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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溺爱》聚焦财商教育 提供财商培养实操指南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中信出版集团近日将推出以财商教育为主题、连续3年荣登美国

亚马逊财商教育畅销榜的亲子家教书《反溺爱》。该书以为中国家庭提供财商启蒙的实用

指南为定位，通过9堂家庭财商课教会孩子财富的知识、幸福的学问。

在今天这个高度物质化的世界，“钱”成为家庭中备受关注、无法回避的话题，但该如何

跟孩子谈钱却让家长无比头疼。《反溺爱》试图纠正一个认知偏差：家长以为钱最容易宠坏

孩子，困惑如何教孩子花钱，不好意思与孩子谈钱，但其实钱是中性的，且是一种重要的教

育工具，可以用来培养孩子的价值观和优秀品格。

在《反溺爱》中，作者罗恩利用自己专栏作家的身份，广泛搜集读者和粉丝的财商教

育好点子。书里给出了几十个财商培养的好办法和小建议：三个储蓄罐零用钱管理法、

“需要”与“想要”清单、超市预算法、“趋利避害”原则、快乐产出比原则、杜威原则等等。

在随书附赠的《名家导读×亲子练习》别册中，就将书中提到的实操性较强的方法和特

别值得关注的指导原则整理了出来，并集结了5位教育、理财专家的专业导读，有很高的

实用价值。 （张）

《反溺爱》[美]罗恩·利伯著 林丽雪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3月版/定价：58.00元

引进原创同发力 自经典向新锐延展

在本土原创相对“势单力薄”的现状下，

引进、原创双向发力是出版社构建科幻文学

产品线必然要采取的思路。好在随着本土

原创科幻近些年的发展以及整个出版圈培

育原创势力的大趋势，近年科幻文学领域的

原创势力也在不断壮大，势头向好。人民文

学出版社、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文艺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等都是坚持精

品科幻出版的代表。

早在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出版了

在国内科幻界影响巨大的《飞向人马座》，

2012年开始，人文社建立了科幻奇幻悬疑等

多条产品线，发掘高质量的作品作家。该社

近期推出的新锐科幻作家刘洋作品《火星孤

儿》也因这波科幻热潮有了更高关注度。

趁着电影热度，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及

时推出了封面取得电影独家授权的《流浪地

球》同名原著科幻小说集，收获不少关注。

科幻板块一直是川科社着力打造的重点特

色品牌，“中国科幻基石丛书”“新视界科幻

系列”、王晋康力作《逃出母宇宙》《天父地

母》等原创力作及“世界科幻大师丛书”“世

界流行科幻丛书”等国外顶级科幻作品都是

其长期耕耘的成果。

上海文艺出版社做科幻经典的传统也

由来已久，该社1982年就出版过选目颇为经

典的“外国现代科学幻想小说”。除了引进

国外经典之外，该社原创科幻产品系列囊括

名家经典和新人新作。名家方面，这几年陆

续推出的华语科幻代表作家韩松的“医院”

