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影像学与临床各专业密切相关，几乎贯穿疾病诊断及治疗

的始终，应用价值不仅体现在诊断及评估方面，还可用于引导微创

介入治疗。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医学分社2020年度医学影像学

相关译著选题为例，可对医学译著的精品化出版进行探讨。

选题策划是出版工作的重要环节，是出版工作之“本”。医学

译著的选题策划方面，我有以下两点感受：

一是从无到有，从面到点。例如，自1998年医学院校本科阶段

取消儿科学专业以来，我国儿科医师匮乏造成的弊端越发凸显，针对

这些问题，国家层面不断推出有力举措促进儿科医学的发展。超声检

查作为临床诊断的有效助力手段在儿科领域应用广泛，但目前儿科超

声方面的参考图书少，且大多已出版5年以上。无论从图书市场需求

还是学科发展方面，都迫切需要更多更好的图书问世。因此，中国科

学技术出版社策划引进了《儿科超声学（原书第5版）》，目前正在编校，

有望成为我国儿科超声方面的第一本译著。

此外，某出版社在2020年5月出版了一种皮肤疾病超声诊断

方面的译著，销量很好。看中时机，我们本着学习借鉴的态度挑选

同一作者的另一出版时间更新的皮肤病学超声方面的参考书，并

邀请相同译者团队进行翻译。放射学界非常经典的《体部CT与

MRI对照》在2008年已有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第4版，2020年该书更

新第5版后我们第一时间策划引进，并请到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

的著名专家主持翻译。

“从面到点”，即在一些学科亚专业已经策划了一些选题之后，可以进步一

细分学科、逐渐深入。例如，我们策划引进了《儿科超声学（原书第5版）》这本

比较全面的参考书之后，又策划引进了相对“专于一点”且篇幅较小的《儿科急

诊超声》。在策划引进了《影像引导介入治疗学》之后又策划引进了《影像引导

肿瘤介入治疗》这一专于肿瘤介入治疗的选题。

二是注重选题之间的互补性，在“小领域”形成闭环。我们策划引进《非血管

介入治疗并发症：基于病例的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发现同一作者在Thieme出版

社之前还出版过《血管介入治疗并发症：基于病例的解决方案》，于是就策划同时

引进了两本书，并与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合作，预计将与今年年内出版。

译著组稿即译者的选择同样重要。优秀的翻译团队能够让译著焕发更璀

璨的光彩，团队中不仅需要年富力强的中青年骨干精心翻译稿件，也需要经验

丰富的知名专家对翻译质量进行总体把控。通常情况下，译者人选在选题策划

初期已经确定。在与专家的联系沟通中，有如下两方面值得重视：

其一，积极准备、及时处理约稿过程中的问题。约稿之前，要通过信息采集

了解图书版次、引进情况和类似图书，调查原著作者学术背景，根据图书内容进

行综合评估后筛选出合适的译者进行联系，做到“专业对口”。要预判专家在约

稿阶段经常会提的问题，及时准确地回答或提前将这些信息写在约稿信中，有

助于提高沟通效率。

其二，珍惜第一次合作机会，促成多次合作。选题策划之后，后续环节中同

样应当重视与专家团队的沟通，及时跟进编辑加工、审校及宣发流程。各个环节

尽力提供协助，有利于彼此建立信任。例如，建立译者微信群及时解答问题，在

图书发布会时积极协助专家准备宣传资料等。要做好选题策划工作，应并重信

息采集与组稿。医学译著具有其特殊性，在编辑工作中更应充分认识到选题策

划的重要性，对于引进哪些书、放弃哪些书，均应经过慎重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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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最早要追溯到2017年。那年10月的

法兰克福书展上，丹·布朗举办了他的“兰登教

授悬疑”系列最新小说《本源》的德文版发布

会。因为丹·布朗作品的中文简体版都是由上

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九久读书人”）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出版

