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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乔（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外合作部主任）

1980 年代以来，中外文学交流日

益频繁，不少中国文学名作经各种渠

道译介到海外出版蔚然成风。然而

由于中外书业人士在版权意识、版权

交易规范乃至法律氛围、文化习俗等

方面均有不少差异，导致中国作家作

品的海外版权纠纷不断，因此，版权

归属与维护成为海内外出版业日益

关注的焦点之一。

人文社近几年致力于为中国作

家解决海外版权纠纷，其中由我直接

经手解决的、最为棘手的海外版权纠

纷，当属作家陈忠实耗毕生心血创作

的茅盾文学奖作品《白鹿原》。

我至今仍记得当年陈老先生回忆

自己给法国门槛出版社签署合同时的

话：“我一签完字就后悔了”，他语气中

透露出深深的不安、懊悔与遗憾。2013

年前后，我们将陈老寄来的法文合同逐

字翻译成中文，才惊讶地发现其中包含

不少明显对作者不利的条款。特别是

版权“经营开发权的时间和地域”的条

款，“适用于任何地域，所有语言版本”，

并且合同有效期是“直到作者和他的著

作权继承人失去作品版权之日止”。得

知陈老是出于对译者的成人之美之心

而仓促签字，更让我们感慨唏嘘。

合同铁板一块，无论我们通过美

国合作伙伴向法方出版社承诺解约

赎金，还是寄希望于法律援助，都未

能奏效。此时又传来作家仙逝的消

息。为了妥善解决《白鹿原》的国际

版权难题，促进人文社对中文版权的

维护工作，我想到了一位因邮箱变故

曾一度中断联系的法国朋友，即资深

译者同时也是外交官的尚多礼先生。

与尚先生结缘是因《山楂树之

恋》。2009 年,第一个觉察到《山楂树

之恋》这本书潜在国际卖点的正是尚

先生，他主动与作为作家代理人的我

们取得联系，积极推动该书法语版落

地。尚先生对中国文学领悟颇有心

得，在巴黎当外交官之余，曾促成过

多部中国文学作品在法国翻译出版。

得益于尚先生在法国出版界及

汉语文学翻译圈的信誉和良好的沟

通能力,我们向法方告知作者故去、家

属希望版权回归的诉求，最终获得了

门槛出版社的认可，并予以无条件解

约。经过与陈老家属反复沟通，按照

法方要求履行了繁琐的法律手续后，

2019 年仲夏，人文社终于收到门槛出

版社签署的解约函，《白鹿原》海外版

权终于完美回归。

类似《白鹿原》的版权授权纠纷

并不多见，更多的是翻译版本的纠纷,

也包括政府资助项目支持的译本纠

纷。通常情况下，如果与外方出版社

或者版权代理方签署的合同，有关翻

译版本的授权地域及有效期相关细

节规定不清，就会造成不知翻译版本

花落谁家的困惑。作家张炜的作品

《古船》西班牙语版就是一例。

该书西语版翻译完成之后，因受

项目资助的译本归属不明，曾一度无

法在西班牙出版。在了解到核心问

题之后，我们一方面向西班牙著名的

Kailas出版社推荐该作品，并向外方明

确译本归属，一方面帮助作家向译本

持有方主张权益。在我们的不懈努

力下，困扰作家多年的《古船》西班牙

语翻译版权问题终于得以解决。2019

年，出版过莫言、王安忆、郁达夫等中

国作家的西班牙 Kailas 出版社顺利推

出了又一部中国文学佳作《古船》。

海外版权的纠纷层出不穷，涉及

的问题也多种多样，我们也在不断有

针对性地开创新的解决方案。如 70

后代表作家冯唐小说《北京，北京》的

法语版，因译者去世，译本为法国出

版社保留，但因为新冠疫情法方暂时

压缩了国际出版空间，暂时不考虑出

版，这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

回望十年来为中国作家解决海

外版权纠纷的桩桩小事，看得见我们

向着凝聚更广泛优质资源、树立人文

社海内外品牌形象方向的努力。也

正是十年来我们坚持以诚信做高品

质海外翻译出版，在海外出版朋友圈

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才获得了国际

友人的鼎力相助，解决了一起起看似

不可能解决的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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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多年来引进了大量国外顶级作家的文学

