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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月7日，

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正

式成立，并举办首届“一带一路”汉学

与文化发展论坛，启动北京高校卓越

青年科学家计划“一带一路汉学话语

体系研究”项目。来自30个“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百余名汉学家及国内

专家学者莅临大会。教育部原副部

长、教育部中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刘

利民，文化部原副部长、全国政协文

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丁伟，北

京语言大学校长刘利，中宣部进出口

管理局副局长赵海云，韬奋基金会理

事长聂震宁等出席活动。论坛后国

内外各领域专家还就“‘一带一路’的

汉学基础和文化格局”、“‘一带一路’

的汉学发展与文化融通”、“‘一带一

路本地化智库建设与应用”三个主题

进行了分组讨论。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刘利在致

辞中表示，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

路”研究院将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

力支持下，借助北语自身的资源优

势，进一步服务国家战略。

据悉，该研究院将致力于打造

以汉学家为“思想源”的智库，整合

“一带一路”的中国问题研究知识

资源，设立完善的舆情监测、研判

和分析机制，建立组网严密、反馈

及 时 的 知 识 信 息 采 集 和 跟 踪 网

路。研究院将以非洲、拉美和中东

地区为研究基础，以俄罗斯等具有

区域带动性的国家为研究重点，以

蒙古、尼泊尔、伊朗等中国周边国

家为首要研究对象，围绕国家文化

外交战略，逐渐形成单点突破、由

点及面、辐射全球的研究趋势，进

一步建立和健全与重点国家地区的有关机

构在学术交流、论坛会议、课题研究等方面

合作机制。北京高校卓越青年科学家计划

“一带一路汉学话语体系研究”项目将通过

中外联合培养青年高端人才、引进高层次汉

学领军人才，使研究院成为国内重要的一带

一路汉学科研人才的培养平台和研究基地。

赵海云在致辞中对中国出版“走出去”的

成果和未来方向作了深入阐述。他表示，文

化部支持的中国文化译研网项目和中国出

版的对外交流与合作自然地走到了一起，译

研网平台上汇聚了国外大量优秀的汉学家、

作家、翻译家和出版人，促成了 500 多部中国

作品的海外落地，举办了大量的中外出版文

化研讨活动。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

出版大国，形成了从教育出版、科技出版、学

术出版到大众出版的门类齐全的出版格局，

为“一带一路”出版交流合作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中国出版“走出去”从行业产业发展

角度讲虽然只有 10 多年时间，但每年与世界

各国的图书版贸数量有 3 万多种。随着行业

各方面的努力，一批优秀的中国当代作家作

品风靡全球，更多国际知名企业与中国业界

的交往越来越深入，已经开始成规模、成体

系地出版中国社科类学者、专家的作品。目

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国

际社会前所未有地关注中国。国际社会关

注中国成功背后的文化和制度，更关注中国

将如何与世界共存。因此，向世界介绍中

国、让世界读懂中国对中国出版界和学界来

说意义重大、机遇前所未有。但也应看到，

我们需要更加重视在守正基础上的创新，也

需要为此付出更大的努力。因为中国知识

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仍然是一项长期而

艰巨的基础性工作，这更加召唤中国出版业

界和知识界通力合作，对外讲好中国治国理

政的故事、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中国合作

共赢的故事以及中国人圆梦的故事。为此，

我们一要研究这些故事背后的“道”，更好地

与国际同行合作，向优秀的国际同行学习；

二要在中国内容的国际表达方面多下功夫，

这需要把成功的经验系统化、产业化，按照

国际通行的表达方式把中国优秀内容向世

界传播；三要更加关注传播领域发生的深刻

变革，如在知识付费领域以及短视频领域的

变化；四是出版界与院校加强合作，培养更

多懂中国、懂世界、爱沟通、善交流的国际型

人才。他表示，希望通过“一带一路”研究院

的成果以及中国出版界与学界的合作，更多

凝聚中外作家、学者，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形成更多融通国际的有效

产品和更加专业完整的对外出版产业链条，

让中国知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能够更多

汇集全世界读者，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做出贡献。 （竞 帆）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肖丽媛