的，黄育海受邀出席了发布会之后的招待酒

会。2018年5月，在中国出版集团和人民文学

出版社的支持下，九久读书人正式邀请丹·布

朗访问中国，为新书《本源》开展宣传活动。

就在丹·布朗离开前的一天晚上，大家相

聚相谈甚欢，他开始向黄育海讲述自己的故

事。原来丹·布朗曾经的梦想是成为作曲家，

但他的作曲才华并未获得赏识。他曾经还想

拍一部有关动物的电影，也没有成功。直到

2003年《达·芬奇密码》一炮而红，全世界才都

知道了这位悬疑小说作家。此后他的作品一

出版，很快就会登上畅销书排行榜。仅《达·
芬奇密码》在中国迄今已销售600万册。

小说给丹·布朗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和财富，

但他却从未放弃过作曲家的梦想。郁郁不得志

的那段日子里，丹·布朗偶尔会在自家后院附近

的沼泽边散步，那时他听到了宛如赋格曲（复调

乐曲的一种形式）般的青蛙鸣叫声，于是创作出

了《动物狂想曲》的第一首曲子。此后几年，他

又陆续完成了全部的20首动物交响乐初稿。

他产生了将《动物狂想曲》出成绘本的想法。但

美国出版商更愿意出版他的悬疑小说，对他出

版绘本不感兴趣。

令丹·布朗没想到的是，黄育海听完后，当

即表示：“美国出版商不愿意给你出，你授权给

我，我先把中文版做出来。如果做得好，他们感

兴趣，你的美国出版商会过来找你。”黄育海的

想法其实很直接，他认为只要丹·布朗愿意做这

件事，作为出版人，就应该尽可能帮他促成。

虽然最后由于种种原因，未实现中文版

先行。但英文版让黄育海感到惊喜。该书不

仅集诗歌、音乐、绘画三位一体，还拥有包含

AR 技术的专属 APP，隐藏了诸多密码和彩

蛋。黄育海分享了该书的本土化过程及使用

方式：“《动物狂想曲》是一本形式非常丰富且

很有突破的书，是一本可看、可听、可玩的绘

本。书中涉及19种交响乐团的常用乐器，可

以在听音乐过程中完成认识乐器、节拍、变奏

等音乐知识，可以说是很好的音乐启蒙读

物。”阅读该书时，首先可下载丹·布朗送给全

世界孩子的大礼包 wild Symphony——免费

APP！利用APP，只需要举起手机对准内页扫

描，就可以听到相应的动物音乐。

丹·布朗的母亲是音乐教师，父亲是数学教

师，并且得过美国的总统奖。该书中，他把寻宝、

推理、解密巧妙结合。寻宝——3~6岁刚接触绘

本的孩子可以在绘本中寻找一只藏起来的小蜜

蜂，它在每页都会出现，藏在非常隐秘的地方。

推理——大一点的孩子听完音乐、找完小蜜蜂

后可以玩拼词游戏。这些字母可以拼写成乐器

名字。解谜——丹·布朗还给父母留了两个谜

语，一个在该书结尾，如果破解的话，就会发现这

是丹·布朗想送给所有爸爸妈妈的话。该书的音

乐制作，是丹·布朗亲自飞到克罗地亚，请专业交

响乐团录制完成的。对于丹·布朗来说，电子编

曲无法完美呈现交响乐之美，他想用古典又纯手

工的方式让小朋友喜欢上古典音乐。

阅读该书，家长可以在陪伴中观察孩子喜

欢的部分，自然而然地扩展他们对于音乐的理

解，比如小老鼠指挥家的形象，“鸟儿迎宾曲”

中的乐器家族。孩子可以通过比较书中的动

物，讨论声音和乐器的不同特点，以及乐曲本

身的元素。在音乐启蒙方面，该书以感性进入

为先，理性认知为辅，可以拓展的范围很广。

同时，《动物狂想曲》为社交情感学习技

能和核心能力提供了宝贵一课，包括自我意

识、自我管理、社交意识、人际关系技巧和决

策能力。随着故事展开，更多动物被介绍，大

小读者将发现这是关于欣赏世界、协同合作

的非常有意义的一课。通过故事和音乐的同

步，读者还会发现每一个不同的动作对他们

产生的情感影响。黄育海透露，目前已经为

孩子设计了一些可以直接应用于课堂的音乐

小课，正在寻找合适机会在中国市场推出，而

且该书的世界巡回音乐会也即将开启。

真正践行“大

语文”教育理念的

语文书。“大语文”

的“大”是相对于传

统语文课的，“大语

文”就是让孩子不

仅仅把语文当作一

门语言来学，而是

要把语文和生活结

合，养成贯穿一生

的底层能力。真正践行“大语文”教育理念的

儿童图书并不多，出一套对孩子的“大语文”

