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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中国文化艺术启蒙系列”多语种海外出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倡议，中信出版社近年来将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介绍中国文化精髓、在国际市场上树立中国文化强国形象作为最高使命。2018年中

信出版社陆续出版传统文化启蒙原创图书“墨·中国文化艺术启蒙”系列后，考虑到该系列以与国际艺术接

轨的故事写作形式，以及书末配上“艺术工坊”的编撰方式，讲述中国古代名画和画家的精彩故事，对外国

读者而言更容易形成易读易懂的中国文化通识体系，因此该社将其作为重点项目进行海外推广，至今版权

已输出日语、韩语、阿尔巴尼亚语、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11个语种，出版8个语种，覆盖了众多“一带

一路”国家和地区。

考虑到“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传统文化存在陌生感，该社联合中信美术馆对每册书内文重新

编排，补充丰富了关于画作和画家的核心内容，新书定位于海外对中国美术史感兴趣的成人以及亲子共读

图书，并在语言上进行了梳理，使语言更趋成熟。

选择海外出版社时，该社充分考虑其分销渠道是否匹配以及是否有同类艺术类出版物和完整产品线

提供销售端支撑，如他们在韩国选择了与学术研究机构、图书馆和主流书店都有密切联系的民俗苑出版

社，还与意大利出过众多优质艺术图书的第三大出版商——白星出版社成为合作伙伴。在呈现方式上，中

信社充分尊重和信任外方对图书的定位与规划，如韩语版使用了精装合辑，来满足图书馆藏和韩国读者阅

读习惯；马来语版为便于学校采购，换用更经济的平装本；日语版则采用简约封面，符合日本读者阅读习

惯。 （雅 妮）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渠竞帆

果麦文化公司为做好《也

许你该找个人聊聊》的营销推

广，将从心理学专业人士和心

理学类自媒体开始，辐射到大

众读者进行宣传；还将结合该

书在豆瓣和小红书等媒体平

台上已有的口碑，配合2020年

出版的《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

生》一起推广，起到相互带动

的效果。

人文社也注重找准目标

读者群体，找到图书和目标读

者之间的契合点，提炼出相匹

配的处方，起到打动读者的作

用。在策划《你的夏天还好

吗？》中文版时，采用朝鲜王朝

时期著名女书画家申师任堂

的经典“草虫图”作为封面灵感，并面

向已经或即将步入30岁的女性读者进

行推广，实现了精准契合，上市后数次

加印。

译林社为打造“天际线”这一科普

精品书系，发挥专家力量并借助各种

线上线下渠道进行推广营销。如在推

出《云彩收集者手册》中文版时，考虑

到当时大众对观云比较陌生，他们请

来资深的天象摄影师、科普工作者担

任译者，并反复推敲图文呈现效果和

装帧形式；图书上市后，在自然类自媒

体平台和社群进行精准推广，与天象

爱好者社群密切互动，举办线上“赏云

大赛”，并以讲座、展览、自然教育等形

式助力线下科普和公益活动，至今该

书上市 3 年发行量超过 10 万册，已成

为天象、气象爱好者的经典入门读物。

