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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主题出版的范围日趋大众化，其内容也更加深入、更加亲民，而且图书内容有真正的学术含量，品位也在不断提升。

◆出版社要坚守自己的方向。商务就是要老老实实做经典名著。好的内容能起到引领作用，产生好的

效果。如果放弃出好书的初心，而随着读者口味的变化而改变，就难以有长期的健康发展。

◆直播、讲书和座谈会等线上活动作为宣传推广图书的一种方式，实现的销售转化率极低，是一种低水

平的自救行动，不可能成为挽救出版社经济的灵丹妙药。直播并不比其他媒体的销售转化率高。

◆出版业的增长不能靠低层次的量的积累来实现，而是要有优质的产品来带动。头部产品将是商务未

来一年着力做好的业务板块。

◆学术出版的主要目的是提供知识服务和帮助读者实现其学术目标，学术书首先要考虑学术价值的准

确传递。学术图书的营销策略是让相应的专业读者了解新书信息，因为在图书馆市场有刚需，所以会有稳定

的市场发行量。

◆基于图书产品开发电子书和有声书的市场比较成熟，随着产品供给量越来越大，收益会越来越高，这

两种形态的产品会促进纸书销售，商务会持续开发，服务读者。而基于内容的网络课程随着入场者越来越

多，精品化趋势在减弱，风口已经过去。商务配合头部产品开发的线上课程，是以做产品推广为目的。此外，

商务的数据库项目会委托专业渠道进行推广，并通过多平台授权实现销售。

◆商务的增长和发展将按照固本强基、务实创新的理念来做，进一步强化学术出版业务，同时进一步向

融媒体图书方向拓展，来提供知识服务。

□受访人：顾青（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党委书记） ■采访人：渠竞帆（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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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学术精品 发力主题出版 抓住头部产品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出版业带来巨

大影响，请您谈谈疫情导致大众图书市场发生了

哪些新变化？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出版业带来的影响

是物理性的，导致书店关闭、物流受阻、线下渠道图书

销量下滑，各方都深受影响。但是从读者的阅读趋势

看，我国大众图书市场格局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读者

的阅读倾向主要有以下几大类。

第一类是名著类基础阅读。古今中外的基础

阅读都比较稳定，除了出版经典作品之外，有一些

出版社推出了新品，吸引读者关注和购买。除此之

外，市场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读者的阅读需求比

较稳定。

第二类是西方译著类阅读。以前引进到我国的西

方译著主要集中在思想理论层面，现在拓展到水资源、

人类健康、社会教育等领域，还有关注女权、男女平等

主题的图书也越来越多，读者的阅读视角已经拓宽到

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了。

第三类是主题出版类阅读。2020 年优秀的本土

原创作品比较少，这一板块尚未出现形成风潮的作

品，让人眼前一亮的好作品也较少。与之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主题出版类读物，包括研究党史、国史、军

史的理论读物及重大节庆等传统题材类读物，得益

于编辑出版的素质、能力、水平等方面的大幅提高，

其内涵在不断扩展，凡是对国计民生、治国理政、国

际外交有裨益的题材都被纳入主题出版的范畴，如

扶贫、抗疫、医学、中国道路、黄河治理、长江治理、长

三角、粤港澳发展、厕所革命等各种主题。随着主题

出版的范围日趋大众化，其内容也更加深入、更加亲

民，而且图书内容有真正的学术含量，品位也在不断

提升。

近几年商务印书馆在主题出版方面也有全方位的

发展，仅扶贫类图书就出版了十余种。2021年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年，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的社会