三部曲——《医院》《驱魔》《亡灵》得奖众多；

新人作品方面，陆续推出了一批80、90后作

者的科幻长篇，80后作家麓麓的《幻境之镜》

近期即将面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自2017年起，除推

出刘慈欣的小说集《朝闻道》《刘慈欣经典》、

郝景芳多本作品集之外，更为注重推出新锐

原创科幻作品，目前已经出版“中国原创科

幻文丛”第一、二辑，共计11册，第三辑正在

编辑中。

将科幻文学作为战略产品线，陆续出版

了“银河帝国：基地”系列、《沙丘》《美国众

神》等超级畅销书的读客文化，目前基本囊

括了世界科幻三巨头阿西莫夫、海因莱因、

克拉克的一系列代表作品。与此同时，读客

自前年着手培育原创科幻板块，已推出《AI

迷航》等原创作品。重庆出版社、作家出版

社等也陆续有科幻文学作品出版。

MOOK图书和科幻教材彰显突破

一批时效性、灵活性更强的 MOOK 图

书出版为科幻文学带来了新的突破契机。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八

光分文化联合引进并推出美国著名科幻

MOOK杂志《银河边缘》，并在美国世界科幻

大会上首发，该系列同时刊载精彩的西方经

典科幻小说和中国的原创科幻作品，是云集

几十位雨果奖、星云奖获奖大师的科幻经典

丛书。同年，未来事务管理局推出了MOOK

《时间不存在》，此前已有上海文艺社的

MOOK书“九州全民幻想”等。

而让出版人愈加重视科幻文学的契

机显然还有科幻教育在国内取得的标志

性 进 展 —— 科 幻 教 材 出 版 已 被 提 上 日

程。据悉，由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

象力研究中心组织研发的覆盖小学至高

中阶段的国内第一套科幻教材《科学幻想

——青少年想象力与科学创新培养教程》

将很快面世。

少儿科幻成独立品类热闹不断

在刘慈欣等作家作品促成近年科幻升

温的同时，童书市场也掀起科幻热潮。刘慈

欣等名家先后面向孩子推出原创或改编作

品，不少童书出版机构有专门的少儿科幻产

品线及品牌，少儿科幻已成为一大热门细分

品类。除了“张之路科幻星球”“小鱼大梦

想”“星新一少年科幻”等套系外，安徽少年

儿童出版社专门打造了“时光球”这一科幻

作品旗舰品牌，“时光球原创少儿科幻小说”

目前已出版3册。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神秘岛与科幻文学出版更是渊源颇深。

2016年1月，品牌成立后出版的第一套书就

是“刘慈欣少年科学科幻小说”系列。此后，

少儿文学中细分出少儿科幻产品线，“刘慈

欣少年科学科幻小说”系列、“杨鹏精选少年

科幻小说系列”是重点产品代表。大连出版

社除了打造《校园三剑客》这一少儿科幻畅

销书之外，也通过“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

学作品平台，推出系列少儿科幻作品，成就

一批新锐作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人

文社将引进英国著名科幻作家布

赖恩·W.奥尔迪斯的代表作《海利

科尼亚三部曲》、美国科幻作家丹

尼尔·F·伽卢耶的《黑暗宇宙》、星

云奖科幻大师哈尔·克莱门特的

杰作精选《克莱门特短篇杰作选》

等经典科幻作品。出版包括科幻

作家刘洋的新作《火星孤儿》以及

宝树的《时间之墟》（新版）在内的

原创科幻佳作。

上海文艺出版社：除引进海

外经典之外，2019年将会推出由

宋明炜创作的描写中国科幻新浪

潮的科幻理论书以及80后作者麓

麓的《幻境之镜》等原创科幻文学

作品。《幻境之镜》描写一段不为

人知的发家史的同时，也是一部

奇诡跌宕的“书中书”，精神病人

和药剂研制者的传记交错叠迭，

虚构幻境与真实世界相生相克，

互为倒影。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

年，“中国原创科幻文丛”将推进到

第五辑，至此累计约30个品种。该

系列包括三方面亮点：一是原创

性，这是对中国科幻热潮的有力呼

应；二是充满时代感和中国元素；

三是作为一个以多位作者合集为

主的文丛，其中相当多作者是首次

有科幻作品被正式出版，对新生代

作者的鼓励激发直接促进中国科

幻的创作、编剧、评论等人才培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神秘

岛：2019年，神秘岛少儿科幻产品

线将推出引进自美国兰登书屋的

“太空旅行者”少年科幻小说系列

以及“刘慈欣少年科学科幻小说”