综合素养有帮助的，对孩子一生都产生深远

影响的语文课外读物非常必要，这就是《大语

文那些事儿》的策划初衷。

“大”是如何实现的？“大语文”是当下热

门的语文教育理念，也是该书核心追求。既

然是“大语文”，首先要有更广大的内容选材

范围，从传统语文单一的语言文字学习模式，

拓展到文学、文化、历史、哲学、艺术等，跨越

多个学科，培养孩子的语文思维，开阔孩子的

人生视野。《大语文那些事儿》不做分级，只按

内容分类，可以帮助学龄前儿童提前适应小

学内容，特别适合小学全阶段学生阅读。另

外，语文基础稍差的中学生，也可以用该套书

进行知识的归纳、总结。

《大语文那些事儿》作者赵旭本身是资深

语文教师，也是“大语文”教学的践行者。同

时，她知识渊博，讲课风格活泼生动，在各大

网络平台粉丝众多，很受家长和孩子欢迎。

对孩子来说，评价一本书好坏的重要标准就

是“好玩”，他们很少去关注书的思想深度和

内涵，只要内容足够有意思，孩子们就能一直

读下去。作者把她一贯幽默诙谐的讲课风

格，带进了书里，让人读来仿佛又听见她在讲

台上侃侃而谈。书中文字浅易却不流俗，俏

皮而不失底蕴，娓娓道来，富有生趣。书中插

图繁多，大多以孩子喜爱的小漫画形式呈现，

再配上有趣的对话，令人忍俊不禁。这样的

书，自然能成为孩子们的心头爱。

创新文本风格。市面上不乏语文读物，

但多数语文学科读物更像是文摘或者语文习

题册，直接摘取公版书或当代名家作品中的

经典名篇、好词好句作为内容，再辅以练习

题，缺乏原创性。而《大语文那些事儿》由学

识广博、教学经验丰富的名师撰写，既让该套

书符合语文读物的定位，又保留了作者独特

的行文风格，是少有的原创学科读物。

《大语文那些事儿》采取套装形式，一共6

册，外包函套。函套为醒目而不张扬的中国红

色，既符合中国传统美学，又能让人感到眼前一

亮。函套设计加入了诸多国风元素，与“语文”

主题相契合，同时又提升了整体质感。每册书

的封面则采用清雅的浅色调，更能彰显出中国

传统文化精神中“内敛”“雅致”的文人品格。

尽管大多数家长为孩子花钱时从不吝

惜，但图书性价比也是影响消费者选择的重

要因素。该套名师编写、装帧精美的《大语文

那些事儿》，采用高质量油墨、纸张印刷，富有

质感，且内容原创性和实用性兼备，在性价比

方面也较具竞争力。

今年六一儿童节前夕，一本特别的童书在中国出版。该书英文版出版2周就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第2名，目前已登上多个国家的畅销书排行榜首位。该书集诗歌、音乐、绘画三位一体，拥有包含AR技术的专属

APP，还隐藏诸多密码和彩蛋。它就是曾经创作了《达·芬奇密码》的知识悬疑作家丹·布朗的首部童书——《动

物狂想曲》！关于该书的诞生，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专访了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育海。

知识悬疑作家丹·布朗首部童书“六一”上市

《动物狂想曲》多种玩法供解锁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孙 珏 实习记者 彭雯莎

童
书

无字、推理、家长手册，爆款形成的潜在

逻辑。据商报·奥示数据显示，2020年，少儿

绘本的码洋规模达21.76%，对市场上升拉动

作用明显。无字绘本凭借自身独特的阅读

体验，成为少儿绘本界的新秀。

《四季时光》受到读者青睐绝非偶然，背

后拥有其内在的成长性。《四季时光》共有 7

个场景的固定镜头，每一副场景图都由一条

街道连接起来，为读者展现魏姆林根小镇的

四季变化以及它的自然面貌。还有人物关

系、细节关联的逻辑思维训练，让读者在寻

找线索中发现不易察觉的精彩细节。孙翠

菱表示，《四季时光》的“自然观察”“语言表

达”“数学游戏”“艺术启蒙和创作”，都是在

熟悉情节的基础上拓展，其内容量至少等于

一套无字书+一套生活认知书+一套逻辑推

理书+一套视觉发现游戏书+一套单词书。

尽管《四季时光》信息量大，且具有文化

差异性，但孙翠菱并不担心中国小读者对它

的接受能力，她立足于教育延展性谈到：“学

龄前小朋友获取绘本信息的方式，很大一部

分来自图画。虽然画面中人们的生活模式

和中国可能略有不同，但家人、朋友、邻里间

的相处都是共通的，《四季时光》以一种非常

写实、生活化的方式呈现出了不同文化间共

通的情感，小朋友在看书的过程中可以体会

到这种温暖。文化差异性也提供给读者一

个开阔眼界、认识不同文化的机会。”