思潮、国际背景等方面的史料研究都有很高的出版价

值。此类读物将成为 2021 年主题出版的一个重点。

2021年商务将成批出版关于中国道路、治国理政、地理

环境治理、两岸关系、美丽中国等主题的图书，预计此

类选题将有50～60项，如果按单种书计算，可能会突

破100种。2021年，我们期待更多高水平的、有真正学

术含量的好书涌现出来。

受疫情影响，读者的阅读需求、阅读习惯、阅

读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贵社对此有何应对之

策？

消费者更多地转为线上，浅阅读越来越风起云涌，

听书和以听带读将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面对市场的

新变化，我认为，出版社只有出版更好的书才能吸引读

者阅读。

因此，出版社要坚守自己的方向。商务就是要

老老实实做经典名著。我认为，出版社要靠出版优

质的图书来引领阅读风潮，好的内容才能起到引领

作用，产生好的效果。如果放弃出好书的初心，而随

着读者口味的变化而改变，就难以有长期的健康发

展。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风潮会受到方方面面的

影响，面对这些变化，出版社不能随波逐流，而是要

保有对出版高品质图书的理想和追求，出版社的责

任就是出好书。在出好书的过程中，如果碰巧出了

一本适合当下阅读风潮的书，那是很幸运的事。但

是如果追着读者的趣味去出书，只会导致出版品质

的下滑。

商务具体采取了哪些举措，来满足读者的需

求？您对2020年火爆图书市场的直播、短视频带

货现象怎么看？对未来市场发展有何预期？

2020 年商务举办了一些线上宣传活动，如直播、

讲书和座谈会。通过这些活动，向大众读者宣传推广

商务的图书。在疫情常态化的情况下，我们也尝试通

过线上线下联动增加触达读者的通道。但我认为，这

仅仅是一种方式，它不可能成为挽救出版社经济的

灵丹妙药。2020 年最火爆的直播带货实际上实现的

销售转化率极低，只不过是增加了一个图书宣传营

销的渠道。在我看来，直播并不比其他渠道的销售

转化率高。

我从一些合作的国际学术出版商那里了解到，

在疫情期间有的公司的利润翻了好几倍，这是因为

他们已经完成了数字化转型，有大部分收入都来自

数据库。疫情给这些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虽然

纸书销售下降了，但是数字化收入反而大幅增长。

数字化为未来发展提供了一条光明大道，但我们也

要看到，我们与国际领先的出版企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

段，各自有不同的经营方式。我们不能看到直播带货火

爆就蜂拥而上，这只是低水平的自救行动，往往没有什

么盈利。同时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我国的出版企业与

国外同行相比有后发优势，这是一种挺好的状态，未来

将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虽然我国出版业受疫情影响较大，但我对2021年

出版业是有信心的。疫情暴发后我国能够有序恢复生

产生活秩序，出版业正在以正常的速度向前发展，而且

表现出持续的增长态势，这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信

心。我们也期待用更好的产品推动出版业的发展，但

这绝不是靠低层次的量的积累来实现，而是要有优质

的产品来带动。

从出版领域看，商务兼顾学术出版和大众出

版两个赛道，在策划选题时如何进行定位并制定营

销推广方案？在学术图书面向大众推广方面有什

么好的经验？

学术出版的主要目的不是进入市场销售渠道，而

是提供知识服务以及帮助读者实现其学术目标，所以

做学术书首先考虑的不是市场，而是学术价值的准确

传递。

