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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9年度中国大陆出版机构入藏品种排行榜101~132名  单位：种

2019 Report on Overseas Library Collections of well-known books from China

排名 出版社名称 2018 年度进入
海外图书馆品种

101
（3 家）

时事出版社 35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35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35

102
（6 家）

浙江古籍出版社 34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34

甘肃文化出版社 34

线装书局 34

春风文艺出版社 34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34

103
（5 家）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33

东南大学出版社 33

湖南人民出版社 33

湖北教育出版社 33

浙江摄影出版社 33

104
（4 家）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32

海南出版社 32

宗教文化出版社 32

金城出版社 32

105
（3 家）

福建教育出版社 3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31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31

106
（6 家）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30

海燕出版社 30

四川辞书出版社 30

文化发展出版社
（原印刷工业出版社） 30

中国检察出版社 30

三晋出版社 30

107
（6 家）

辽海出版社 29

苏州大学出版社 29

中国戏剧出版社 29

花山文艺出版社 29

河南大学出版社 29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9

108
（4 家）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8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8

时代文艺出版社 28

广州出版社 28

109
（4 家）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7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7

福建人民出版社 27

北京日报出版社 27

110
（5 家）

当代世界出版社 26

未来出版社 26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6

天津古籍出版社 26

百花文艺出版社 26

111
（6 家）

湖南美术出版社 25

西安出版社 25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5

中国和平出版社 25

哈尔滨出版社 25

南开大学出版社 25

112
（12 家）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4

中国统计出版社 24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4

海天出版社 24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4

广东旅游出版社 24

云南大学出版社 24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4

吉林大学出版社 24

黄山书社 24

齐鲁书社 24

中国商务出版社 24

113
（12 家）

陕西人民出版社 23

崇文书局 23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3

山东友谊出版社 23

华文出版社 23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3

安徽大学出版社 23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3

同济大学出版社 23

北京燕山出版社 23

三秦出版社 23

格致出版社 23

114
（5 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2

中国藏学出版社 22

红旗出版社 22

上海教育出版社 22

北方文艺出版社 22

排名 出版社名称 2018 年度进入
海外图书馆品种

115
（4 家）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1

当代中国出版社 21

远方出版社 21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21

116
（5 家）

岳麓书社 20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 20

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 20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

117
（11 家）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19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

四川美术出版社 19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

中译出版社 19

南方出版社 19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

煤炭工业出版社 19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

118
（6 家）

鹭江出版社 18

江西教育出版社 18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18

大连出版社 18

沈阳出版社 18

五洲传播出版社 18

119
（4 家）

科学普及出版社 17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17

中国发展出版社 17

中原农民出版社 17

120
（7 家）

海峡文艺出版社 16

广东经济出版社 16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16

中国妇女出版社 16

宁波出版社 16

广东科技出版社 16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6

121 中国商业出版社 16

122
（8 家）

辽宁民族出版社 15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5

天天出版社 15

外文出版社 1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5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15

中国书店 15

南方日报出版社 15

123
（14 家）

山东文艺出版社 14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14

西北大学出版社 14

南京出版社 14

东华大学出版社 14

中国方正出版社 1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14

中央文献出版社 14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4

中国画报出版社 14

立信会计出版社 14

中国社会出版社 14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14

云南美术出版社 14

124
（3 家）

安徽教育出版社 13

贵州教育出版社 13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3

125
（4 家）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2

中南大学出版社 12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12

吉林人民出版社 12

126
（9 家）

青海人民出版社 11

群众出版社 11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11

开明出版社 11

汕头大学出版社 11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11

济南出版社 11

江苏大学出版社 11

西泠印社 11

排名 出版社名称 2018 年度进入
海外图书馆品种

127
（12 家）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0

湘潭大学出版社 10

湖南大学出版社 10

广东教育出版社 10

广西美术出版社 10

辽宁大学出版社 10

中医古籍出版社 10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10

山东大学出版社 10

中国财富出版社
（原中国物资出版社） 10

新蕾出版社 10

宁夏人民出版社 10

128
（14 家）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9

陕西旅游出版社 9

中国摄影出版社 9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9

解放军出版社 9

中国质检出版社 9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9

中国旅游出版社 9

山东教育出版社 9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9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9