如何让作为“伯乐”的家长动心，后浪编

辑花了很多心思。据了解，更新版的《家长

指导手册》，从故事、功能、人物等角度，讲解

了《四季时光》的引读方法，其中“人物小传”

让家长一秒掌握故事梗概，在关照童年的同

时也关照了成人的世界。

画卷、游戏、周边，再开发的新筹码。从

无字绘本到异形绘本（画卷版）的新形式拓

展，离不开原版的可观销量与口碑积累，更

离不开编辑对读者反馈的细节与新需求的

捕捉。同时也体现了编辑工作除了发现并

打磨完善优质选题之外，还要根据文本“气

质”去寻找二次开发的机会。孙翠菱回忆

道：“曾有读者形容《四季时光》是德国的‘清

明上河图’，这让我们突然来了灵感，就把它

做成清明上河图的样子。读者阅读时，就像

在《四季时光》的画卷中穿梭。”

在营销方面，目前《四季时光》画卷版

主要通过费曼妈妈等育儿大 V 和童书阅读

公众号等社群渠道进行推广。记者观察

到，团购活动中，《四季时光》还与《四季厨

房》《四季歌谣》等多款周边绘本配套售卖，

带来更多创新和变现的可能。孙翠菱表

示，目前以开发新玩法为主要推广方式，发

力线下，除了常规的追踪情节、视觉大发现

之外，还可以玩角色扮演、故事接龙、手工

游戏……让小朋友们真正参与到故事里，

并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知识输出。对于线

上，希望能够激发消费者的创造性，鼓励更

多人主动分享自己独特的玩法，促使潜在

读者产生尝试的欲望。

无字绘本再开发，后浪能否将爆款延续？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实习记者 聂慧超

“WIMMELBOOK绘本巅峰之作”（WIMMELBOOK，德语单词，“情境认知绘本”或“密集绘本”）

“世界最美图书作品”“德国的‘清明上河图’”……拥有这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标签的，是由德国著名

绘本作家罗特劳特·苏珊娜·贝尔纳创作、后浪于2020年5月推出的《四季时光》（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出版），该书出版以后取得较好销售成绩。今年5月，《四季时光》新版面世，以5册全集（《寒冬》

《暖春》《盛夏》《凉秋》《月夜》）、中英双语4.16米画卷版形式再次推入市场，迅速获得众多读者青

睐。记者特别采访了后浪营销编辑孙翠菱，深度了解这一爆品出现的始末。

琳琅满目的童书市场上和时下大热的“大语文”呼声之下，能够同时满足读者需求和时代需求

的童书是什么样的？这样的童书该如何策划？《大语文那些事儿》（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自2020年

10月上市以来颇受关注，甚至被有些平台称为“现象级”图书。

《大语文那些事儿》凸显原创学科读物差异化
■杨 子、王浩君（北京童心布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德国现象级畅销书《智人之路》中文版发布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5月22日下午，《智人之路：基因新证重写人类六十万年人类史》读书沙龙在

京举办。厦门大学人类研究所所长王传超、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主任杨益民与

《三联生活周刊》主笔袁越于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分享了关于《智人之路》的内容和阅读感受。

《智人之路》由国际知名科研机构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马克斯·普朗克哈佛研究中

心主任约翰内斯·克劳泽（Johannes Krause）与知名记者托马斯·特拉佩（Thomas Trappe）合作完成。该书

一经推出就一跃成为现象级畅销书，与《未来简史》《自私的基因》同列德国亚马逊畅销榜，全球版权售

出超17国。书中，约翰内斯·克劳泽和托马斯·特拉佩回溯了史前史，回答了诸如“智人‘走出非洲’继而

遍布全球是真的吗”，“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能从三个智人亚种的竞争中胜出”，“早期猎人和农民有着怎