接力社为明年初上市的《周四推

理俱乐部》也制订了营销推广计划：一

方面将激发接力社“老粉丝”的新阅读

需求，另一方面开发接力社的“新粉

丝”，即欧美悬疑推理小说爱好者，把

他们纳入到接力社全产品线阅读服务

中。同时将结合亚马逊网站上的读者

留言，再根据不同阅读群体的阅读取

向提炼有针对性的卖点，配备精准的

推广渠道，共同推动该书的出版发

行。接力社先后引进出版过“鸡皮疙

瘩”“暮光之城”等系列作品，在陪伴读

者一起成长的过程中，不仅赢得了口

碑，也不断满足读者成长过程中新的

阅读需求。当读者成长到成人阶段，

有了阅读成人侦探小说的需求，接力

社也将阅读服务范围扩展到陪伴读者

成为父母、照顾婴孩的阶段。对进入

全产品线的内容, 接力社有三方面要

求：一是故事涉及成人话题，世界观、

价值观、人生观必须正能量；二是内容

情节丰富，逻辑清晰，要具备特定类型

小说的特点；三是文字流畅且有个人

特点，让读者能产生沉浸式的阅读体

验感。

上海译文社成立国际版权中心

以商业化手段拓展中国作家国际影响力
近日，为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

能级和国际影响力，助力更多优秀原创

文学作品站上国际交流舞台，上海译文

出版社日前正式成立国际版权中心，开

始代理中国作家的翻译版权。该中心

在筹办阶段已经输出双雪涛代表作《平

原上的摩西》意文版、英文版版权，上海

著名诗人王寅的诗集英文版也将由美

国纽约书评出版社出版，下一步将重点

推介著名作家林白的经典代表作《一个

人的战争》《北去来辞》和郑执的长篇小

说《生吞》。

记者采访了译文出版社社长韩卫

东。他表示，译文社从前年开始就在酝

酿成立国际版权中心，前期做了一年多

的尝试，去年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此项

工作受到了一些影响。因此直到最近才

正式宣布成立该中心的消息。

他介绍说，译文出版社成立之初，是

为了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让更多

中国人了解世界。译文社专门做外版书

的版权引进和翻译出版，取得了很好的

口碑和品牌效应。现在随着我国国力的

提升，出版业发生了一些变化，翻译类出

版社怎样借助在双向交流方面积累的优

势，助力国家提升文化软实力，是他们一

直思考的问题。设立国际版权中心，通

过市场化的运作，把我国的文学作品版

权输出到国际市场并产生一定的影响

力，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据悉，译文社之前在“走出去”方面

做过一些努力和尝试，如出版过外语工

具书，版权输出效果不错，但国际影响

力还不够。韩卫东介绍，在过去的合作

中，译文社与群岛图书公司总经理彭伦

有过版权业务合作，他与国内一些作家

有比较好的合作，于是双方决定，共同

主动挖掘作家资源，代理他们的版权，

帮助其作品走出国门。“现在国内的作

家在输出版权时会遇到一些问题，一是

管道的问题，如果仅凭作家单枪匹马去

做就很难，二是翻译质量的问题，这也

需要有专业人士把关，现在有的书虽说

走出去了，但质量还不高，接受度也不

高，在海外的传播还有一些交流障碍和

隔阂。因此，译文社成立了国际版权中

心，希望为国内作家提供服务。”韩卫东

表示，“希望把目前取得的一些成果分

享出来后，得到有关方面的更多支持，

把价值效应发挥起来，同时也证明此模

式在商业上是可行的。”