2010 年提出“中外作家同题创作”的创

意，旨在通过出版来自不同国度的作家

就同一主题自主创作、共同完成的作品，

达成文学分享与文化交流的目的。2016

年我在米兰图书节上，与意大利子夜出

版社总编一拍即合，促成了“中外作家同

题互译合集”项目的落地。这个项目意

在借助当地作家的人气，带动当地读者

对我国作家的注目，从意识形态导向的

抵触转向审美共通的欣赏。近几年，已

有意、西、阿、英、俄等大语种系列图书相

继或即将推出，但日本市场却一直难起

涟漪。2019 年底，为困难重重的互译项

目日本卷能够落地，我只身赴日，与日本

作家来一场面对面的交流。

创建于明治时代初期的丸善书店，是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各界精英汲取西方思

潮的重要窗口，也是日本第二大连锁店。

在此次项目合作方——日方出版社L姓社

长的陪同下，我来到丸善书店丸之内本

店，了解日本图书市场。

该店位于东京市中心的大手町地

区，是日本经团联、日本经济新闻等日本

众多经济组织总部所在地。一踏进书店

大门，便看见书架上的《三体》，风靡世界

的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和日本芥川奖得

主又吉直树两人的作品比邻而居。在

“东洋各国历史”书架上，有2019年11月

刚问世的《邓小平》（上、下册）日语版，还

有码堆摆放的《平天下：中国古典治理智

慧》《人民币国际化报告》等书。在“海外文荟”书架

最顶层有《人民的名义》。此外还有张爱玲、余华、刘

震云等作家的作品。

为增进与“互译合集”候选日本作家的沟通，我

赴日前策划了与曾获日本芥川奖、直木奖等6位获奖

作家的晚餐座谈会。为了能参加聚会，有的作家特

意调整了自己的日程，其中好几位也是初次见面。

到会的日本作家有早稻田大学教授、日本大学教

授。虽曾与不少星腕级作家见面并不怯场，此刻我

却紧张了。因为我清楚自己对日本当代文学的陌生

更多源自一种不必言说的历史隔膜，因为我肩负着

“文学外交”的使命。

在向作家们介绍人文社作为“新中国文学的摇

篮”的过往与今天的业绩并发出“互译合集”邀请的

同时，我脑海中其它记忆却在奔腾：那些驰骋千年跨

越百年间文明与民族的大事，还有我的家族三个世

代的个人抱负、奋争与爱恨。我的言语不能将这些

思绪的激流和盘托出，只言片语中，在日本作家的神

情里我看到同样的凝重。

一直端坐不语的直木奖作家佐藤先生提出：

“中日合集主题的选取宜大不宜小。”原来在日本

大学任教的佐藤教授，30 年来一直担任民间日中

友好交流协会的主席，这句话正是佐藤教授的真知

灼见吧。

会后，我们来到世界著名的日本东京大学，环视

伊藤国际交流中心的大厅，我可以想象，到金秋十

月，互译合集中的日方作家将与中国作家在这里共

同讲述文学内外的故事。当然还会有丸善书店，那

个与日本的夏目漱石，中国的鲁迅、郁达夫都曾结下

不解之缘的地方。

普陀山上有座“不肯去观音院”，在唐代的传说

中，那尊菩萨像不肯东渡，引来了众多日本僧人朝

拜。置身于那座神奇的观音院里，环顾四周满目的

碑文时，会不由为千年前中日两国间文化交流的魅

力叹服。始于文字但不止于文字的中国文学国际推

广，将能续写这样的篇章。

2019年美国纸书销量下滑
根据尼尔森图书监测机构的统计，在连续几年的小幅增长后，2019年，美国纸书销量同比下滑1.3%至

6.895亿册。尼尔森统计的数据占美国纸书市场份额的80%～85%。

2019年，成人非虚构类图书整体下滑了1%。该板块2018年有4.9%的增长。成人非虚构类榜单上最耀眼

的仍是2018年大卖的米歇尔·奥巴马的《成为》（Becoming），该书在2018年300多万册的基础上，2019年又卖出

120万册。由于没有《火与怒》（Fire and Fury）、《恐惧》（Fear）等与特朗普相关的题材的助力，历史/法律/政治类

图书销量下滑9.9%。传记类图书尽管有《成为》一书的拉动，仍下滑9.4%。自助类增长了11.4%，是增幅长最大