学术图书在专业读者和师生中有稳定的市场需

求。学术图书的营销策略则是让这批专业读者了解

新书信息，由于这些学术经典名著都是刚需，因此哪

怕是冷门绝学，它们依然会在图书馆市场有刚需，依

然能有稳定的市场发行量，而不是都通过京东、当当

来销售。

在策划相关选题时，首先要对选题有清晰定位。

我们的基本原则是既做精品又关注市场需求，根据每

个市场的不同情况、不同图书的特点及同类图书的运

作规律，来开展相应的营销推广活动。

商务除了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

代学术名著丛书”等经典系列，也出版一些大众图书，

商务的大众图书编辑部每年都会打造一些畅销品，如

“博物系列”“自然文库系列”等，其中绝大部分都有不

错的销量，之后又成为市场的长销书。

我们注意到学术出版有大众化、普及化的发展态

势，因此在2020年7月，我们首次举办“涵芬绽放——

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读书月”活动，就是希望通过举办

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读者接受经典，阅读好书。之后

又在8～9月间，开展“新华绽放——商务印书馆文教

读书月”活动，面向即将返校的学生，宣传推广商务的

工具书和教育类图书。

2021 年 2 月 11 日，我们将迎来我国的传统节日

——除夕，这一天恰逢商务124周年馆庆日。我们正

在策划一些线上活动，希望在这个特殊的年份，举办

一个比较温馨的、不需要人流聚集的活动，共同庆祝

这个时刻。此外，2021 年还是汉译世界名著出版 40

周年，届时我们也将举办系列宣传活动，期待广大读

者一起来参与。

2021年商务将围绕哪些重点项目和细分领

域进行布局并开展宣传推广工作？

2021 年，商务首先将重点抓头部产品和优质产

品，尤其是有巨大影响力的好产品。其次，我们将扩

大学术精品的出版品种，加快策划和推出学术精品。

最后，在选题品类上，商务将重点放在工具书以及主

题出版类图书上，主题出版类图书的规模将大幅增

加。其中，头部产品将是商务未来一年着力做好的业

务板块。

我们正在对 2021 年的头部产品做一个梳理，将

尽快梳理好头部产品书目并制定相应的营销推广方

案。在这方面，我们首先要确定对头部产品的认识，

头部产品一定是学术意义上有重大影响力、有重大出

版价值，以及有巨大市场价值的产品。如《现代汉语

大词典》将是 2021 年我们重点打造的项目。这个项

目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策划，是许多老语言学家翘首期盼的产品，自21世纪

初开始全面启动，至今已经有十余年。该词典是在社

科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江蓝生

研究员的主持下启动的，2021年将完成编撰，现在编

辑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编辑、校对和出版工作。这

个项目本身是在更大的语料范围、更新的学术理念、

更开阔的学术眼界之上对中国的现代汉语做一次全

面的梳理，这部词典必将成为传世的经典，其学术价

值和意义也许二三十年后才能看到。所以，我们要让

学术界知道它的重要学术价值，指导今后的语言学、

现代汉语的发展以及工具书、辞书的编撰工作。我们

将这部词典作为 2021 年的一部学术重头之作，也将

以此为重点开展宣传推广工作。

另一个重大项目是《汉语成语大全》，这是我们做

了近10年的新产品。与同类产品不同的是，它把中国

汉语的成语应收尽收，应释尽释，这是一项创举，在市

场上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我们发现这几年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人对有中国特色和中国传统

