影响出版业高质
量发展。

据于殿利介绍，因为编书的收
益太低，以至于有的图书编辑一年
要审读两三千万字。在这样超负荷
的工作状态下，放在重点书上的精
力能有多少？本来应该走品种少、
内容好、销量高的精品路线，现在
出版社也不得不依靠多出书来维持
生存。

提案提出，书业零售中的折扣
不平衡现象，源于实体书店与电商
各自的特性与诉求不尽相同，在相
当长时间内不可能通过有序竞争形
成新的平衡。图书价格战没有赢
家，受损的是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

形象，是出版业自身包
括创新性等在内的健康
发展和众多阅读爱好者
的基本权益。希望国家
相关部门在充分调研的
基础上，尽快以立法方
式制定图书交易规则，
明确规定新书出版一年
内不得以低于其定价的
8.5 折销售，有效解决线
上线下折扣不一、恶性
竞争的问题。

这个提案并不是孤
例，出版界、读书界的

两会代表委员都发出同样的声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出版

研究院院长魏玉山再次提交 《关于
制定图书交易价格法，规范图书市
场秩序的提案》，认为图书销售价
格如不规范，将会破坏公平竞争秩
序；中小实体书店受到重创，图书
出版改革成果难以为继；图书定价
体系紊乱，读者利益受损。他建议
要以法律法规形式，明确图书维持
转售价格制度。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
席朱永新在他提出的 《关于规范图
书销售体系，促进书业健康发展的
提案》 中表示，解决目前图书价格
混乱的问题，可参考国际上一些通
行做法，如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实
行的图书定价销售制。“图书作为
特殊的文化产品，作为保留民族传
统文化和精神的重要载体，不能与
其他流通商品一样随意打折销售。
新书在一定期限内必须按照出版社
定价销售，出版一年或一定时间后
可以按照一定折扣销售，保护消费

者、书店以及各个链条上参与者的
利益”。

也有人认为，图书打折也有益
处。中国书业近 20 年年均两位数
以上的增长，电子商务功不可没。
电商促销打折，虽然拉低了出版商
的利润率，但也让很多原本不买
书、买不到书和买不起书的人开始
买书，这部分增量让书业整体受
益。不过，一些商业逻辑建立在资
本逻辑之上的新兴电商烧风投、PE
的钱，近乎疯狂地补贴“拉新”，
一味地把图书当人气商品，低价倾
销赚流量，进而再通过别的商品赚
钱，这种操作会伤害出版业，呼吁
国家相关主部门介入，禁止这种不
正当竞争。

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出版界在
争取自己的权益。但深入分析不
难看出，讨论的是整个链条的得
失。中小实体书店举步维艰，会使
出版社更加依赖于电商售书；迫于
经营压力，出版社只能一味追求

“畅销书”，而置真正有价值有内涵
却比较小众的著作于不顾，丧失了
创新力这个根本。图书是特殊的精
神产品，是要带着感情和思想才能
生产出来的。当电商低于成本价售
书，当出版社没有余力维持优质内
容的生产，电商能卖什么？读者最
后又得到了什么呢？这是关系到整
个文化产业未来，包括读者的真正
利益和国家文化的大事。

“低折扣如竭泽而渔，社店电
共存共生”，全国人大代表、重庆
出版集团副总编辑别必亮呼吁：

“图书价格战实际上是一种杀鸡取
卵、竭泽而渔的行为，表面上是让
消费者获得了实惠，而其实质损害
的是整个产业链。让出版社和实体
书店喘不过气来，损害的终将是消
费者。”2020年伊始，电商以5折卖
书，并通过向上游出版社挤压利润
来保证获利，给出版社结算折扣低
至 4 折，这给出版行业带来极大
的压力。出版社、实体书店和电商
是互为依存的有机整体，加强合
作、公平竞争才是长远发展之道。

