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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樊希安《坚守与探索》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陈原先生说：只用对出版业的贡献评价张元济是不够的，其实张元济先生身上“包

含了中国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一种传统”。我顺着这个思路理了一下，从孔子那个时

代整理出版《诗经》《春秋》等经典著作开始，到近代的出版，都是把国家民族的兴旺发

达作为思想传承的主脉。陈原先生这段话，是说评价张元济先生和商务印书馆不能光

从出版和文化的角度看，还要看对民族、对国家的贡献。樊希安《坚守与探索》这本书

提出了一个大课题，中国出版坚守什么？探索什么？在改革开放和传播技术革命、媒

体融合发展这样一个大时代，人类知识发生了革命，生产知识的不只是人，还包括了机

器，包括了智能。现在生产传播的快餐文化，97%是机器生产的，真正有思想有内容的

在出版社、主流报刊、广播电视上的仅占3%。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版需要坚守什

么？我们的发展迎来了机遇，也遇到了挑战。 ——柳斌杰

■柳斌杰（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

十多年前针对改革争议我曾提出几

个问题：我们出版要坚守什么？我们出

版 要 改 变 什 么 ？ 我 们 出 版 要 改 革 什

么？我们的出版要创新什么？从体制

改革、机制转换，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个

问题。我们面对现在的形势，出版界始

终要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对这些重

要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既要

以实事求是、科学的态度去探索研究，

也要积极参与变革的实践。樊希安出

版论集恰恰谈的是坚守和探索的问题，

这个题目非常有现实意义，所以我们要

一起思考。

樊希安不仅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理想

主义者，又是一个实干家，比较务实。我

看了他多数的文章，都是结合工作实际，

系统研究三联书店的历史、文化、传统，从

邹韬奋到后来历代出版家的情怀，讲出版

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关系，实事求是

地对出版改革做了很多探索，也做了大胆

的创新。

出版家的贡献体现在哪里？

我们出版界传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

文化，首先要高度重视出版家、优秀记者

的历史活动和实践。我们的思想、历史传

承，出版家、记者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

历史长得很、历朝历代做的事情多得很，

但只有进入记者笔下记录里、出版家的视

野里才能上了书、留在历史上。中国历史

上多少人？现在历史上能查到名字的人

不超过5万人，其他人哪去了？没有进入

出版家的视野，没有记录。出版家的贡

献，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出版家在一生的实践中，从选题、编

辑、审稿工作中间体现他的文化价值观，体

现他的理想追求，这是非常明显的。解放

军出版社的黄涛是很了不起的出版家，“文

革”期间冒着生命危险把老红军所写的战

争亲历记录收藏下来，他和老伴、女儿花了

半个月在院子挖了一口井，把东西藏到那

里，保存了史料。黄涛为什么这样做？为

了真实地记录共产党的历史，而不是被没

收销毁了。改革开放以后黄涛把这些稿子

拿出来，编成了《星火燎原》续集。在复杂

的时代为我们出版做了榜样，坚持真理、传

播真正的历史，这是出版家非常高贵的品

质。还有范用等一批老编辑，一生坚持真

实记录历史，不允许任何人对事实进行篡

改、胡编滥造，这些出版家真正体现了出版

人的精神追求和使命，值得我们学习。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业发生重要变化，

也有一大批出版家追求新时代的出版在

改革开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作

为和想法使我们受到深刻教育，体现中国

出版家追求光明、传承文明的担当精神，

使得中国文化血脉世代继承下去、没有中

断，成就了中国的历史、文化、精神、传统，

这是出版家的特殊作用和地位。我们一