系列第二辑。“太空旅行者”少年

科幻小说系列是美国兰登书屋集

合多方力量重点打造的一套6本

的少儿科幻小说。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时光

球”作为安少社少儿科幻作品的

旗舰品牌，邀请了“银河奖”“星云

奖”等重量级科幻大奖得主，为青

少年打造经典与新鲜并存的原创

科幻作品。已出版3册当代科幻

领军人物之一吴岩的经典作品。

作为开放套系，2019年该系列将

会继续推出，预计此后每年增加

5~10部。

读客文化：科幻文学是读客的

战略产品线，世界科幻三巨头阿西

莫夫、海因莱因、克拉克的代表作

品到现在基本都被读客引进。

2018年，读客策划了第一部关于

人工智能的科幻小说《AI迷航》，该

书在国产科幻新人新作领域去的

较好市场成绩。2019年读客即将

出版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和

一批国外最新优秀作品。本土科

幻领域，《AI迷航》第三部大结局近

期也将面世。此外，还将推出一批

青年科幻作家的原创作品。

就记者的采访情况看，《流浪地球》电影

爆火对图书市场的带动显然毋庸置疑，出版

社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一“蹭热度”营销的契

机，于是，大批出版社官微发出借电影热度

推介科幻产品的推文，出版圈春节档也因此

热闹起来。但多位受访人表示，就销售数据

来看，这种带动更多集中在原著小说及刘慈

欣作品，同类科幻作品关注度虽有提高，但

并未进一步反映到市场。

在江苏凤凰文艺社文学出版中心主任

李黎看来，刘慈欣的出现直接改变了科幻文

学在国内的低迷情况，随后郝景芳紧随其

上，此外还有陈楸帆等多位实力派科幻作家

作品不断涌现，本土原创科幻文学出版“小

高潮”在2017年后就已经开始启动。《流浪地

球》电影既是顺势而为，也是一个起到极大

促进作用的里程碑。

热闹背后的冷思考是需要研判市场、提

前把握动向，而作品断层、新人新作乏力、读

者培育不到位等问题亟待解决。人文社当

代文学编辑部主任赵萍表示，虽然这种热闹

可能会使更多创作者进入科幻文学领域，更

多出版人关注该板块，但后劲乏力这一问题

仍然突出。就算是刘慈欣的作品可能也只

有《三体》《流浪地球》等有外部条件带动的

才能更为火爆。因此，关注度会有，但立马

涌现大批成熟作者作品、呈井喷式爆发不太

可能，良性循环的市场机制需要循序渐进的

培育与推进。

“科幻文学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好

的作品也无法催熟，今年更多是个开端，而

不是一个高潮。”读客文化资深IP策划侯言

言也提到，除了刘慈欣、郝景芳、王晋康、韩

松等作家作品，原创科幻市场基本断层，

2019年这种情况会有所好转。

截至2月15日，当当网小说畅销榜前10

种图书中，刘慈欣作品有5种，占据了半壁江

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青少分社策划总

监陈显英在观察相关图书市场表现后也有

了大致判断。大众对其他科幻作家及作品

的关注和谈论有了大幅提高，但转化成图书

的销售需要时间的发酵。除了创作者、读者

热情的提升，电影资本投入、周边产品开发、

科学技术创新等都将促使本土原创科幻文

学出版迎来小高潮。

上海文艺社文学室编辑于晨也觉得小

高潮会出现，且近几年原创科幻文学作品质

量提升明显。至少科幻选题的通过率会提

高，起印量会加大。但持续的时间、达到的

高度，则要考量大环境和具体作品质量。

综观少儿科幻出版的市场现状，安少社

科普科幻编辑丁倩对“重复化”问题表示忧

心。刘慈欣火了后，市场上便出现大批刘慈

欣相关的少儿科幻产品，“特色化”相对缺

乏。在她看来，一味绑定名人 IP，市场是不

会进步的。这也是安少社打造“时光球”这

一科幻旗舰品牌的初衷。此外，一些作品为

了热度强行打上科幻标签，使得这种高潮可

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乐观，优秀的作品需

要擦亮眼睛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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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简称“川科社”）坚持