谈到对未来的预期，他指出，力争在

三年之内代理20位中国一线作家的国际

版权，帮助他们的作品在世界各国主流

出版社出版。他们对此是有信心的。目

前正在操作一些基本的线索，希望争取

更多的作家资源，凡是有一定的社会影

响力、也希望让自己的作品向国外输出

的作家，他们都希望能够参与进来。

他介绍，在向海外推介时，他们要看

作品本身和国外的认可度，找对中国作

品有兴趣的版代公司进行推介。他认

为，文学作品售出版权比较难，需要在翻

译、内容接受度等方面做很多工作。但

是，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共同性，虽然中国

文学作品的故事背景是中国的，但是能

打动读者的人性的东西是共通的，我们

要把作品中能够为世界接受的东西挖掘

出来。借助商业化手段为中国作家找到

国外最合适的编辑，对方对中国的作品

真正感兴趣，对作品、作家定位有清晰的

想法和计划，这样才能真正输进去。

在注重高质量出版、书号资源日益稀缺的当下，我国出版社在出版原创精品的同时，也注重引进版

权的收益，这不仅需要操盘手具有独到眼光，善于发现有畅销潜质的图书，版权人员要具备一定素质和

能力，也需要出版机构有一套成熟的运营机制，为抢到优质版权提供保障。记者近日采访了多位业内

有经验的出版人，从各自的典型案例谈起，梳理其中的成功经验。

快速出手 抢未成名作者
出版社想抢到优质内容资源，首先要快

速出手，如果是未成名作者，更有可能带来

可观的回报。接力出版社2020年10月抢到

英国作者理查德·奥斯曼（Richard Osman）

的处女作《周四推理俱乐部》简体中文版版

权，明年初该书将正式上市。2020年9月在

英国上市，该书2021年成为英国近年来的爆

款书，至今其在英国的销量已突破140万册。

果麦文化公司今年7月底推出洛莉·戈特

利布的《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也是这样一部作

品，该书2019年4月由美国霍顿米夫林哈考特

出版，果麦在其上市不到1个月就通过选题并

用5位数美金买下版权。虽然洛莉·戈特利布

之前的作品销量平平，但事实证明这个果断抉

择是正确的：当年在《纽约时报》畅销榜上霸榜

8周；当年底登上《时代》《人物》《奥普拉》等杂志

年度书单，入围美国亚马逊年度销量TOP10。

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也是在作者

前两部作品市场反应冷淡、他尚未成名时，

由时任贝塔斯曼中国公司负责人的上海九

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育海

果断买下版权的。黄育海表示，一旦发现好

的内容，编辑可以随时随地联系他，便于尽

快做出决策。遇到好的选题，他常常会在第

一时间拍板，买下版权，如果有丝毫犹豫，那

就会失去机会。

上海群岛图书公司总经理彭伦也曾以

不高的价格买下爱尔兰年轻小说家萨莉·鲁

尼的《聊天记录》的简体中文版版权。曾任

九久读书人副总编辑、2017年创立群岛图书

公司的彭伦，与来沪的爱尔兰文学基金会代

理主任丽塔·麦凯恩（Rita McCann）见面，对

方强烈建议他关注鲁尼，于是他给鲁尼经纪

人写信，要来《聊天记录》的书稿，并找到两

位女性译者和国外书探试读，最终果断买下

该书版权。作者的知名度对于能否以较低

价格买下版权关系重大。彭伦表示，2018年

他再购买鲁尼新书《正常人》的版权时，鲁尼

已成为英国当红作家，该书已入围布克奖，

支付的版权费比第一本高不少。彭伦表示，

在他出版的作家名单中，已经有一些现当代

著名作家，还需要像鲁尼这样的年轻作家，

这也是他签约鲁尼的原因。

人民文学出版社几年前从版代书讯中