的一类，《女孩，别再道歉了》（Girl,Stop Apologizing）成了最大赢家。一般非虚构类图书销量也增长8.8%。

成人小说板块2019年下滑了2.9%。尼尔森数据显示，《小龙虾唱歌的地方》（Where the Crawdads Sing）
2019年销售了近200万册，一举夺魁，该书同时是2019年美国市场上纸书、电子书和有声书3种版本销量最

高的图书。此外，图像小说和恐怖/玄学/心理类小说销量分别增长 16.1%和 16.6%，科学小说则下滑了

19.7%。爱情小说下滑12.4%，科学小说和爱情小说受电子书影响最大，悬疑/侦探类小说也有3.5%的下滑。

少年小说尽管有销售过百万册的“神探狗狗”系列（Dog Man）第 7 本《球为谁滚》（For Whom the Ball
Rolls），仍有小幅下滑。少年小说里，社会情境/家庭/健康类图书增长了5.2%。少年非虚构类图书增长了

4.5%，最大赢家是卖出45万册的美国漫画作家雷纳·塔吉迈尔（Raina Telgemeier）的《勇气》（Guts）。

从出版版本看，纸板书（Board books）和精装书是仅有的两个取得增长的类别，袖珍平装版（mass market

paperbacks）从2018年下滑6.1%到2019年下滑15.3%，表明该领域仍面临不小的挑战。 （陆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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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9日，施普林格·自然集团与德国DEAL

项目组宣布，签署开放获取（OA）转换协议，这是迄今

为止世界最大规模的开放获取合同。预计协议生效

后，每年将出版德国研究人员发表的超过1.3万篇OA

论文。合同期为 2020 年~2022 年，并可以选择延长至

2023年。这是继2019年8月22日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

（MOU）之后，向OA迈出的一大步。

根据协议，隶属于DEAL项目的700多家德国学术

和研究机构的作者将能够在以金色OA方式，在施普林

格·自然集团混合OA和完全OA期刊上发表其被接受

的手稿，相关费用由其机构集中管理。

体现“转换”的阅读与出版协议已立即生效，授权

作者在施普林格·自然集团的1900种混合期刊上立即

发表 OA，并为参与机构提供 Springer、Palgrave、Adis和

Macmillan期刊的永久访问权。发布&阅读（PAR）费为

每篇文章2750欧元，由中央订阅基金支付。

协议中完全 OA 期刊部分将于 2020 年 8 月 1 日生

效，以便于建立新的管理流程。这将使集中管理施普

林格·自然集团的金色 OA 期刊集合（包括《Scientific

Reports》和《Nature Communications》）中的 OA 出版成

为可能。Springer Open 和 BMC 期刊的文章处理费

（APC）也将享受20％的折扣。 （陆云）

施普林格·自然与德国DEAL项目
签署世界最大规模的开放获取转换协议

泰勒弗朗西斯集团收购开放研究出版社F1000 Research
1月10日，泰勒弗朗西斯集团宣布从其创始人维特

克·特拉茨（Vitek Tracz）手中收购开放研究出版社

F1000 Research。F1000Prime和F1000Workspace不包括

在此交易中，将继续由特拉茨拥有。收购金额未披露。

F1000 Research在 2013 年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开

放式研究发布平台；它还直接向研究资助者和机构（包

括惠康、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和爱默瑞德出版）

提供开放研究出版服务。该企业将继续在伦敦独立运

作，同时成为T＆F一系列开放研究服务的和“S计划”

