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4 2019年度英文版图书入藏海外图书馆系统
最多的中国大陆出版社TOP10    单位：种

排名 出版社 品种（数）

1 五洲传播出版社 39

2 外文出版社 26

3（2 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

4（2 家） 清华大学出版社 18

5（3 家）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3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13

6（3 家）

高等教育出版社 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12

电子工业出版社 12

7 机械工业出版社 11

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10

9（2 家）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8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8

10（6 家）

浙江大学出版社 7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7

冶金工业出版社 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7

科学出版社 7

中华书局 7

2019年度排名第一的与去年相同，仍然是五洲传

播出版社，2019年度有39种英文图书被海外图书馆永

久收藏；排名第二的是外文出版社，2019年度有26种

进入海外图书馆系统；排名第三的有两家出版社，分

别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分

别有19种进入海外图书馆系统。前10名的21家出版

社，既有长期从事对外出版的专业出版机构，如外文

出版社；有大学出版社，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浙江

大学出版社等，也有具有专业资源的品牌出版机构，

如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具有优势资源的中华书

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还有电子、冶金、机械等领

域的专业出版社。

另外，我们对进入海外图书馆系统的英文图书进

行了统计，这显示了中国大陆出版机构英语图书出版

基本面貌。（见表5）

如表5所示，排名第一的是上海新闻出版发展公

司的《中国毛笔画——初学者指南》，主打中国传统文

化牌，收藏图书馆为88家。上海新闻出版发展公司多

年耕耘海外出版市场，选题内容以中国传统文化内容

为主，“中华文化”加上现代表现元素，传统内容，世

界表达，使这家公司的英文出版物屡受欧美读者的青

睐。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中国生肖系列绘本”，获得欧

美读者在亚马逊、Goodreads等公共互联网平台上的热

捧，凭的就是内容的原创性和对于欧美读者阅读习惯

把握。他们让一些英文图书真正进入欧美主流图书渠

道，如进入占有世界主要机场书店渠道的拉加戴尔集

团等。

2019年上榜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

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著名出版机构的英文图书，体

现了我们之前的判断：中国大陆出版机构的英文出版

物，一定涉及到相关专业、学科、领域在现有世界市场

的比较优势，即相关学科优势强的领域，其出版物的

世界影响就越大。这充分提醒中国出版界，要在中国

具有优势的学科组织知识生产才能获得更大的影响

力。比如中医药领域的英文图书还值得发掘，尽管中

医针灸名闻世界，但迄今为止由中国出版机构系统组

织、出版的英文出版物还不多。

在传统的知名出版机构之外，还有一大批文化策

划公司在涉外图书出版领域，做出了不俗的表现，限

于篇幅，本报告不再赘述。总之，中国出版的世界出

版能力正在形成，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出版机构会

汉语世界之外的另一个广阔天地——英文世界具有

不俗的表现。

纵观2019年的数据，出版地署名的城市从去年的

18个增加到今年的20个城市，整体品种数从上一年

的1720种稳步增长到1745种；其中由中国大陆出版

机构进入海外图书馆系统的英文品种与去年相近,约

为800多种。显示出中国大陆出版机构的英文出版能

力已经达到一个稳定的水平。（见表6）

表6  英文品种出版地署名中国大陆城市一览表
单位：种

排名 城市名称 数量

1 北京 931

2 上海 275

3 南京 32

4 武汉 26

5（2 个）
杭州 21

济南 21

6 成都 14

7 哈尔滨 8

8 深圳 7

9（2 个）
西安 4

桂林 4

10（2 个）
郑州 2

天津 2

11（6 个）

长沙 1

广州 1

厦门 1

长春 1

合肥 1

青岛 1

除英文品种外，2019年中国大陆出版机构还出版

了440种西班牙文书、86种日文书、44种葡萄牙文书、

12种德文书、11种法文书、2种阿拉伯文书、2种印地文

书，累计有10多种语种。这表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

的逐步深入，相关国家语种的图书出版也正在逐步跟

进。中国大陆出版机构的世界出版能力正在逐步形成。

总之，与去年一样，本研究再次提出这样一个判

断，即中国大陆出版机构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介入了

世界出版，迎来了一个世界出版时代。但与欧美跨国

出版集团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中国大陆出版机构要

尽快完成三个层面的能力建设。

一是提高跨文化、跨语种的出版能力。即中国出

版机构的图书、期刊、数字化产品不仅能够满足中文

本土读者的需要，还要能够被不同国家、民族以及不

同文化区的人们所乐意接受和喜爱。以跨语种的出

版能力来衡量中国大陆出版机构的跨语种出版能力，

除能够规模化出版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通用

语种图书之外，“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使用人口数量

大、对于中国发展道路与经验具有强烈需求的语种，

如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等图书还凤毛麟角。

二是扩大跨地域、跨国别的市场占有率。跨地域、

跨国别的出版市场，即意味着未来中国出版机构不再

以中国大陆为单一市场，还要面对世界不同国家、地

区的读者需要，在出版对象国有针对性开展出版活

动。一个国家出版的文化产品是否能够占有跨地域、

跨国别的市场，在多大程度上占有，是这个国家是否

为出版大国的核心指标。以此指标考核中国大陆出

版机构，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三是汇聚世界化、多元化的出版人才。所谓世

界化、跨文化的出版人才，即意味着未来中国出版企

业不仅仅以中国员工为主，还要大量集聚具有不同文

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以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编

