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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贵社对童书出版市场的变化有什么感觉

和认识？

■令人可喜的是，德国的儿童图书市场正在积极

发展，而青少图书仍然是发展很不稳定的一种类别。

我们狮子出版社按照目标群体进行分析并调整出版策

略，这些令人振奋的理念是狮子出版社取得成绩的主

要原因。

面对有现代感、精致插画、文字不太长的图书，孩

子的反应是：“这本书我喜欢看！”，而且他们会坚持看

下去。这样狮子出版社特别关注的阅读推广活动就能

奏效。我们希望让孩子倾心于阅读。

阅读是学业和个人发展的主要能力，它的重要性

在德国越来越明显，它已成为教育政策的一个特别关

注点。大约在50年前，狮子出版社就已开展阅读促进

活动，针对不同阅读水平的孩子开发“阅读狮子”系列，

陪伴他们的阅读时间。

“阅读狮子”系列图书讲述孩子感兴趣的、好玩的

故事——我们特别高兴的是，这套书在其他20多个国

家也受到欢迎。在中国，刚开始学习阅读的孩子也能

读到“阅读狮子”系列的图书，我们还针对5岁以上学

习阅读的孩子开展一些活动来进行阅读推广。

在我们看来，这是让孩子们从小就对阅读感到兴

奋的关键。目前，德国面临的情况是，许多学生不看

书，提高阅读能力有难度。2018年德国、奥地利和瑞

士儿童图书市场的成功发展，让我们对图书市场的未

来发展、成人图书的销量以及图书成为我们日常生活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充满希望。