作品，2013年将上海作家小白的《租界》

售出8国版权。随后九久读书人相继售

出了阎连科、毕飞宇、王安忆、迟子建、周

云蓬等作家作品的法语版权。此外，80

后插画家马岱姝的无字绘本《树叶》也售

出了美国、西班牙等4国版权。其中《租

界》的英文版权被哈珀·柯林斯以6万美

元购买，引起国内出版界轰动。

该公司总经理黄育海表示，《租界》以

1931年上海租界为故事背景，讲述了发生

在这里的革命、爱情和冒险故事，是一部

跨文化题材作品，涉及爱情、阴谋等众多

元素，符合国外读者的阅读兴趣，这是它

能卖出版权的一个因素。此外，这部小说

最早是在一位懂中文的意大利朋友的推

介下先出版了意大利语版，之后引起了其

他国家的注意，售出了多语种版权。目前

西方出版社里懂中文的编辑很少，要把版

权卖出去，语言是另一个重要问题。我们

要找懂中文的外国文学爱好者或英文功

底好的、热爱文学的中国人翻译样章，提

供给版权代理。目前九久读书人与七八

十家外国版代公司有合作，定期给他们提

供新书样章，他们发给各国出版社。版代

熟悉各家出版社专注的出版领域，而且推

介成功可以从中拿到代理费，所以愿意积

极地去推介。因为是按照商业化的方式

去运作，所以购买版权的国外出版社也会

尽力做宣传推广，以达到出版盈利的目

的。黄育海还表示，为促进版权贸易，在

国际书展上举办版权推介会也是促进多

语种售出的有效方式。2012年，九久读书

人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为小白举办了小型

版权推介会，邀请各国版代公司参加，很

快达成了8国版权的输出。此外，找到各

国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出版社，直接向他

们推介，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如法国的

Philippe Picquier出版社被西方出版界看

作“中国文学走向欧洲的窗口”，近年来出

版了中国当代文学丛书。

从九久公司离开、2017年创立群岛图书公司的彭

伦，这些年也在将工作半径从引进外国文学扩大到推

动中国作家走出去。他表示，今年因为疫情，原本他

报名参加了法兰克福书展8个国家独立出版社联合展

位。现在很可能无法参加了。但这对他的业务影响

不大。“群岛图书和日本、西班牙、英国、德国、意大利

等多个国家的多家文学经纪公司签订有代理协议。

可以向他们推介图书，充分交换意见，再由他们把材

料广泛发给相应国家的出版社编辑。这要比直接与

外国出版社编辑联系更加有效。他也坦言，代理版权

他很看重专业性，虽然现在《三体》成为国际畅销书，

许多出版科幻小说的外国出版社对中国科幻小说的

兴趣更大了，但他本人不读科幻小说，所以不会代理

科幻作家的版权。

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外合作部主任刘乔认为，成功

推介中国文学作品应遵循国外出版业的市场规律，首

先，推介作品的主题手法、文化背景等要易于被海外

读者接纳。其次，向外方提供所推介作品的翻译精良

的英文样章。再次，通过重要的国际书展、世界著名

大学、孔子学院、当地书店等途径，为作家策划有针对

性的作家作品宣传推广活动，让作家走入当地读者、

大学甚至中学。 （陆云）

自今年年初以来，新冠肺炎肆虐

全球，各国政府相继发布社交隔离令

并出台非必要性实体店铺歇业的强

制性政策。在这些政策影响下，实体

书店关门，国际书展也改为线上。许

多在国外开店并借助国际书展推介

和销售图书的中国出版企业受到巨

大冲击。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海外

图书业务在凤凰集团及凤凰发行集

团的支持下，实现了新的突破。该集

团旗下的凤凰传媒国际（澳大利亚）

有限公司在澳创建的“双城理想”天

猫店，自 3 月澳洲突发疫情以来，3、4

月销售数据分别比 2 月增长了 373%

和 405%，成为今年上半年我国出版

企业“走出去”的一大亮点。

据凤凰传媒国际（澳大利亚）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贾晓介绍，他的心

中有两大理想，一个是文化理想，即

推动“江苏海外图书展”成为墨尔本

当地的年度阅读盛宴；另一个是商

业理想，是让澳洲当地的中文图书

读者能够从“双城理想”天猫店便捷