发现了好莱坞演员杰西·艾森伯格的《吃鲷

鱼让我打嗝》，审读书稿后，他们认为是一部

格调不俗的文学作品，于是，在英文版尚未

问世时，积极进行市场调研，果断上报社里

通过选题，迅速报价并拿下版权。该社几年

前还买下韩国青年作家金爱烂的两本短篇

小说集《你的夏天还好吗？》《外面是夏天》，

也是金爱烂在韩国还没有知名度的时候入

手版权的，均获得了不错反响。该社外国文

学编辑室副主任翟灿表示，当时，编辑预感

到中国读者，尤其是二三十岁的女性读者会

爱上这本书，所以毅然买下版权。

选准内容 找打动人心的图书
读客文化公司几年前在多家公司竞争中

从版代手中买下《岛上书店》版权，就是看重

其优质的文本。该公司文学小说主管夏文彦

表示，小说用轻盈、温情、动人的文字，讲述一

家孤岛书店将整个岛联系在一起的故事，让

我们看到每个人如何渡过生命中最艰难的一

年，以及书为何能在人生低谷中具有意想不

到的能量，这是大众读者需要、而且会喜欢的

故事。此外，小说在海外亮眼的表现也让他

们志在必得：问世后登上美国独立书商选书

第1名、美国图书馆推荐阅读第1名，海外版

权迅速售出，在全球重要图书市场引起了广

泛关注。他们评估完选题并确定购买后，就

与版代说明对该书的喜爱和想法，最终以诚

意打动了对方。小说中文版出版6年来（包

括纸电图书）已卖出288万册，一直是市场长

销书，并成为了一代读者的文化记忆。

果麦产品经理周喆表示，选中《也许你该

找个人聊聊》是考虑到，这本心理医生的回忆

录，既有作者为来访者做心理诊疗的故事，也

以坦诚、真挚、幽默的笔调写了自己人到中年

遭遇失恋、向另一位心理治疗师求助的过程，

其可读性、文学性、叙事性极强，具有鼓舞人

心的力量。该公司之前引进出版的《蛤蟆先

生去看心理医生》创造了上市仅1年印量突

破200万册的奇迹，这本书同样在心理自助、

心灵疗愈类赛道上，符合近年来中国读者对

心理健康类图书的阅读需求。

接力社青年分社文学编辑去年8月底从

版代发来的众多书讯中一眼相中了《周四推

理俱乐部》，要来英文书稿进行审读，发现是

一部吸引眼球的作品，“书中人物睿智、风趣，

作者行文有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英式推理风

格，切合悬疑推理类作品的超高市场阅读需

求”，于是立即上报社领导并进行多部门联合

评审，最终判定值得引进。该社分管青年分

社的副总编辑马婕介绍，该书在英国3天内

卖出4.5万册的消息增强了他们买下版权的

决心。10月，经过两轮报价，该社终于从版代

方拿到了版权，同时也对该系列后续几部书

稿有了优先购买权。

九久读书人近年来将《达·芬奇密码》《肖

申克的救赎》和“那不勒斯四部曲”引入国内，

版权费都只有 4 位数美金。黄育海表示，

《达·芬奇密码》海外刚上市时，他被小说情节

吸引，并力劝当时贝塔斯曼的老板买下了版

权。该书迄今已在中国卖出600万册。

“那不勒斯四部曲”同样是有吸引力的作

品，“这部小说讲了两个女孩童年、上学、恋

爱、结婚、生子，贯穿一生的故事，心理描写非

常生动”。黄育海介绍，他最初是从美国书探

（九久读书人最早实行书探制度并一直延续

至今）那里获得讯息，于是他拍板签下前三部

版权。2018年同名电视剧在奈飞平台上线

后，带动该系列图书销售，成为欧洲近10年

来最畅销的小说，中文版已卖出50多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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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空白 精准把握时机
译林出版社近年来瞄准国内市场空白，