□这一年你们社有哪些畅销童书？如何针对不同

的产品定位，制定线下和线上不同的渠道策略？

■我们的目标群体在数字阅读领域越来越活跃。

将元数据管理好，就能越来越容易地触达他们。同时，

读书在这方面正在失去它的重要性。

2018 年最成功的作品主要是关注社会的数字化

而且能够被社交媒体接受并进行推广的题材。同时，

图书拍成电影也给书店带来巨大的销售收入。他们组

织数字化主题的活动，进行数字化营销并通过区域连

接或提供个人荐书来树立自己的品牌——他们这样认

真面对读者，面对读者的爱好和兴趣。

书店确保图书能够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

意识到阅读作为教育与个人发展的关键能力的重要

性。狮子出版社最成功的图书都是面对不同的目标读

者与年龄群，如给年轻父母的一本DIY摄影专辑，让他

们保留对孩子成长的美好回忆。

另一个成功案例是关于不一样的小公主，或关于

勇敢做自己、改变世界的孩子和成人的非虚构故事。

目前来说，德国家庭很喜欢文字不太多、有大幅插画、

可以给孩子朗读的图书，以及鼓励他们习惯性地在晚

上给孩子朗读的图书，让阅读在家庭生活里建立起稳

定的维系。

此外，引发思考的“潦草”风格、拥有精致插图的童

书系列和一本关于人工智能的惊悚小说也很畅销，向

许多年轻人与成人阐明哲学问题。这是一本言简意

赅、扣人心弦、在国际上取得成功的故事书。不过，对

狮子来说，最成功的是一本适合各年龄层读者的、关于

脑部研究的惊悚小说。销量超过 10 万册的《丘脑》

（Thalamus）是2018年德语区女作家最成功的一本青少

年文学作品。

总体来说，德国整个图书市场上，线上的销售收入

没有超过实体书店的销售收入。这也说明组织活动以

及实体书店对于新书成功的重要性。

□目前微信等网络大V、电商的竞争日益残酷，不

断加大图书折扣幅度，导致出版社的盈利空间日渐萎

缩，有的童书出版社的线上销售收入占比已达 80%。

您认为，要巩固线下销售的份额，有哪些有效办法？能

否举一些实例？

■在德国，网上书店对图书销售意义重大，但是实

体书店能享受到政策和读者的支持。爱书的读者、作

家、插画家、版权代理、出版社、政界人物都为书店和阅

读造势，因为人们的阅读量不够。面对浩如烟海的新

书，专业的服务、积极的阅读推广、仔细选书与推荐文

学好书对于市场反应以及图书出现在日常生活中都是

有关键性作用的。

实体书店能够获得这些方面的支持，网店却更多

地考虑营业额。出版社在与零售商商量销售条件时也

要面对经济方面的压力，而这个压力他们不能转嫁给

作家或插画家。

如果题材流行而文字简单的图书在市场的影响

力太大，文学图书就会消失。语言能力也会受此影

响，读者阅读这样的图书，词汇量会减少，这是数字

化时代，图书和文学作品能够带给我们的。现在对

孩子依然重要的是，在年轻时候通过阅读有趣的故

事来确保他们对阅读的热情。而此时此刻，书店向

目标群体推荐图书最重要。年轻读者跟图书常常是

“一见钟情”。

□未来童书出版如何借力网络资源以及互动性、

即时性等方面特点，扩大读者群、密切与作者和读者的

联系并开发更受喜爱的图书内容？

■出版社通过数字化能得到更多机会并加强与读

者的互动性。互动的机会更多，跟目标群体接触得更

紧密就会让人更加认同，这也是相关读者群感到有意

思、有吸引力的地方。此外，网红们自己写书，并进行

网络推广，形成读者对图书与故事的需求。出版社会

单独为网红们设立一个出版品牌，凭借庞大的粉丝数

量以及与粉丝的密切关系，取得图书的巨大销售，促进

阅读的数字化。

目前来说，这种很密切的关系是成功与否的关键

因素，也给我们公司指明了方向。德国所有大型出版

社都会要求其公关部设立新的岗位，负责与读者、图书

博主和网红直接合作，宣传图书。“妈妈博主”和图书博

主对销售业绩的重要性也让我们看到数字化服务、个

人荐书和数字化题材有非常大的意义。

对出版社而言，读者对于图书提供明确的反馈，

可以帮助他们增强服务意识，针对读者喜好开发新

的故事，让他们热爱图书与阅读。我们积极利用这

个机会，努力开发与保持读者的阅读乐趣，因为我们

希望狮子的读者看到我们的图书后会说：“这本书我

想看！”

魏妮妮（LeonieWeidel）/译

小档案

狮子出版社1863年由弗里德里希·略文创立，是

儿童早期阅读的引领者，以陪伴好几代孩童成长的“阅

读狮子”系列享誉德国乃至世界。该系列分为4个级

别，由柯尼利亚·冯克（Cornelia Funke）等著名作家撰

文，目标读者是5~9岁儿童。该社从孩子兴趣出发，致

力于满足读者不断变化的媒介要求。

（特别感谢北京华德星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星为采访提供的帮助）

2019 年 1 月，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公

布了“2018年德国最美书”评选结果。共

有729本书角逐该奖项的评选。主办方邀

请14位专家担任评审委员会成员，围绕入

围新书展开了长达 7 天的讨论。评委对

参赛作品分“文学”“社科”“指南”“艺术”