优价购书。

之所以取名“双城”，是希望建立

起代表两座城市、两种文明的交流与

对话，为达成很多在澳爱书之人的理

想，同时也成就凤凰人的理想。贾晓

表示，他们整个运营团队对阅读推广

都非常有情怀，秉承让大家在澳洲可

以轻松同步阅读中国好书的理念。

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墨尔本当地组织

“江苏海外图书展”。在他们的不懈

努力下，2019 年 6 月，“江苏海外图书

展”被评为维多利亚州和江苏省建立

友好省州姐妹关系系列活动之一。

他表示，墨尔本当地读者对中文

图书兴趣浓厚，在墨尔本当地举办的

“江苏海外图书展”上，读者数量完全

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很多读者带着

拖车一早赶来参展，害怕买不到自己

喜欢的好书，也有一些读者坐车一个

多小时来选书。澳洲读者的阅读领

域非常广泛，最受欢迎的是文史哲类

图书和儿童读物。考虑到当地读者

的兴趣，他们在2019年初创建了这家

天猫店。

贾晓说：“双城理想”最初的设计

是打造线上+线下的图书文创跨境

电商以及书展品牌。除了电商平台，

他们还在墨尔本创建了一个线下展

示活动中心，“双城理想华文书展”也

已成为澳洲具有影响力的特色书

展。他们在选书标准上，坚持做到专

业和严格，首先遴选高品质图书，同

时参考凤凰集团旗下金牌编辑的意

见、一流作者的意见以及行业内的读

者数据。在价格方面，他表示，“双城

理想”的书价在澳洲华文书里也是最

具竞争力的。今年疫情期间，“双城

理想”的后台订单激增，这表明大部

分人居家以后的读书需求旺盛。因

此，该公司抓住这个机会，和几家经

常合作的物流公司沟通，向全澳洲顾

客提供 1~3 天寄达的服务，实现了销

售的跨越式增长。据悉，“双城理想”

目前正在紧张筹备“6·18”活动，还计

划在6月举办在线华文图书节。

中国作家频现海外版权纠纷

● 案 例

“双城理想”在澳实现跨越式增长
■乐毅

贾贾晓晓

施普林格·自然与加州大学达成北美首个转换协议

6月17日，施普林格·自然集团与美

国加州大学达成了一项转换协议谅解

备忘录。这是迄今北美最大的开放获

取转换协议，也是施普林格·自然集团

在美国的首个转换协议，这表明开放获

取运动在全球发展势头不断增强并日

益获得更多的支持。

根据该协议，加州大学所有的研究

人员都能以OA形式在施普林格·自然

的期刊发表研究，这包括2200多种混合

型期刊及500多种纯OA期刊。此外，协

议还将提供施普林格旗下所有期刊的

阅读权限，这包括另外 1000 多种新刊，

图书馆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都将从中

获益。双方还承诺与自然科研（Nature

Research）旗下期刊开展多项OA方面的

重要合作，其中包括《自然》在内的自然

科研旗下的订阅型期刊制定转换路径，

并将在协议的第3年全面施行。

据悉，自2014年与荷兰签署首个转

换协议以来，该集团已签署了11个国家

级协议。该集团根据转换协议合作伙

伴的不同需求和目标，提供了灵活的框

架和个性化的技术解决方案，其中包括

设计一个涵盖多个支付人的流程，以便

图书馆和科研资助基金都能负担文章

处理费用（APC）。鉴于OA资助情况的

复杂性及不断变化的特点，该流程将有

助于美国及美国以外其他机构如愿开

始向OA的过渡。有证据表明，在签署

这些协议的国家，采用OA发表形式的

作者数量增加了70%～90%。

施普林格·自然首席执行官弗兰

克·弗 兰 肯·皮 特 斯（Frank Vrancken

Peeters）表示：“很高兴能与加州大学达

成如此重要的伙伴关系，这是由于我们

双方都致力于将科研开放出来。这表

明尽管科研资助具有复杂性，但金色

OA 是可以实行的，这让美国也坚定地

踏上通往 OA 的道路。这还证明了向

OA 过渡与保护图书馆预算，两者可并

行不悖，同时也可保持科研产出的增

长。”加利福尼亚数字图书馆执行副馆

长艾维·安德森（Ivy Anderson）表示：“施

普林格·自然在拥抱开放获取运动上展

现了真正的领导力。我们欣喜于双方

合作推动思想和知识自由交流的前景，

因为这将让世界变得更好。” （乐毅）

她认为，推动中国作者走向海外读者和海

外媒体等聚光灯下，才是形成中国文学国

际传播力的必由之径，中国文学“走出去”