聊到这儿，您怎么看？

今年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逝
世110周年。

托尔斯泰一生虽未能亲身感受
中国，却通过阅读与中国相关的著
述在心目中形成有关中国的印象与
理念。

托尔斯泰活了 82 岁，除了当过
几年兵，读书写作是他一生的职
业。托尔斯泰全集有 90 卷之多，而
他读过的书更是不计其数。

他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有两
万多册藏书，涉及 30 多种文字，其
中有中国古籍的西方语种译本，如

《道德经》《大学》《中庸》，还有介
绍中国的书，如法驻华大使西蒙的

《中土之国》 俄译本，英国人詹姆
斯·勒格的 《中国古典作家》 三卷
本、米多乌斯的 《关于中国政府和
人民的笔记》《中国人及其起义》，
还有中国留学生张庆桐和俄国人一
起翻译成俄文的梁启超的 《李鸿
章》 一书，辜鸿铭寄来的英文著作

《尊王篇》等。
托尔斯泰在 63 岁时曾开列过分

别对他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一个书
单：孔子和孟子——印象非常强
烈；朱利安的 《老子》 法文译本
——印象强烈。除撰写 《孔子的著
作》《老子的学说》等文章，托尔斯

泰还亲自从德文和法文翻译 《道德
经》，编辑出版了《托尔斯泰选译中
国哲人老子名言集》，主编或推荐出
版了 《孔子——他的生平和学说》

《墨子——中国的哲学家》等。
晚年的托尔斯泰为什么会对中

国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
首先，托尔斯泰对所谓现代文

明并无多大好感，所以对中国农耕
文明十分推崇。1851 年英国举办

“水晶宫”博览会，成为当时科技进
步的一个标志。车尔尼雪夫斯基在
小说《怎么办？》中以颂歌般的语调
描写了他亲眼看到的辉煌景象。但
在托尔斯泰看来，现代科技带给人
的并不是真正的文明。

他 谈 到 ， 那 些 “ 对 化 学 周 期
表、视差和镭的性能一无所知”，却

“懂得自己生活的意义并且不以此为
傲”的人，才是真正的文明。他主
张中国人应当继续过和平的、勤劳
的、农耕的生活，遵循儒释道的教
义，克己、忍让，那么，任何力量
都不能战胜他们。

托尔斯泰还读过中国古代神话
故事，他给附近农民孩子编写的读
本中收进了一篇童话 《中国皇后西
陵氏》，讲嫘祖创立种桑养蚕之法的
故事。说西陵氏发现蚕会吐丝结
茧，就把蚕茧解开，纺成蚕丝，再
织成丝巾，并将采桑喂蚕普及开
来。故事虽短小，却反映了托尔斯
泰对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向往——
原始、自然、聪明、勤劳、自力更
生。他在没有写完的文章 《孔子的

著作》中谈到，“中国人是世界上最
爱好和平的民族”“在勤奋劳作上，
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与中国人匹
敌”“中国人不会作恶，不与任何人
争吵，付出得多，索取得少”。他所
引述的中国哲言：“三人行必有我
师。对于善人我将努力模仿，看着
恶人则努力纠正自己”，显然是根据
孔子的话改编的，加上托尔斯泰本
人忏悔和博爱的观念，从而确立了
一个借助于中国思想而建构的理想
生活准则。

托尔斯泰对中国理解的第二个
方面，是以孔子的中庸之道和老子
的“无为说”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思
想。读了 《大学》 和 《中
庸》 的英译本后，他在日记
中写道：“孔子的中庸之道令
人惊叹。这与老子完全一样
——遵从自然法则，这就是
智慧，就是力量，就是生活
……它使我受益匪浅。”西方
充满冒险精神的“向远方发
展的冲动”（斯宾格勒语） 不
必说，俄国文化的“突变逻
辑”（洛特曼语） 更是使这个
以东正教为立国之本的国家
在历史上充满了种种极端行
为，缺少的就是中庸之道。
托尔斯泰向往的是平和、纯
朴的天然生活状态，所以他
在退役之后便一直生活在远
离莫斯科的雅斯纳雅·波良纳
庄园，按照自己的观点去接
近中国古代哲人的思想。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老子的
“无为说”是一种令人惊叹的思想，
也是一种最高的德行，无为就避免
了恶的发生。最终，他把“无为”
与基督教观念中的否弃罪孽和禁欲
主义联系了起来。