定要在任何时候都记住这些精神，出版家

无论退休的、在单位工作的，都要继续发

扬这种精神，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许多

出版家退休后出了大作品，真是奋斗一

生，值得学习。

出版业作为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普

及知识、传播真理、资政育人的重要行业，

是一切文化发展的基础，是一切社会文明

演进中不可缺少的知识力量，所以一代一

代人都要造就自己的出版家，用我们的知

识来照亮人类文明，我们的责任非常重

大。出版家任何时候都要坚守自己的文

化精神、价值追求，实事求是地记录历史、

传播真理，这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最主

要品质，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出版家要坚守什么？

出版家要坚守什么？我看主要是坚

守出版精神，从古到今中国出版所形成的

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包含：

一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历

史、对待人物、对待现实都要坚持实事求

是的科学态度，不然你记下的东西会是伪

的、假的，不符合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

二是有追求真理的担当勇气。传播

真理、记录真理，要有担当的勇气。我们

今天所说的那些经典，没有一个是在当时

不被禁止的，这一点启示了我们出版人要

有一种坚守精神和深邃的眼光。我非常

支持人民出版社以黑皮书的方式把历史

材料记录下来，一些事情我们当代评价不

了，可以留给后人评价，出版家应该留下

这些东西，这就需要担当。

三是有心系天下的人文情怀。我们

现在有的出版家视野还不够开阔，我对中

信出版集团提出要有国际视野。为什么

我国出版的图书在国际上影响不够大、传

播不广泛？原因之一是缺乏国际视野、人

类情怀，不像《时间简史》这类出版物关注

的是人类情怀，而中国是全部记录自己的

事情，这要开始改变。你要在世界上产生

影响，必须引起全世界的共鸣，吸引各国

人民来阅读我们的书，这就需要全球视

野、人类情怀，这一点我们还须努力。

四是高度重视文明互鉴的全球出版。

文明是多样性的，特别是中国人现在了解世

界多样文明的热情非常高，现在很多外来的

其他文明样式传播的书非常畅销，原因就是

文明互鉴。所以我们出版家要像100年前一

样，100年前主要是科学、知识方面的“西学

东渐”，现在在人文领域、社会领域要借鉴全

球文明的创造，扩大我们文明对话的范围，这

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亚洲文明大会

上一再强调的，与不同类型文明的对话，加强

沟通，以对话代替对抗，建设和谐地球。

出版业要改变什么？

出版业要改变什么？要改变我们的

思维方式，使我们思想跟上时代。出版业

往往困于传统的思维定势，只是盯着纸、

盯着书，这是不够的，现在纸变成屏、变成

网、变成数字了，不能光盯着纸，也要吸收

其他的业态形态。

一是产业变了，阅读场变了，70%的人

转到数字阅读场了，不在网上就在屏上，

5G以后这种现象还要加速。现在从试点

城市的现实情况来看，已经更加吸引人往

网上和屏上走。这个场变了，我们要跟着

这个场来变，因为你是知识源头，你有这

个优势，将来为新的阅读场提供我们需要

阅读的内容，而不是现在的状况。现在是

什么状况？新媒体、互联网是没有作者

的，它也是不要作者的，它是用大数据来

筛选，这一点一定要看清楚，思维要转变。

二是技术也变了，我们对出版的流

程、业态、产业链的思维也要变。

三是服务的模式变了，过去我们是卖

书、卖光盘，现在你要卖知识。知识服务作

为出版的最高境界，将来出版能够占领高

端的就是知识服务，因为这么多渠道都需

要知识。这点发生了大的转变，由原来的

卖书、出刊，转向知识服务。不管是书上、

屏上，还是在网上，什么地方都是知识最重

要，因为读者需要的是内容、知识、信息。

以智能出版为例，我们去年有270多

种智能出版产品，在江西世界VR产业大

会上展示的我全部都看过了，外国的也看

了。智能出版的仿真技术、虚拟空间、文

化情境的建模等产品都是我们书上来的，

但是智能出版赚大钱了，我们纸上的没赚

钱。将来我们的知识也得用新技术呈现

出来。像现在传播最广的微视频、抖音排

世界传播前三位的两个样式，我们书里包

含了多少？一本书中就有成千上万个，把

这个东西拿出来是最大的财富、最大的知

识，但是我们现在没做出来。

四是经营思维方式也要转变，现在多

功能阅读空间，多种阅读平台、多种阅读

方式都是经营的平台，出版业的链条要往

下延伸。你是高端的、是知识的源头，有