样不同的基因表现”等问题。作者约翰内斯·克劳泽是王传超在德国做博士后研究时的导师。活动中，

王传超介绍了约翰内斯·克劳泽教授创作该书的初衷，以及自己对书中相关内容的理解。

杨益民觉得，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该书打破了一个迷雾。虽然侧重点在欧洲，但实际上也告诉我

们，所谓的民族国家，站在DNA角度来讲，就是伪概念，因为没有哪个民族是纯粹的。袁越提到了几年

前自己采访约翰内斯·克劳泽教授时一些印象深刻的事，分享阅读感受的同时，还向读者推荐了更多相

关领域的书籍。 （张）

相较十几年前的版本，编辑团队此次改版足足花了3年功

夫，重新翻译、梳理译文，使其符合新时代少年儿童的语言风格

和阅读需求；特别邀请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英语学院副院长

彭萍教授作为主译者。该套书还附赠了5节希腊神话音频课，

由希腊神话研究达人席路德撰写录制，进一步延展知识点。

设计上，灵犀的编辑们与销售团队、运营商、设计师共同

打磨了近4个月才逐渐成型：最开始，该套书的改版设计来源

于灵犀编辑和主任的一次头脑风暴。“我们想做一个带希腊

神庙场景式的盒子，让大家阅读时，更有代入感和沉浸感。

于是我们手绘了初稿，邀请设计老师来设计。经过近6次废

稿后，终于有了现在的样子。”

《希腊神话全书》（典藏版）封面正面是雅典娜神庙的设

计，过梁上的壁画是书内插画《奥林匹斯山神殿内的十二主

神》，同时柱形参考爱奥尼克柱式，柱头的卷纹设计相较严肃简

朴的多立克柱式，增添了一些明快和梦幻的色彩，相较雄伟的

气度，更注入一丝典雅与妩媚。同时，烫金的橄榄树山花点缀

在神庙之间，突出雕刻的效果，丰满且富有表现力。

此次改版还针对6~18岁青少年人群的阅读习惯，调大了

文本字体字号；使用护眼纸张，插画调色也更为复古。呈现在

读者眼前的饱满鲜艳的封面颜色，也是由灵犀编辑团队亲自到

印厂，跟随数十遍校印，拿着印刷专用放大镜

在强光下仔细核对，一点点追出来的颜色。

中译社的销售团队也在不断努力。针对

该套图书，从4月中旬至今，营销编辑已经策

划了7场以上的直播带货，销售团队积极跟

进，产品上架情况反馈良好。“4·23”世界阅读

日当天，邀请了导演、中国与希腊文化交流专

家罗彤与中译社副总编辑刘永淳进行对话及

推荐。5月29日，在朗园·兰境艺术中心，中

译社“灵犀LinkseeR”在市集首次亮相，扮作

雅典娜的编辑小姐姐现场为大家讲解希腊神

话故事。8 月底，还有更为浩大及神秘的活

动值得期待。

编辑团队也在宣传过程中，看到很多家

长的顾虑：希腊神话里有些描写过于出格，真

的适合孩子读吗？这一点，编辑部完全考虑到了。书中“少儿不宜”的内容被适

当改写，在不影响原文意思表达和故事逻辑的情况下，力求呈现最完美的效

果。此外，家长们还应考虑的是，孩子成长时期最应该教什么？除了满分的成

绩、良好的学习习惯，最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道德品质。在希腊神话中，孩子能

从领略奥德修斯想出“木马计”的智慧、赫拉克勒斯完成十二项艰巨任务时的责

任感，以及人类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之心，还有众英雄面对困难和诱惑表现出

的无畏和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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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译出版社历史传记部——灵犀LinkseeR编辑团队特别推出全新的《希

腊神话全书》（典藏版）套装。该套书原版是希腊教育部认证、已被翻译成10余种语

言、全球销售超过100万册的“现象级”图书，全面涵盖了希腊神话中的核心故事。

作者莫奈劳斯·斯蒂芬尼德斯用长达25年的时间致力于重述古希腊神话故事。

刘永淳刘永淳（（左左））与罗彤与罗彤（（右右））

灵犀编辑手绘设计初稿灵犀编辑手绘设计初稿 byby 赵青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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