托尔斯泰对“无为”的理解涉
及他阅读中国的第三个方面的内容
——反对暴力。他在 1884 年 3 月 19
日的日记中写道：“孔子是对的……
是信念－艺术－教堂的力量，是生
活礼仪、娱乐、相应的道德，才容
易使人顺服。”他称中国的“保守
性”和“隐忍”比基督徒们所处的

“仇恨、挑衅和争战不休的境况”要
好上一千倍，他担心中国会走西方
已经走过的道路。

在 托 尔 斯 泰 心 中 ， 传 统 中 国
“是真正的、切合实际的、人民的智
慧的支柱，这智慧的内容是过和平
的、农耕的生活，这是一切有理智
的人都应该过的、离弃了这种生活
的民族迟早应该返回来的生活。”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图书零售价格该不该规范?
□ 张稚丹 从去年起，我开始放弃一些不

必要的应酬交往，每日足不出户，
捧读以滋养写作，随之每日坚持写
一篇寓言。这般静默如水的生活，
过得颇为酣畅自足。

这期间读得最多的是“汪老”
汪曾祺先生的书。最开始是在一本
名家写美食的选本里读到他的几篇
文章。初读之下，就被那细腻纯
朴、酣畅快意、欣然于人间烟火的
文字所吸引，只觉有如流水温柔地
泻过心间，霎时让思绪化作一滴滴
清新的雨露，随着那不加铺陈与渲
染的文字，洗尽了杂芜与尘垢。

着迷后即不能自拔，读完选
本，又立马找来他写美食的散文
集。我平日读书极快，然而读汪老
的书时，却放慢了阅读速度，直到
能足够精细地品味到每一段话，甚
至每一个字的真味。读到精彩处，
心中会欣喜地重复默读起来。

印象最深、最喜爱的便是他在
昆明西南联大求学时那些关于昆明
美食的散文，阅读时有岁月的韵味
与清香，又在幽默间缀满时间的温
热。汪老仿佛在那片浩瀚时空中撕
开了一个口子，让我们得以从美食
中管窥那个年代昆明以及西南联大
师生生活的微妙趣味。由于自己刚
毕业不久，时常揣着对校园的眷
恋，所以，当读到汪老笔下西南联
大学生颇有诗意和韵味的生活时，
倍感欣喜与艳羡。

昆明我是去过的，还特意瞻仰
过西南联大的旧址，烟雨朦胧，徜
徉其中，别有滋味。昆明的美食，
我更是极爱，曾跟着网上的推荐尝
过许多家店铺，味道果真不同凡
响。以至于虽与昆明暌违多年，但
那色香味却始终留在我的舌尖。

在书的最后，汪老提到再回昆
明时无不失望地感叹，如今昆明关
于美食的认真与细腻已大不如前。
同时还苦口婆心地提出了许多富有
洞见的意见，顿然让人感觉，吃已
不仅是一种味觉追求，更是要用匠
心去熬出来的精神归属。

我并不想抱怨当今缭乱的信息
与娱乐带给人心的压力，只是觉得
选择越多，就越应该过一种简化自
我、丰富内心的生活。就像汪老笔
下的学生时代，虽已经过数十年的
沧桑轮转，读来却依旧芳香四溢。

不过说起美食与人生的真味，
我倒觉得借汪老文中一句话作为结
尾最为点睛：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
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
酸”都去尝尝，对事物如此，对文
化也应该这样。

托尔斯泰阅读中国
□ 王志耕

环形而有小缺口的石或玉装饰
物统称为“玦”。新石器时期的玦一
般尺寸不大，应该是充当耳环使
用，后来也被当作一种配饰部件。
因为语言假借的关系，历史上曾用
玉玦表示“决心”或“断绝”之
意。最有名的例子是在《史记·项羽
本纪》 中，鸿门宴上，范增再三举
其所佩玉玦，暗示项羽下决心。