文化的内容越来越关注，给予比较大的市场期待，这也

带动成语词典的销售不断增加，我们希望这部成语词

典在大众图书市场上也能有所建树。

2021年7月我们也将开展主题出版物的重点宣传

推广。为迎接建党100周年，商务将从即将问世的五

六十种主题出版物中，选出特别有力量和高水平的主

题图书做重点推广。

贵社因疫情受到了哪些方面的影响？2020

年的经济目标实现了吗？采取了什么措施来应

对？对未来的预期是什么样的？

2020年上半年，商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很大，我

们的工具书销售同比下跌了35%，损失了几个亿的收

入。2020年下半年我们奋起直追，终于实现了2020年

年初的经营目标，全年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均保持稳定

增长。

展望2021，我认为，读者的阅读热情不会受疫情影

响，该买书还是会买。商务将继续坚持几十年来出版

经典名著、精品好书的宗旨，这是商务的“根”和矢志不

移的方向，也是我们的经营之道。

贵社在多形态数字化产品开发和新技术应用

方面有何新进展？未来有何规划？

商务一直在全方位推进新技术的应用，包括面向

读者推出了有声书、电子书、视频、课程等多媒介产

品。但是目前还处于向数字化转型的尝试阶段，这是

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慢慢的积累，我们要遵循相关的

产业规律，逐步向数字化转型。

目前商务的几个数字部门都参与新形态产品的开

发，为转型做出尝试，我们还与第三方合作，在商务优

质内容资源的基础上，开发出适应读者需求的产品形

态。我们认为，传统的纸书出版是制造业，但是我们不

能局限于纸质出版的思路，必须与外界进行合作，打造

一条数字出版的产业链。

商务做多形态数字产品开发有比较清晰的理念，

我们是基于图书产品做电子书和有声书的系列开

发。目前这块市场比较成熟，随着产品供给的数量越

来越大，收益也会越来越高。有人可能会担心有声

书、电子书的销售会减少纸书的销售，对此我并不认

同，我反而相信这两种形态会促进纸书销售，因为它

们与纸书是不同介质，读者的阅读和使用习惯不同，

其价格相对较低，对纸书不会产生太大影响，所以，商

务会持续开发电子书和有声书，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数

字化产品。

至于内容的网络课程开发，我看到目前正在落潮

中。几年前得到、喜马拉雅都在开发相关音视频课程，

这几年这样的内容越来越多，形态也越来越多。但我

认为，随着入场者越来越多，精品化的趋势在减弱，课

程内容更加娱乐化、平台化，而且被网络、渠道、受众、

移动终端给扭曲了，已经脱离了知识服务的本质，课程

的风口已经过去了。商务也做一些线上课程，如为推

广某部汉译名著，我们会请译者作讲解，辅助进行宣

传，但不是为了赶风口，而是为了做产品推广，因此没

有盈利的期待。

此外，商务也开发了数据库，已有成熟的项目，我

们对数据库进行多平台的授权，委托专业渠道进行推

广。商务在图书内容的多介质开发方面做了很多年，

未来也一直会做下去。

您对商务的“十四五”发展有什么思考和规

划？中长期看商务未来发展的着力点和方向是什

么？

商务印书馆对“十四五”规划有一系列想法，主要有

几个方面，一是在目前的态势下，商务需要保持持续增

长的态势。从市场需求、商务的内生动力、市场容量和

产品特质等方面看，商务在“十四五”期间可以实现稳步

持续增长。二是商务的增长和发展将按照固本强基、务

实创新的理念来做，学术出版（包括有知识服务功能的

工具书）作为人类知识服务的基础，必须得到进一步强

化，同时也应面向未来和今后发展方向，进一步向融媒

体图书方向拓展。在社科领域，商务将继续拓展规模和

范围，拓展范围是指我们要中西贯通，一方面在文史哲

类社科著作翻译这块进一步填补短板，进一步关注近现

代西方名著译介，另一方面关注中国原创经典名著。

“十四五”期间，商务将在数字化和国际化这两块有

新的动作，进一步布新局谋新篇。在数字化方面，我们

将继续做好工具书的数字化，为读者提供一站式的知识

服务解决方案。2020年3月，商务推出了国内首个基于

权威工具书开发的语言学习服务平台——“涵芬”

APP。该产品以商务出版的权威规范的语文辞书为基

础，提供汉语学习解决方案。此外，商务开发的《现代汉

语词典》APP入选2020年度数字出版精品遴选推荐计

划。为推进数字化各项工作全面开展，商务专门成立了

“万有知典”公司，正在紧锣密鼓地加快开展各项工作。

像商务这样的百年老社，做数字出版会受到很多限

制，我们不会轻言成功。我们衡量一个产品好与不好，是

否盈利是一个衡量标准，此外，还会考虑用户数量是否足

够庞大。但是一直靠输血（融资）积累起庞大的用户群，

一旦资金链断裂，产品可能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在这方

面，我们还需谨慎谋划。

商务的强项是做工具书，目前我们已经出版了上千

种工具书，这些工具书在市场上持续销售。目前基于工

具书开发的APP，由于受市场盗版产品的冲击，很难产生

持续的效益和影响力。但我们相信用10年时间，通过我

们的努力，加上市场将会出现的转变（如消费者对正版意

识增强、防盗版技术更先进），我们会在工具书数字化领

域做出一些成果。

做数字化，资金、人才和资源都到位才能做好，三者

缺一不可。所以我们首先要把内容做好，然后持续努

力，不断往前走。这才是我们对数字出版应有的态度。

在国际化方面，我们以往总是谈版权贸易或实物

出口，现在我们应更多考虑，在一个新时代，在这一个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到底对中国有什么需求，我们

要从这个思路看我们的文化产品能提供什么服务。以

往我们都是站在中国看世界，从此岸看彼岸，难免隔靴

搔痒、雾里看花，我们策划的产品可能不是国外想要

的。这次疫情后我们再回望，就可以看得更清楚，要把

国际化做好，最重要的是以世界的眼光回望中国，要到

彼岸去看看需要中国什么东西，用国际化的思维去思

考，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交流与相互了解，这会让我

们看得更清楚，这样也许会找到一条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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