走“专、精、特”的发展之路，坚持品牌立社，不断

提升特色出版品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科幻板

块是川科社着力打造的特色、重点品牌。近年

来，我社出版了一大批国内外顶级科幻作家及

国内新生代优秀科幻作家的一流作品，获得了

业界和读者的高度认可。

在本土原创精品方面，川科社推出了“中国

科幻基石丛书”“新视界科幻系列”等，其中包括

我国科幻小说“第一人”刘慈欣的经典之作《球

状闪电》《梦之海》《带上她的眼睛》等，与刘慈欣

并称为我国科幻“双雄”的著名科幻作家王晋康

力作《逃出母宇宙》《天父地母》等，新生代科幻

作家江波的《银河之心》《机器之门》《湿婆之舞》

等；在引进版的国外顶级科幻作品方面，“世界

科幻大师丛书”“世界流行科幻丛书”中，囊括了

世界科幻三巨头中的两巨头——罗伯特·海因

莱因和阿瑟·克拉克的作品《双星》《傀儡主人》

《月海沉船》《天堂的喷泉》等。

这些作品获得了业界和读者的高度认可，

也斩获了诸多国家级和行业内大奖。川科社

出版的《〈三体〉中的物理学》《天父地母》《机器

之门》均登上了“中国好书”月榜。《〈三体〉中的

物理学》还荣获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第4

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等。

《天父地母》入选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

民阅读办 2016 年度“大众喜爱的 50 种图书”，

荣获了第 5 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

品奖等。在 2018“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的评

选中，川科社有《星际谜谍》《宇宙涟漪中的孩

子》等 6 种图书获奖，是该年度评选中获奖最

多的出版社。

长期以来，科幻作品在整个文学创作上

是比较小众的。之前，刘慈欣和郝景芳先后

斩获科幻最高奖项“雨果奖”，王晋康的《天父

地母》登上中央电视台“中国好书”栏目等，的

确给科幻图书市场增添了不少的热度。科幻

电影《流浪地球》的热映，也会让更多的读者

关注科幻作品，激励更多的作者来进行科幻

创作。川科社将继续在科幻出版这个“小圈

子文学”中努力耕耘，为广大科幻迷奉献更多

更好的作品。

川科社：在科幻“小圈子文学”里努力耕耘
■钱丹凝（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 ■程佳月（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副社长）

《流浪地球》
（上接第1版）

在当代文学出版领域浸润多年的

赵萍认为，原创科幻文学发展受平台

所限，与奇幻等类型文学相比，精准找

到读者的能力较弱。创作者和出版人

应在产品、读者运营上下更多功夫。

接连操盘了韩松的“医院”三部曲

等原创科幻佳作，于晨一直把科幻选

题放在文学类的大背景下操作，注重

对整体文学性的高要求，在她看来，编

辑在实操过程中，还要注意科技架框

方面一些门类的基本要求。

“很多作品存在构思庞大但笔力

不够、知识不足的情形，容易拉低科幻

作品的成色，呈现的不是想象力而是

想象力的匮乏。”李黎对原创科幻文学

出版的问题直言不讳。科幻小说本质

是小说，需具备小说的细微和精妙。

作为资深 IP 策划，侯言言看待问

题的角度会时刻注意贴合市场。从

策划角度来说，选择和大众息息相关

的，大家愿意去关注和讨论的相关设

定和题材是前提，其次是对稿件质量

的把控审核、与作者的沟通，“做完一

个项目最大的经验就是对市场的敬

畏心，要做大量的前期阅读积累和市

场研究，再根据市场反馈不断去修正

失误。”

少儿科幻作品打造的高要求需

要出版人以专业素养为孩子的想象

力负责。陈显英回忆刘慈欣少年科

学科幻小说”系列的编校过程时提

到，编辑在处理部分不适合青少年阅

读的情节和文字时，特别请著名物理

学家李淼解释其中的科学知识。为

增加青少年读者的阅读乐趣，在插画

上也花费了大量精力。“刘慈欣少年

科学科幻小说”系列第二辑的插画特

别敲定了《流浪地球》电影美术组作

为合作方，以期呈现更加精美的图画

和更宏大的场景。

少儿科幻作品的改编、创作过程

需要更长的周期和具有专业背景的团

队的支撑。编辑感觉科学素养有限

时，就需要请专家协同审读，并对价值

观进行严格把控。丁倩在编校中秉持

的观点是，好的少儿科幻作品应该传

递出积极中立的价值观，尤其是对于

技术发展的中立态度。

科幻文学产品序列渐成 原创任重道远
《流浪地球》带来的热

度让读者和媒体前所未有

地关注科幻文学尤其是本

土原创科幻文学。不过就

图书市场表现力来看，刘

慈欣一枝独秀，其他原创

作品“突围”状况并不理

想。在销售网站搜索科幻

图书，热门位置大多数被

刘慈欣作品占据，此外便

是郝景芳、王晋康、韩松等

知名作家作品，新人新作

冒尖儿难、断层明显。少

数出版精品科幻的出版

社，又以出版国外引进图

书为主。不过，好在这些

出版机构并未停止推动科

幻文学的努力，逐渐有意

识构建科幻文学板块产品

线，引进、原创双向发力，

注重新人新作挖掘。

热闹后或现小高潮“井喷式”爆发仍需时日
近几年本土原创科幻

作品的发展处于前所未有

的利好期，这个信号反映

在出版市场上，便是越来

越多出版机构和出版人关

注、入局科幻文学出版尤

其是扩大原创科幻选题规

模。但热潮背后，是科幻

文学仍不具备“井喷式”发

展条件的冷思考。

科幻文学出版门槛更高 亟待灵活运营机制
原创科幻文学出版的良性发展，除了需要作者、读者的热情，自然也少不了出版人的积极参与。谈及该类

作品的策划打造过程，多位受访者强调，科幻文学阅读、出版要求门槛更高，这种高要求会直接体现在产品制作

过程、编辑的专业能力及项目运营的细节中。

● 重点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