兰州大学出版社 9

群言出版社 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9

129
（9 家）

气象出版社 8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8

研究出版社 8

人民教育出版社 8

长春出版社 8

学习出版社 8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8

成都时代出版社 8

文津出版社 8

130
（16 家）

云南民族出版社 7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7

中国市场出版社 7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7

山西经济出版社 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7

中国计划出版社 7

辽宁美术出版社 7

中国宇航出版社 7

羊城晚报出版社 7

天津大学出版社 7

杭州出版社 7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7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7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7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7

131
（18 家）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6

中国中福会出版社 6

福建美术出版社 6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6

希望出版社 6

人民体育出版社 6

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 6

中国电力出版社 6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6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6

山东美术出版社 6

成都地图出版社 6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6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6

国防大学出版社 6

湖北人民出版社 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6

吉林摄影出版社 6

132
（15 家）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5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5

甘肃教育出版社 5

广西人民出版社 5

语文出版社 5

四川民族出版社 5

农村读物出版社 5

华龄出版社 5

中国税务出版社 5

山西教育出版社 5

远东出版社 5

延边大学出版社 5

武汉出版社 5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5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5

表3   2019年度海外馆藏最广的中文图书排行榜   单位：家

排名 书名 作者 出版社名称 入藏图书馆数量

1 早上九点叫醒我 阿乙 译林出版社 54

2（2 种）
天黑得很慢 周大新

人民文学出版社 52
候鸟的勇敢 迟子建

3（2 种）
失踪的总统 [ 美 ]Clinton Bill 等著 刘勇军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48

云边有个小卖部 张嘉佳 湖南文艺出版社 48

4 刻骨铭心 叶兆言 人民文学出版社 44

5（4 种）

考工记 王安忆 花城出版社 38

李敖自传 李敖 人民文学出版社 38

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 龙应台 湖南文艺出版社 38

小小小小的火 [ 美 ] 伍绮诗著 孙璐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38

6 十二个明天 刘慈欣、黄金原野、陈楸帆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37

7 你坏 大冰 湖南文艺出版社 36

8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林奕含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35