和“少儿”5 类进行评选，每类评出 5 本获

奖书。最终，评审委员会选出25 本“德国

最美书”，并从中挑选出阿拉丁出版社

（ALADIN Verlag）出版的童书《面包会浮

在牛奶上吗？》，授予“德国最美书”金奖殊

荣，奖金 1 万欧元。该书由卡特琳·斯坦

格尔（Katrin Stangl）撰文并绘图，以其有

质感的内页带给读者不一样的触觉体

验。书中使用的淤青蓝、糖果红、蛋黄和

薄荷绿 4 种别致的颜色魔术般地层叠成

色彩明丽的调色板。纸页的白色在某种

程度上充当了第五种颜色。笔触在颜色

表面留下痕迹，推动着本就充满活力、延

伸至纸张边缘的“颜色游戏”。每一页的

手绘场景都仿佛出自孩童之手。场景下

方，大写的手写配文置于彩色条纹上，提

出诸如“可以把水坑里的水跳没吗？”等问

题。这听起来很有趣，但是从孩子的视角

来看，它们都是严肃认真的问题。整本书

实际是一系列日常实验，所有问题都会用

图片演示出来。

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负责人凯特琳

娜·黑塞（Katharina Hesse）在致辞中表示：

“今年的获奖书籍涉及的主题多种多样，外在设计

与内在内容也五花八门，各不相同。25本‘2018年

德国最美书’在外观设计、内容构思、印制装帧等方

面都堪称典范。评委在评选时还考虑了轻便、装

帧、耐用等因素。”

据悉，评选德国最美图书已成为出版业的风向

标，展现了德国图书制作的重要趋势和潮流。

（信息来源：德国图书信息中心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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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童书市场上网销渠道的折扣幅度越来越大，线上市场份额持续增长（有的童书出版社线上销售收入已高达80%），而出
版社的盈利空间不断被挤压。针对这一问题，记者采访了有150多年历史的德国童书出版机构——狮子出版社（Loewe），就“童书出
版商如何巩固童书的线下销售”话题分享该社做法。德国政府为实体书店提供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读者积极参与实体书店的阅
读活动，书店通过专业的服务、积极的阅读推广、仔细选书与推荐文学好书，让图书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受访者：弗雷德里克·弗森（Friederike Fuxen，德国狮子出版社版权经理） □采访者：渠竞帆（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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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西班牙出版商协会联盟发布了《2018年

西班牙阅读习惯报告》。报告显示，67.2%的西班牙人

在2018年读过书，同比增加了1.4%。

该报告收集了5000位受访者数据。结果发现，各

个年龄段、有不同教育背景的、进行休闲阅读的读者

数量增加，许多受访者却因没有空闲时间而没有养成

阅读习惯。

44.5%的读者表示，他们用两种或更多种语言阅

读，21.3%的读者经常阅读英文书，20.3%的人读加泰罗

尼亚语或瓦伦西亚语图书，4.2%的人读法语书，92.4%

的人读卡斯蒂利亚语图书。

越来越多的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现在都阅读数

字内容，这个比例占23.2%，6%的人表示只读数字版，

其余17.2%纸电书都读。

重度数字读者每年阅读13.2本书，而纸书读者每

年阅读11.2本书。数字读者的藏书量为269本书，纸书

读者的藏书量为230本书。有79%的数字图书是免费

的，只有21%的数字图书是读者购买的。报告还显示，

年轻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休闲时选择数字阅读的比

例增加。15~18岁年轻人中，33%的人选择数字阅读，而

10~14岁的青少年阅读数字内容的比例达37.6%。

14岁以上的受访者中，2.5%的人表示，每季度至

少听一本有声书。1.1%的有声书听众表示，每周至少

听一本书。14岁以上的青少读者，无论是阅读量还是

图书馆借阅量都出现下滑。

受访者表示，阅读有利于形成更开放和有包容性

的态度，帮助我们理解身边的世界。许多读者都是从

15岁开始爱上阅读的。

购书者中，女性读者比男性读者多。报告显示，

有67.2%的休闲读者是女性，男性读者更多地阅读报

纸、漫画、网站、博客和论坛。这个特点在25~39岁年

龄段人群中更加明显。女性读者认为阅读是一项让

人激动、让人快乐的事。男性则认为，其他休闲方式

更让人激动。

总体来说，休闲阅读和为教育进行的阅读，在10~

14 岁青少年中比例为 86.7%，在 15~18 岁人中下降到

75.8%。所有的年轻人都表示更喜欢在家中阅读。

（陆 云/编译）

威立与德国方面达成OA协议 推动学术研究与出版
1月15日，约翰威立国际出版公司（Wiley）与代表德国近700家学术科研机构的Projekt DEAL宣布达成合