合规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泰勒弗朗西斯首席执行官安妮·卡兰南（Annie

Callanan）表示：“收购F1000 Research可以大大增强和扩

展我们在开放研究和更广泛的出版服务方面的能力。它

还带来了强大的创新文化，并挑战了现状。我们将提供

投资、专业知识和持续的支持，以使F1000 Research能够

继续发展其出版服务范围，支持学术交流方面的持续创

新，并加快整个研究生态系统的影响力。”

据悉，特拉茨之前曾创立过《当代视角》（Current

Opinion）系列期刊、Current Drugs以及生命科学领域第

一家开放获取出版社BioMed Central，分别被爱思唯尔、

汤森路透集团和施普林格出版社收购。此次收购使泰

勒弗朗西斯成为愿为F1000 Research更大梦想投入支持

的“养父”，可以借助其成熟的渠道和学科影响力，获得更

多的财政和资源支持。同时，泰勒弗朗西斯也通过这笔

交易以最小的投入，迅速迈向开放科学“主战场”。追赶

上其他同行在开放科学方面的脚步。 （陆云）

疫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湖

北科学技术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江苏凤凰科学

技术出版社、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

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辽宁

科学技术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等组织经验丰富的传染病防治专家、病原生物与免疫

专业研究学者以及临床一线专家，紧急编写出版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预防手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护手册》

《天津市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南》《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防治知识问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

护知识读本》等出版物，既着眼于当前焦点问题，又

注重解答预防工作的具体细节，在及时解释疑惑、指

导个人预防、稳定大众心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部

分图书电子版、有声版还陆续在学习强国、新华书店

网上商城、咪咕阅读、喜马拉雅等约20家网络传播平

台和数字阅读平台上线并免费提供，纸质版图书在重

点医院、社区开展免费赠书活动，惠及更多读者。

同时，还有针对疫情防控的心理图书、绘本、诗

集，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版本相继上线发布。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与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合作出版《新型

冠状病毒大众心理防护手册》电子版，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总社编写推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下心理健康指导手册》，聚焦疫情防控心理健康指导

和心理防护。四川文艺出版社《另一种驰援的集体

行动——2020 年中国抗疫阻击战诗选》、浙江文艺出

版社《今夜，让我的心跟随你们去武汉》等“抗疫”题

材诗集，记录抗疫一线及身边的感人事迹，极具感染

力。广东教育出版社针对幼儿和青少年读者组织策

划《写给孩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普绘本》《不一

样的春节日记——给孩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知识

读本》，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新型冠状病毒预防

绘本》上架，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编写发布《病毒来

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知识绘本》。延

边大学出版社、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关于新

型冠状病毒防护读本的朝鲜文版和蒙古文版。

紧急部署、临时调度，既考验了出版界的责任担

当，又体现了出版人在面临重大突发事件时不惧困

难、迎难而上的精神和勇气。

创变服务方式，免费开放在线平台

在全民战“疫”的大背景下，出版界还充分发挥

互联网新媒体传播的广泛影响力，限时免费开放在

线平台、知识库、数字图书馆、阅读 APP，提升阅读服

务质量，让读者在抗疫过程中“有所学、有所得”。

为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学”“在家上课”号召，

全国各地教育类出版机构、大学出版社免费开放在

线学习平台，自觉担起服务教育的使命任务。人民

教育出版社“人教点读”APP、北京出版集团旗下“京

版云平台”“育朵课堂”“芳草教育”、国家开放大学出

版传媒集团通过“荟学习直播通”为全国各地学校提

供在线直播平台和技术支持服务；上海世纪出版集

团“朵云教育”线上课程、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方圆微

课网、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贝壳网、清华大学出版社

“文泉学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大芸窗数字教

材平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WE外语智慧教育平

台”等为全国师生免费提供精品教学资源；外语教学

与研究出版社“Unipus 高校外语教学平台”为全国高

校师生提供在线外语教学和学习解决方案；广东省

教育厅连同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为该省（除

深圳外）义务教育阶段（1~9 年级）师生免费配发“粤

教翔云数字教材应用平台”使用账号；山东教育出版

社鲁教版中小学教学资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

课一练”和奥数教程、安徽教育出版社初中各学科预

习课视频、吉林教育出版社“高考语文·名师微课堂”