9 太空游民 刘慈欣 沈阳出版社 34

10 悲剧人偶 [ 日 ] 东野圭吾著 杨婉蘅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32

11（4 种）

白金数据 [ 日 ] 东野圭吾著 王蕴洁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30

无所谓 冯唐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30

河边的错误 余华 时代文艺出版社 30

双眼台风 须一瓜 浙江文艺出版社 30

由表1、表2的数据和排名可以发现如下三个层

面的问题：

第一，与去年相比，2019年度海外图书馆永久
收藏总品种数减少，这是连续第3年的下滑，但下滑
幅度有所放缓。

2019年度共有501家出版社的24168种图书进

入海外图书馆系统永久收藏，与2018年度相比，再

次下滑了589种，但下降幅度开始变小。（2018年度

入藏总品种为24757种，比2017年的29608种减少了

4851种。）

入藏海外图书馆品种的下降，原因与前几年一

样，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海外机构用户对于纸质图书的采购，特别

是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的图书馆，限于馆藏空间以及

采购经费的限制，一直呈现逐年下滑状态，因此客观

上进一步提高了对于中文新书品种在思想性、原创

性、不可替代性等方面的综合筛选力度。

二是中国大陆出版机构近年来控制图书新品种

数量，优化图书结构，使多年来依靠新品种拉动产业

规模的发展模式有所改变。供给决定需求，新书品

种总量减少，自然也影响了新书入藏海外机构图书

馆的总规模。

第二，新进入百强的出版社机构增多，其中尤以
地方出版机构表现最为突出。

在 2019 年度出版机构百强榜的名单中，有 7

家新进入 30 强，有 37 家新进入 100 强，新进入榜

单的机构数超过名单的三分之一，这既表明中国

出版机构在传统图书出版领域所表现出的活力，

也表明海外馆藏系统将眼光放到对中国地方文化

的关注上来。

如新进入30强的广东人民社2019年度有176种

图书被海外图书馆系统永久收藏，位列27名。

新进入百强的黑龙江科技社2019年度有93种

被海外图书馆学系统永久收藏，与外研社、北京出版

社并列第55名；新进入百强的四川大学社2019年度

有87种被海外图书馆永久收藏，与北京十月文艺社、

安少社并列第59名；新进入百强的河北少儿社、上

海文化社2019年度有86种被海外图书馆永久收藏，

与民族社并列第60名；新进入百强的浙教社、安徽

美术社2019年度有45种被海外图书馆永久收藏，与

中国民主与法制社并列第91名。

总之，地方出版社已经成为优质中文图书出版

的一个重要板块。

第三，中国当代文学图书最受青睐，这一热度已
延续近10年，且热度不减。

从2000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图书一直是海外

图书馆界收藏的大宗品种，其中最主要的动力来自

于数量众多、体系稳定的北美公共图书馆系统，这在

前几年的报告中多次做过详细的分析。

与以往研究报告一样，本课题组仍然将收藏图

书馆数量30家作为一个门槛，以此遴选2019年度海

外馆藏影响最大的中文图书榜单。（见表3、图1）

我 们 可 以 发 现，2019 年 上 榜 图 书 有 19 种，比

2018年度多11种。

排名第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有4种书上榜，不

愧为“中国文学出版第一社”的称号；排名第二的是

两家出版社，分别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和北京联合出

版公司，各有3种。排名第三位的也是两家出版社

并列，分别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江苏凤凰文艺

出版社，分别有两个品种上榜。其余的出版社分别

是译林出版社、花城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浙江

文艺出版社、沈阳出版社，分别有1种上榜。

图1  2019年度海外馆藏单品种最广出版社
（单位：种）

海外馆藏最广的 19 种 2018 年版中文图书中，

图书馆收藏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由 70 后作家阿乙

创作的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由译林出版

社出版，海外收藏图书馆为 54 家。该书通过一个

虚构人物的体验表达了作家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

的情感和怀念，迎合了中国社会全面转型时期的

一种普遍怀旧心态。

并列第二的是周大新的《天黑得很慢》和迟子

建的《候鸟的勇敢》，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海

外收藏图书馆为 52 家。

周大新与迟子建均为中国主流作家，创作均有

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天黑得很慢》是周大新专注

于中国老年题材的首部长篇小说，小说通过一名陪

护员的观察，反映了中国老龄社会的养老、就医、

再婚、儿女等现实性问题，小说一面世便获得读者

广泛的欢迎。迟子建的《候鸟的勇敢》仍然延续自

己的创作特点，关注的是中国东北地区的社会生

活，既有东北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也有严峻的社

会现实背后人们之间的感情，正如《人民日报》的

评论题目所言，该书写出了“白山黑水的苍凉”。

总之，2019年度海外收藏图书馆超过30家以上

的20种图书，从内容分类看，大多是中国当代文学

内容，这表明中国中文图书在世界机构市场上最有

影响力的内容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学板块，并且是新

世纪以来持续10年增长的一个门类。另外，我们也

看到4本翻译版图书入藏，这与海外读中文的华人

群体不无关系。

稻盛和夫阿米巴经营实战专家出书谈《阿米巴长心得12条》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阿米巴经营是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根据自己的经验而独创的经营

系统。可以说，阿米巴经营是让京瓷和KDDI两家公司一跃成全球500强企业的原动力，也同时让“阿

米巴”一词成为热词，在企业界广为传播。

那么如何读懂“阿米巴”一词呢？稻盛和夫将企业划分成许多小组织，并在每个小组织中安排

一个人当领导（即阿米巴长），阿米巴长就像自己经营一家小公司一样来经营这个小组织，以此来实现

“人人都是经营者”的目标。因此，阿米巴长成为了站在企业最前沿的指挥官，同时履行经营者和部

门管理者的两项职能。可以说，阿米巴长是一个人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阿米巴长心得12条》一书的作者森田直行是稻盛和夫的左膀右臂，他将自己多年在京瓷担任

阿米巴长、且多次成功导入阿米巴经营的经验，总结归纳成“阿米巴长心得12条”。该书中文版的面

世，对于所有有志于提升管理能力的人，都是一本很好的经验导读。                                      （夜  雨）
《阿米巴长心得12条》[日]森田直行著 薛锦展译/东方出版社2019年8月版/48.00元/ISBN：

9787520710084

（下转第4版）

传统内容现代表达  世界出版能力正在形成
与去年一样，2019年度的研究报告继续监测中

国大陆600家出版机构自2018年1月～12月出版的

英文品种馆藏数据，共有100多家出版社的800多

种英文书被收藏，今年取前10名发布。（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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