作伙伴关系，双方将一起探索新的学术出版模式，促进科研人员通过威立的学术期刊创造并传播科学知识。根

据协议，双方签署一项为期3年、在德国生效的合作协议，Projekt DEAL所包括的近700家机构将可以获得威立

旗下1997年以来出版的学术期刊的阅读权限，同时，还可以在威立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开放获取文章。

据悉，威立和Projekt DEAL共同推出了3个新举措。一是创建一本新的开放获取旗舰期刊。该期刊将出版

来自国际学术界的顶级跨学科研究，并将成为探索新的开放获取出版模式的专属论坛；二是双方共建一支开放

式科学和作者服务开发团队，专注于创新和促进新的出版模式；三是双方将为年轻科研人员每年举办学术研讨

会，旨在促进年轻科研人员关于未来科学的前沿观点的交流。

威立科研执行副总裁茱迪·沃塞斯（Judy Verses）表示：“双方的伙伴关系和合作项目体现了威立对学术科研共

同体的承诺，双方将共同努力，改善和引领知识的发现和更广泛的分享。”德国大学校长会议前主席、指导委员会

发言人、DEAL项目负责人赫斯特·希普勒（Horst Hippler）博士表示达成协议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们实现了一

个核心目标：一个公平的定价模式，这将使我们能够以一种负担得起和可持续的方式获取科研成果。”

为达成合作，DEAL项目联盟背后的科学组织联盟成员——德国马普学会成立了MPDL Services公司。该

学会主席马丁·斯特拉特曼（Martin Stratmann）表示：“合作协议与德国马普学会多年来的努力相一致，旨在推动

学术出版的开放获取，投资探索现代科学出版模式，确保科学家的科研论文版权留在他们自己手中。”作为该项

目的一部分，Projekt DEAL将对大型学术出版商的全部电子期刊实施国家许可协议。 （陆云）

狮子出版社出版的“小冒险家塔飞提”系列的主人公人偶在德

国萨克森州首府费希塔市法特奥（Vatterodt）书店大受欢迎。

●环球资讯
西班牙阅读报告

读书人数增加 年轻人数字化阅读增多

●中外交流

1月28日，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公布

了备受关注的纽伯瑞奖、凯迪克奖及普林

兹奖获奖名单。

纽伯瑞金奖授予梅格·梅迪娜（Meg

Medina），获奖作品为《梅西·苏阿瑞兹的改

变》（Merci Suárez Changes Gears，烛芯出

版社 2018 年 9 月出版）。苏菲·布莱科尔

（Sophie Blackall）凭《你 好 ，灯 塔》（Hello

Lighthouse，由利特尔·布朗出版社2018年4

月出版）摘得凯迪克金奖。2016年她曾凭

借《寻找维尼熊》（Finding Winnie）摘得凯

迪克金奖。《诗人X》（The Poet X，哈珀青少

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的作者伊丽莎白·
艾斯维多（Elizabeth Acevedo）获得了青少

文学奖项——迈克尔·普林兹金奖。去年，

艾斯维多还凭借《诗人X》夺得2018年美国

国家图书奖青少文学奖。

纽伯瑞银奖授予维拉·希拉南达尼

（Veera Hiranandani）的《夜里的日记》（The

Night Diary，由Dial出版）和凯瑟琳·吉尔伯

特·默多克（Catherine Gilbert Murdoch）的

《 男 孩 之 书 》（The Book of Boy，

Greenwillow 2018年2月出版）。

凯迪克银奖授予4部作品，分别是：朱安娜·马

丁内斯-尼尔（Juana Martinez-Neal）的《阿尔玛和她

名字的故事》（Alma and How She Got Her Name，由

烛芯出版）、格蕾丝·林（Grace Lin）的《给小星星的

大月饼》（A Big Mooncake for Little Star，利特尔·布

朗出版）、布莱恩·莱斯（Brian Lies）的《蹩脚的补丁》

（The Rough Patch，Greenwillow 出版）、欧吉·莫拉

（Oge Mora）的《谢谢您，阿嬷！》（Thank You, Omu!