从海外多家出版社买下10多种科普图书版

权，打造了新知科普书系“天际线”，成为打造

引进版图书的另一种模式。该书系中有不少

图书已获得大奖、引起国内读者关注，成为读

者开拓视野、提高科学素养的入门级读物。

该书系负责人杨雅婷表示，他们与版权

部合作，通过图书网站、版代书讯、专家推介

等渠道寻找符合丛书标准的选题，查询到许

多小众图书版权，精准把握报价时机和报价

条件，拿到了版权。在之后的选题运作中，

版权人员又多次与外方沟通各种事宜，确保

图书顺利出版，也为购买更多优质选题打下

了基础。她表示，熟悉该细分市场又有精准

判断，帮助他们抢占了版权先机。如《鸟类

的天赋》英文版刚出版时，他们审读了书稿，

认为该书综合了鸟类行为学和脑科学研究

领域的前沿内容，内容丰富，叙述简洁，于是

在没有被注意的时候，以较低价格购得版

权，不久后该书就入选英美多个年度自然图

书奖项；中文版出版后，也获得国内多项大

奖，入选多个科普、博物类图书榜单。

九久读书人去年引进并推出的日本科普

读物“46亿年的奇迹：地球简史”也具有填补

认知空白的文本价值。该系列由日本朝日新

闻社以杂志形式出版了50本。黄育海认为：

“该书从宇宙大爆炸开始，讲述了地球46亿年

来的演变过程。文本内容给人极强的沉浸

感，并根据考古研究模拟出很多图片，达到现

代人类认知水平的高峰”，于是他毫不犹豫买

下版权。据悉，该书中文版自去年上海书展

推出后不到一年时间已售出50万册。

快快快、、、准准准、、、稳稳稳
稳固体系 建立成熟的运营保障

能够抢到优质资源，除了编辑、出版

人要有一双慧眼和果断的决策力外，更

需要出版机构有丰富的经验以及成熟的

运营体系来提供保障。

马婕表示，编辑在挑选版权书时，主

要是看内容是否足够优质，是否在国内

有比较清晰的读者画像。同时也存在成

熟作家版权费较高，新作者版权费较低

但风险较大的问题。黄育海认为，在引

进版权时，首先要从内容方面考虑，第一

时间发现真正有价值的、有深刻思想性

的东西；同时对中国市场及读者当下阅

读需求有深入了解，综合国内外市场分

析才能找到受中国读者欢迎的图书。二

是书探制度及海外朋友圈确保其在第一

时间发现新书。九久读书人在美国、英

国、法国、西班牙、日本聘有书探，他们每

周撰写读书报告，告之国外出了哪些有

价值的新书，九久读书人在西方出版界

还有一拨编辑朋友，会相互介绍自己感

兴趣的书并分享对书的理解及阅读感

受，为他们做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此外，九久读书人还会经常参加国际书

展、逛欧美书店，看各大排行榜、以及通

过互联网搜索书讯。

翟灿坚信，故事本身好看是买到优

质版权书的首要条件。如果故事不吸引

人，无论怎样营销都是事倍功半。如《吃

鲷鱼让我打嗝》虽属好莱坞明星跨界写

作，但小说立意不俗、文笔诙谐，在喜剧

表壳下潜藏的心酸与悲情也很容易唤起

读者共鸣。这本书最终借助口碑效应传

播开来。

周喆认为，要让国外版权方对出版

人的整体运营能力建立信任，公司在同

品类图书上有优质的产品和良好的市场

口碑，对新书资讯保持敏感以及熟悉版

权资源，再加上运气加持，才会顺利拿到

版权。拿下优质图书，也会给后续的版

权竞争带来了很大优势。

夏文彦认为，成功买到优质版权，一

要熟悉市场，才能做出好的判断。在运

营《岛上书店》前，读客研究了多年位居

畅销榜榜首的小说具有的特质，《岛上书

店》符合当时大众读者阅读倾向，是那种

轻盈、温情，能持续给读者带来感动和慰

藉的好故事，所以他们才能发现这本

书。二是对读者的阅读价值有敬畏，发

现阅读价值，清晰地说出阅读价值，是做

版权判断的基础。这本书具有的阅读价

值让其持续发力，至今仍是市场长销

书。三是在出版市场上有足够的影响

力，才更能稳固在版权采买端的影响

力。大多数优秀版权，在原著版本刚出

版、甚至出版半年前就开始竞争海外版

权。有足够实力的出品方，才能得到版

代推荐。读客近年来将“银河帝国”“教

父”等系列打造成畅销品的成功案例，为

其积累了运营畅销书的扎实经验和一定

的知名度，也为其获得版代推荐做了铺

垫。出版机构出版端和版权端相互促

进，才有机会获得潜力版权的资料，进入

版权采买的竞赛。

谈到版权人员需要具备的素质，马捷

认为，一要懂市场，了解国内外读者阅读

趋势，时时掌握国际图书市场发展动态；

二要有好的选书眼光，能在“茫茫书海

中”发现好书；三要有优秀的沟通谈判能

力，确保有更大几率取得授权。此外，出

版社强有力的品牌支撑，会利于优质资

源的竞争。有国际信誉及国际影响力的

出版社，可以在第一时间接触到优质资

源，其创意策划能力、营销发行能力是拿

到优质资源的关键。黄育海认为，一是

有语言能力，即外文阅读和对话能力，二

是有专业能力，做文学书要有文学基础，

做少儿书要有对少儿书的基本认识，三是

沟通和谈判能力，要善于了解欧美人的生

活习惯和思维习惯，四是动作要快，看准

了就马上拍板，九久非常强调快速反应，

版权人员要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和敏锐的

反应速度，决策层也要及时做决断。

黄育海总结了数十年来做版权引进

积淀的成功经验，一是有比较好的出版

定位，九久读书人的目标是出版世界上

最好作家的最好作品，出版真正文学价

值、艺术价值高的文学和少儿作品。二

是制定长期、中期、近期目标，对出版的

图书要有理念和规划。三是了解不同国

家特点，如欧美作品较重视文学价值，日

本作品以推理小说为主，在引进时以该

国优势内容为主。四是要讲信用，对人

真诚，遇到困难要实事求是地讲出来，不

吹牛也不撒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