正是需要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融入。刘乔

表示，人文社多年来已经在业内建立起为

中国作家海外代言的知名度，加上在工作

中建立起来的人脉联系，为人文社做这些

海外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还帮助

不少中国知名作家解决海外版权纠纷，扫

清走出国门的障碍。

中青国际总经理郭光在受访时表

示，英国出版和图书销售行业受疫情影

响面临很大挑战，几个月来销售和收入

锐减，多数公司靠过去积累的现金维持

运营，部分中、小型公司不得不压缩团队

和业务规模，个别公司面临兼并、重组甚

至破产的窘境！中青国际上半年的订单

减少幅度较大，欧洲的分销商对下半年

市场预期也不乐观，以法国 CM 为主的

多家公司暂缓了与中青国际的大项目合

作，或压缩下半年订单。好消息是在意大

利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全球著名的艺术出

版集团Rizzli坚持保留了与中青国际每年

相对固定的大项目合作，签署了《中国清

代盛世皇家纪实长卷-乾隆南巡图》（定

价120欧元）1500册意大利文限量珍藏版

的包销协议，并有信心通过其独特的分销

渠道在秋季卖好此书。郭光认为，选题的

独特性和编辑出版品质在面对国际市场

困境和竞争时显得更加重要！从 2019 年

10月开始，中青国际与伦敦瓦特斯通和弗

伊尔斯连锁书店、大英博物馆书店、大英

图书馆书店等 10 家地标书店合作，设立

了专门展销中国主题图书的“中国书架”，

集中了 100 多种来自全球的中国主题图

书，在今年2月底前取得了理想的销售业

绩和囯际影响力，这段时间受疫情影响暂

停了4个多月。中青国际计划从7月份开

始重启“中国书架”项目，并继续举办优惠

促销活动，使这个促进中英文化交流和东

西方文明互鉴的重点项目可持续运营。

同时将配合英国分销代理商加强亚马逊

网上书店的上架和销售，以弥补实体书店

的业绩不足。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国际拓

展部主任俞慧洵表示，疫情对包括我国在

内的各国图书版贸人员都会有较大影

响。对于出版社来说，编辑与作者和美编

讨论选题，或与国外同行讨论版权的方式

都改为线上。尽管现在可以通过视频会

议与国外同行联系，但是它无法取代面对

面的交流互动。各国关闭实体书店，电商

平台正成为带动图书销售增长的新渠

道。但她也说出了对当下困境的担心：目

前全球电子书市场增长很快，我国各单位

也都在加紧开发电子书，但存在重复开发

的问题。为此，她建议，首先要做好中国

原创出版市场，确保原创作者的利益和出

版社的持续健康发展，避免图书出版的同

质化现象。

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孙宜

学日前也发表文章指出，我国当代文学“走

出去”存在“一作多译”的现象，这导致不同

语种译本密集出版，造成了“高产”却不“高

质”的现象。他认为，我们应坚持质量优先

原则，宁可不出去，也不能“走出去”有损中

国形象、中国尊严，否则，非但不能消除反

而会加深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学、文化的误

解和误读。

在墨尔本文化活动地标联邦广场举办的双城理想华文书展

（上接第2版）

海南研讨“全面提升公民外语水平推进工作与测评体系”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6月17日，为大力推动海南省全民学外语工作、研制出台外语水平提升工作评估标

准，在海南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海南出版社、海南云联区块链应用研究院在海口市联合举办了

“海南省全面提升公民外语水平推进工作与测评体系”专题会议。会上，海南省委宣传部有关人士表示，目前

海南省全面提升公民外语水平工作的重点在于将相关行动方案的要求落实到位，省委宣传部将指导各相关单

位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合力，扎实开展外语水平提升行动，将全民外语能力提升工作推向纵深，取得明显成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刘建达对《海南省全面提升公民外语水平行动方案》《2020~2025年海南省全面

提升公务员外语水平行动方案》等文件进行了深度解读，提出实施外语水平提升行动督导评估项目，研制出台

外语水平提升工作评估标准，建立适合行业和地区特点的海南全民外语水平提升建设方案和测试标准。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民学外语丛书”主编黄景贵教授指出，目前海南省公民外语水平提升工作开局良好、进

展顺利。《英语300句（普及版）》《俄语300句》已销售数万册；《英语900句（公共服务行业版）》将于7月份面市，服

务海南省窗口行业人员。面向海南省公民的“海南外语”APP即将上线；面向全省中小学生的“海教学习”APP和

“海教高分”APP已经上线，拥有听说训练、在线测评、视频讲解等数字化资源。会上，各参会单位探讨了下一步

工作安排与部署。各方的共同积极推动，将有力促进海南省全面提升公民外语水平工作落到实处，形成外语学

习的“社会效应”和“群体效应”，真正建立起新型外语学习体系与长效工作机制。 （董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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