和“吉教乐学”APP 等资源免费开放；复旦大学出版

社携手超星“学习通”APP 推出《21 世纪大学英语（S

版）》系列教材（第2版）免费配套教学包；世纪天鸿教

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K12 鸿学堂”、江苏春雨教育集

团“春雨微课堂”、世纪金榜教学资源网和金榜题名

APP、河北一路领先图书贸易有限公司公众号、万唯中

考、天闻数媒科技有限公司“校比邻”APP等免费分享

教学资源；同时还有“学习强国”携手“学而思网校”，

为全国中小学生推出“在家上学（中小学课堂）”专题。

大众类出版社、数字出版机构及电商平台为读者

提供丰富的精神滋养。中国出版集团旗下人民文学

出版社推出“人文读书声”30 天月卡特权，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中读”APP 推出 VIP 开放月，中版

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去听”APP 全场有声书、大佳书

城官网图书免费阅读。读者出版集团“读者蜂巢”

APP 近 75 期《读者》杂志免费开放。北京出版集团京

版北教公司“国韵传承”APP、《十月少年文学》杂志提

供公益内容。上海译文出版社开放有声阅读平台

“译文有声”。未来出版社喜马拉雅音频平台赠送 15

天 VIP 会员。当当网联合全国出版社，将全场 30 万

电子书开放免费阅读。京东读书 APP 免费提供 30 天

VIP权益，京东数字阅读设免费有声专区。

学术类出版社开放各领域知识库、数字图书馆，

海量专业图书免费获取。科学出版社对该社 2005 年

出版的《SARS 病人护理与管理》电子版向全社会免

费开放，提供抗击 SARS 经验参考；电子工业出版社

全网免费开放“悦读”“悦学”“悦知”“悦智”知识库；机

械工业出版社开放工程科技数字图书馆 6000 余册精

品电子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先晓书院”经典电子

书籍免费畅读；中国工人出版社“全国工会电子职工

书屋3.0版”各端增设“抗疫”阅读专区，限时免费开放

1.5 万本电子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向社会分享自

有APP“慕知阅读”平台电子书资源（首批300余种）。

此外，首都新闻出版单位发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防控“+我一个”行动计划，增加优质内容资

源供给，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截至记者发稿时，已有近

80 家企业从在线教育、知识付费、有声读物、网络文

学、数学阅读、数字音乐六个方面提供免费资源。中

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起《数字阅读行业战“疫”倡

议书》《有声阅读行业抗击疫情倡议书》，呼吁传播防

疫知识内容，制作防控知识节目，免费提供丰富的有

声阅读资源。中国出版集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旗下《三联生活周刊》、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现

代快报》等媒体深入报道各地防控疫情的举措进展以

及各地支援湖北的实际行动，受到读者一致好评。

另有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湖北省人民医

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共计捐赠 200 万元，北京曲一

线图书策划有限公司向武汉疫区定向捐赠 101 万元，

武汉天成贵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向武汉市慈善总

会、武汉市东西湖区卫生健康局共计捐款20万元，武

汉市新新图书有限公司向湖北省慈善总会捐款 10 万

元、向武汉市洪山区捐赠 4 万元医疗物资，湖北猎豹

图书文化有限公司向随州市红十字会捐款 10 万元，

用于湖北省疫情防治工作。

抗击疫情，出版发行人与广大读者同在。本报

将持续关注报道。

（上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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