辑、出版和发行人才。以此标准来衡量中国600家出

版企业，其差距更是显而易见。

本报告再次呼吁，出版比的是出版人才，人才是

文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出版要承担向世界提

供“中国智慧、中国道路”的历史重任，必须要在世界

范围上进行筛选和组织人才，不仅要在传统出版的策

划、编辑、印刷、发行等层面，具有吸纳世界一流人才

的能力，还包括要拥有数字出版、移动终端和社交媒

体等领域的创新人才队伍。中国出版企业国际化人

才队伍匮乏的现状，值得高度重视。

（上接第3版）

表5  中国大陆出版社入藏海外图书馆系统的英文图书名单(30家以上图书馆)     单位：家

排名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入藏图书馆数量

1 中国毛笔绘画：初学者指南 Mei Ruo 上海新闻出版公司、纽约连线出版社 88　

2 细菌简史：人与细菌之间的永恒博弈 陈代杰 钱秀萍 化学工业出版社 63

3
新一代信息科学技术：生物学家的计
算 技 巧（Essential computing skills for 
biologists）

王 子 灵（ 音 译 Wang Ziling） 
张隶书（音译，Zhang Lishu） 高等教育出版社 51

4 高温超导磁悬浮 王家素、王素玉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32

5
中 国 历 史 与 文 学： 审 视 中 国 历 史 的 新 方 法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 new ways to 
examine China’s past）

高瑞泉 吴冠军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30

《中国文化课》：余秋雨出书讲授中国文化通识课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作家余秋雨在喜马拉雅开的中国文化课程终于有了文字版——由中

国青年出版总社推出的《中国文化课》日前面世。中国文化一直是他研究和写作的主线，数十年

来不断从空间、时间、人格、美学等维度梳理中国文化；如果说《文化苦旅》是开端，那么《中国文

化课》就是这条延长线上的重要总结。

余秋雨讲述的“中国文化课”，融汇了自己的感受、经历，善于动用案例，语言很有吸引力。

这也跟他的观念有关。近年来，余秋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主持了一个博士生培养项目。

他认为，除了讲述自己和古人的著作之外，世上最好的博士课程，一定是“导师漫谈”。那些从书

上、网上都查得到的通行知识，千万不能再多讲，学生们一定讲得更好。如果有足够自信，一个合

格的博士专业导师应该把话题集中到独一无二的亲身感受中。

余秋雨在新书开头，是这样定义文化的：“文化，是一种成为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

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他从跨国婚姻里的“文化差异”谈起，一下把看似高深的问题放到了

现实生活之中。在书中，他讲解50余位改变中国的文化人物，解读20余部铸就民族性格的原典著

作；追索数千年文化史，确认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放眼四大古文明，反思中国文化的利弊得失；

开列记忆篇目，释译经典文本；将中国的历史、文学、美学、哲学、宗教等跨越时空的精神财富共

享给读者。

《中国文化课》余秋雨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年8月版/128.00元/ISBN：9787515356822

《卫星应用技术》王海涛、仇跃华、梁银川 等 编著

《空间机器人》王耀兵 等 著

《航天器产品保证》余后满 著

《空间电推进测试与评价技术》李得天、张天平、张伟文、郭宁、杨生胜 编著

《卫星相干光通信原理与技术》谭庆贵、李小军、胡渝、黄普明、蒋炜、杨光文 编著

《空间无线能量传输技术》马海虹、李成国、董亚洲、吴世臣、禹旭敏、周宇昌 著

《航天器微波部件微放电分析及其应用》崔万照、李韵、张洪太 等著

《卫星充放电效应环境模拟方法》李得天、杨生胜、秦晓刚、柳青、冯展祖 著

《载人深空探测技术导论》果琳丽、杨宏、田林、彭坤、黄铁球 编著

《星务小卫星技术》李孝同、施思寒、李捷 著

展位号：W2-K18

联系人：李文文 

电话：15901161300

《装甲车辆行驶原理》胡纪滨、李雪原、魏超 编著

《装甲车辆构造与原理》闫清东、李宏才 编著

《装甲车辆制造工艺学》李和言、郑长松、贺坚钢 编著

《装甲车辆悬挂系统设计》董明明、王梦瑶、梁迎港 著

《装甲车辆武器系统设计》张相炎 编著

《装甲防护技术研究》曹贺全、孙葆森、徐龙堂、赵宝荣、孙素杰 编著

《装甲车辆人机工程》李惠彬、张晨霞 编著

《装甲车辆试验学》丛华、樊新海、邱绵浩 编著

《装甲车辆环境适应性研究》刘瑞林 编著

《装甲车辆故障诊断技术》郑长松、冯辅周、张丽霞、江鹏程 编著

《现代坦克装甲车辆电子综合系统》李春明、胡建军、李芍 编著

《坦克装甲车辆电气系统设计》刘勇、宋克岭、倪永亮 著

《装甲车辆嵌入式软件开发方法》刘勇、王英胜、陈中伟 编著

《装甲车辆电磁兼容性设计与试验技术》赵晓凡 编著

“陆战装备科学与技术·坦克装甲车辆系统丛书”

凝练技术积淀 驱动创新发展 
汇集装甲车辆前沿成果 推动陆战装备系统理论 培养高端国防科技人才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国之重器出版工程
名誉主编 王哲荣 苏哲子

“空间科学与技术研究丛书”

系统权威的空间技术与科学领域丛书
集聚中国空间技术研究50年智慧结晶
围绕中国空间事业的科学技术、工业基础和工程实践，展现我国空间科学
技术原创性科研成果，勾勒空间技术、空间应用与空间未来的发展方向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国之重器出版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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