在最近出版的 《汉字与文物的
故事》（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甲骨
文专家许进雄从40多个博物馆筛选
了近 800 件文物，挑选了 121 个汉
字，通过一个个故事，解析考证文
字与器物的关系，从文物中寻找汉
字的源头。在这些流传有序的文物
背后，呈现出古代汉字的演变与社
会文化的一次次革新。在许进雄看
来，文字的意义有多种形态与结
构，每一次演变，都代表着社会结
构的重新调整与改变，背后具有文
化的深意。

中国汉字博大精深，有着数千
年历史。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文，
目前被学界公认为是最早的文字。
随着出土文物被考古界一次又一次
地发掘、研究、考证，这些汉字成
为我们今天了解历史、与古人对话
的有效途径。

许进雄 1941 年出生于台湾高
雄。1968年受聘加拿大多伦多市皇

家安大略博物馆远东部，主要负责
编辑整理馆藏的甲骨文。他认为，
每一个汉字都代表着当时社会文化
的礼教、习俗以及古人行事的方法
与智慧。

这套书分为 4 册，分别为 《回
到石器时代》《战国重金属之歌》，
紫禁城外一抹清脆》《返来长安过一
天》。每本书都有一个固定的结构，
从跨越历史、类型文物、代表汉字
的演变等方面，以图文并茂的形
式，向我们讲诉了文物背后古人的
生活面貌。

避开专业的学究思维，许进雄
不从严肃、刻板的理论入手，而是
通过轻松口述历史的方式，结合自
己多年对汉字的研究，重新还原古
代文明史。书中，他梳理了文字的
演变——很多汉字跨越好几个朝
代，涉及文物类别众多，有玉器、
石器、陶器、青铜器、佛像、织绣
等相关的铭文。这些文物都留有古
人重要的信息，如时间、地点、作
坊名称等，有一些是生活记录，有
一些有称颂与警示的作用。

从商到盛唐，汉字一步步演
变，从原始起源的石器时代，到青
铜器时代，再到宋元时代的瓷器与
丝织品等，许进雄以科普的方式一
一展现，给我们讲述了很多带有趣
味性的文物故事，像甲骨文的动物
字、俑的发型、陶盆的八角星形
图、最开始梳妆的是男性等，这些
字形图案是了解古人生活的实证。

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背后，凝
结着古人智慧的结晶。精湛工艺、
独特审美趣味，从衣食住行、到国
家制度，都可以通过文字体现出
来：“享”可以一窥古人建筑的富丽
堂皇；“丧”可以看到农事采桑的辛
苦；“安”引申到女性的性别文化；

“床”看出古人睡眠与死亡的思维观
念。这些文字是文化的显性体现，
代表着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高度。

许进雄从甲骨文入手，其实是
在告诉我们，文字背后所蕴含的最
大意义，就是承载古人智慧与文明
进程的广阔图景。

本报电 （记者张鹏禹） 近日，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组织编写的 《共
识教育十八讲》《中华文化“十个
讲清楚”教学大纲》，由中国出版
集团旗下研究出版社出版。

《共识教育十八讲》 精选了中
央社院面向民主党派干部培训的

“五史合一”“五大建设”和“大
统战”三大教学模块的 18 门优秀
课程。其中“五史合一”教学模块

涵盖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中国近
代政治思想史、中共党史、中国民
主党派史、中国政党制度史课程，
通过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中西
对比，深刻阐明“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最大共识的历
史文化基础。

《中华文化“十个讲清楚”教
学大纲》是中央社院中华文化“十
个讲清楚”教育培训项目教研成果

的结晶，旨在面向民主党派成员、
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等
10类统战群体讲清楚中华文化的核
心要义和历史根基，以文化认同促
进政治共识。

以模块化教学改革和“十个讲
清楚”教培项目为基础，近年来，
中央社院积极建设共识教育核心课
程体系。

目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已建
成近60门核心课程，以政治共识教
育为核心、以文化认同教育为基
础、以能力素质培养为重点的教学
布局日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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