权支配产业链下游，不能只限于做书卖

书，要延伸服务。

当然，相应的管理思维也要转变。现

在是融媒体、全媒体、智媒体的时代，过去

是人找信息，现在是信息找人，已经是传

播时空全覆盖了，24小时都有了。在这种

情况下，管理思维要发生变化，不能还是

原来那套模式，最初级的办法都不能解决

未来知识传播的问题。所以大家可以想

象将来的知识传播方式，我们出版界要用

这种思维方式占领制高点。

新闻出版还要改革什么？

出版改革了十多年，主要集中在体

制机制转换上，实际还没最后完成，到明

年底全部改革要到位。所有国家出钱注

册的文化机构全部都要转成企业，财政

部和中宣部的文件已经下发了。作为行

业来说，政府要求我们做什么？要落实

到位。

一是要做融合发展的改革，现在融

合发展之所以做不下去，是体制不顺，一

部分是民营机制上发展起来的，一部分

是国有资本创办的，双向进入上有政策

限制，所以融合起来是比较困难的，我们

要进一步改革，创造融合发展的条件。

第二项改革是共享，我们出版界和

互联网平台终端将来有个共享的机制，

共同享受市场、享受发展的红利，发展共

享经济的政策办法要改革。

第三项是企业内部要建立命运共

同体，国有企业这次改革为什么要求

全员持股，高层持股，就像中石油、中

石化都是这样，要搞成混合所有制。

这是几百年来的经验，资本主义劳资

危机为什么少了？就是命运共同体发

挥了作用，职工是员工，也是股东，这

样就不罢工、不闹事、不破坏，缓和了

矛盾。现在大型国有企业借鉴这一改

革，我们出版将来也要往这个方向发

展。企业共同体，这是体制方面改革，

要让企业的员工变成真正的主人，与

领导、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不能一张

纸任免就跟企业没关系了。这一轮国

有企业的改革主要是解决混合所有

制，提升员工、管理层的积极性，与企

业同呼吸共命运。即使你离开这个企

业了，你还关心这个企业的发展，你的

子孙后代还能享受你的股份，这是体

制方面的改革。

最后，在机制转换方面主要是四点：

一是出版导向的引导机制，正如我们这

些年探索的，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主要

出版机构要完善这一机制。二是有对企

业行为制约的机制，有政府的、有党组织

的、有企业自身的，对我们的行为规范、

制约。三是奖惩激励机制。四是人才机

制，现在国有新闻出版业机构面临的最

大问题是人才危机。我们传统出版机构

要吸引人才，就要有新机制，这是我们在

改革方面应该着重探索的。

出版创新问题

现在出版已经是迭代发展的态势，五

种形态都有，纸、电子、网络的、数字、大数

据全都有，并没有说这个形式把那个形式

代替了，它是迭代发展、同时发展。我们

要注重出版界多种业态的培养，让它融合

发展。我看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几本智能

书，打开书有文字、有图片、有说的、有唱

的，电视的场景全部在里面，完全是新样

态，打开书，想看文字看文字，想看电视现

场就看电视现场，都在一本书里面，这就

是融合的产品，我们要注重融合的新技术

新产品。

产品形态要融合，出版业态也要融

合。现在固态、数字、智能等各种形态会

同时出现，交叉发展的技术不会少了哪一

种。传统纸质书阅读起来最简单，有光就

行，既不要电池，也不要设备，这是人类最

伟大的创造，阅读起来很方便。纸质书在

现实中的弱势是过于厚重，不能和读者对

话，结果不能及时反馈，利益链不能延

伸。新的业态就不一样，IP经营利益链是

延伸的，纸质书延伸不了，顶多就是版权

转让。优势当然是方便、干净、卫生，有太

阳、有光就能看，所以要注意业态交叉，多

样发展。

出版为所有平台服务的问题，这是我

们下一步要创新的。我们有优质资源，有

知识创造的能力，源头在我们这里，那么

我们就要构建一个知识服务的体系，为所

有的平台服务。如果这几条做到了，出版

一定是站在高端上，一定是高质量的知识

源泉。所以出版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今

后还会是这样，这点是不会改变的。

中央出版机构还要探索未来出版的

灵活模式，现在还没有一个很成功的经

验、典型，我们要探索。中信出版集团刚

刚上了市，中信在内容上视野是很开阔

的，业态形态方面也做了些探索，我建议

他们全面建立全新的出版模式，专门跟他

们谈了这个问题，支持他们探索新的模

式。也希望一些大社名社也在创新上下

点功夫。

另外，我们要探索全球共享出版的

模式，中国正在走向世界，全球出版模式

怎样影响全世界，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中

央出版机构有条件进行这方面探索。希

望大家像樊希安同志那样，既搞清楚自

己要坚守的，也要坚持探索创新，继续保

持中国出版业在中国文化行业里的引领

地位，在全球出版领域也发挥我们的主