利特尔·布朗出版）。

普林兹银奖授予3部作品，分别是伊莲娜·阿诺

德（Elana K. Arnold）的《少女》（Damsel，哈珀·柯林斯

出版）、德布·卡里提（Deb Caletti）的《地球上一个身

体 里 的 心 灵》（A Heart in a Body in the World,

Simon Pulse 2018年9月出版）、玛丽·麦科伊（Mary

McCoy）的《我，克罗地亚》（I, Claudia, Carolrhoda

Lab出版）。

亲情、友情、成长、理解等词汇成为本届获奖作

品中绕不开的主题。《梅西·苏阿瑞兹的改变》讲述

了11岁的古巴裔女孩面对家庭、学校的压力，调整

心态，勇敢面对的感人故事。《你好，灯塔》描写了生

活在一座灯塔中的人们的生活，歌颂了灯塔指向的

那一片大海：看似永恒不变却始终暗流涌动。《诗人

X》讲述了纽约哈林区高二学生、非洲裔女孩席欧玛

拉·巴蒂斯塔通过诗歌了解世界的故事。《男孩之

书》讲述了一个流浪汉带着孤独男孩长途跋涉去寻

找与圣·彼得有关的七件宝藏的故事。

此外，该协会还评出新人奖、翻译作品奖、青少

文学终身成就奖等奖项。 （陆 云/编译）

●新闻速递

﹃2 0 1 8

德
国
最
美
书
﹄
揭
晓

趣
味
童
书
夺
冠

为更好地推广中国文学乃至文化，人民

文学出版社“潮166”品牌独辟蹊径，借今年1

月中国著名青年舞蹈艺术家王亚彬访问英

国国家芭蕾舞团之机，与伦敦合作伙伴——

圣保罗女中协商，邀请王亚彬到访英国顶尖

中学——伦敦圣保罗女中，讲述她如何通过

中国古典舞蹈艺术，阐释中国作家毕飞宇小

说《青衣》的文学脚本。王亚彬通过精彩的

英语讲座，介绍了她在舞蹈艺术追求的道路

上，如何用心用汗水寻求方向，为女中师生

带来一场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文学与艺术

的视听享受。

王亚彬是中国国家一级演员，获得过中

国许多重要舞蹈赛事的表演金奖。2017年英

国国家芭蕾舞团因制作新版《吉赛尔》和《她

说》，而获得奥利佛奖“舞蹈最杰出成就奖”，

王亚彬是《她说》的3位女性编舞之一。2018

年王亚彬与英国著名导演蒂姆·萨珀（Tim

Supple）合作，制作的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

在中国国家大剧院上映。王亚彬根据茅盾文

学奖作家毕飞宇小说《青衣》改编的同名舞

剧，一直是中国国家大剧院的经典剧目。

一位 12 岁的女中学生得知王亚彬的到访非常

兴奋。她说中文和舞蹈是她的最爱，想不到可以找

到一个汇合点，并说她以后要看每一场王亚彬的演

出，从舞蹈中感受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魅力。

圣保罗女中的副校长在听众席中认真倾听，到

场师生对王亚彬的讲座反响非常热烈，这是女中师

生第一次跟中国艺术家面对面交流，一位老师盛赞

王亚彬的分享“为享有英国顶尖中学盛誉却仍尚处

‘中国文化沙漠’的圣保罗女中带来了甘霖”。

继舞蹈艺术与中国文学的全新演绎之后，人民

文学出版社将于早春3月，再次带领中国非虚构文

学作家梁鸿远赴英伦，再次前往圣保罗女中进行中

国文学创作的分享。

随着“潮166”海外推广，中国文学的魅力，像蒲

公英的种子，飘落进更多海外著名大学甚至中学校

园，假以时日定可期待更多热爱中国文学艺术的花

朵盛开。 （刘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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