导作用。

国际出版业对我们非常看重，他们认

为现在的出版已经是中国的世纪，如果离

开中国的出版，就不是国际出版了。国际

版协组织三任主席都跟我们表达过这样

的看法。我们影响力也开始增大了，但是

真正产生影响力的不是我们的规模、不是

我们的市场份额，而是我们的体制机制、

运行方式、技术创新上为全世界提供范

例。这是有追求的出版家应该探索的，要

有樊希安同志的精神，要思考、要探索，把

我们的激情热情转换成为发展中国出版

业做贡献的动力能力。

（本文根据作者在樊希安《坚守与探

索》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已经

本人审定）

（上接第1版）

总体来看，今年书展呈现八大亮点。

一是八大展馆各具特色，展会规模再

创新高。本次书展同时集合三大行业盛

会，展览总面积达 10.68 万平方米。将有

来自95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家展商参

展，现场将展出30多万种全球最新出版的

图书，举办1000多场出版文化活动。

二是主题出版唱响中国旋律，特色展

区共庆祖国70华诞。由国家新闻出版署

主办的“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精品出版物

展”占地面积达1000平方米。北京市委宣

传部也推出了新中国70周年出版成果主

题展区，集中展示首都特色出版成果。

三是重大活动汇聚各方英才，共襄盛

举擘画出版未来。书展期间，将举办第13

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2019北

京出版高峰会议、罗马尼亚主宾国开幕暨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成立70周

年开幕之夜等重要活动。此外，还将举办

2019BIBF童书（北京）论坛、版权经理人沙

龙、“一带一路”10+10 圆桌会议、2019 年

印刷出版文化国际研讨会等多场专业活

动，以及多场阅读推广活动。

四是大牌展商持续增长，书展国际范

儿显著增强。本届书展参展国家和地区

达 95 个，共有 30 个“一带一路”国家参

展。参展海外出版机构达1600家，国际展

商比例达61.5%。今年BIBF还新增45家

海外品牌出版企业，世界出版50强的日本

集英社和世界三大动漫巨头之一的 DC

COMICS将首次亮相。

继 2016 年参与东欧 16 国主宾国后，

罗马尼亚今年再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加

BIBF，主题为“罗马尼亚——一书之遥”。

主宾国展台总面积300平方米，将有20多

家出版、文化单位，及部分作家、艺术家代

表参展。

此外，时值澳门回归20周年，由澳门

特区政府文化产业基金支持、澳门文化公

所主办的澳门馆将首次亮相BIBF。

五是融合发展彰显新态势，5G+开辟

阅读新篇章。备受关注的5G技术将首次

亮相BIBF——中图总公司联手中国联通

和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学院，特别设置

“5G 新阅读”展区，重点展示 5G 时代“万

书互联、人书互动、纸电融合、人人阅读”

的未来新阅读应用场景。此外，图书节还

设置了数字阅读展区。

六是强调阅读体验并重，打造多重感

官享受。专业童书馆展览面积达2万平方

米。第5届BIBF绘本展以“打开绘本看见

世界”为主题，面积达2500平方米。面积

达 1.26 万平方米的文创馆和阅读体验馆

也是书展一贯保持的特色。

七是突出地方文化特色，充分展示首

都出版风貌。北京国际图书节总面积1.2

万平方米，设置新中国 70 周年出版成果

展、实体书店街主题展区、世界园艺自然主

题展区、“一带一路”出版物国际展区、传统

文化体验展区、冬奥主题展区、文创主题展

区、中轴线主题展区、北京发行集团展区、

木艺制作主题展区、数字阅读展区、首都版

权产业展区等十余个主题展区。图书节期

间还将开展名家大讲堂、“百家千场”系列

阅读活动、“云畅读”主题活动、图书节进社

区、北京书店之夜等系列主题活动。

八是纳入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百场

大众阅读活动推进全民阅读。今年BIBF被

纳入第7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活动，为吸

引市民阅读，书展携手《中华文学选刊》首次

推出BIBF文学沙龙口袋读本《万有引力》，

收录5位青年作家主题原创小说，在北京市

内书店及书展现场免费供公众取阅。此外，

书展期间还将推出一系列惠民举措，促进全

民阅读，切实让市民享受到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