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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聂慧超

2021年临近尾声，传统出版业依旧在艰难中摸索，任何一个让行业提振与兴奋的故事，都

能带给大家一些烛照前途的方法与希望，也让出版人看到，数字化的决心，是让承载文明积淀

的出版业再现荣光的信心。

本次故事的主人公，是《经济日报》社旗下《艺术与设计》杂志社社长、总编辑，《中国服饰

报》社总经理钱竹。采访当天，是北京今年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气温跌破近十年同期最低

值。记者初到钱竹的办公室，淡绿色的沙发，茶几下铺着灰色长绒地毯，整整一面墙的书，一个

挂满多种服装样品的衣架，还有一壶热茶，让寒冬多了些暖意。钱竹正在与两位年轻同事交流

工作，一副蓝框眼镜，圆脸，文气，谦和，与印象中他的“酷事迹”产生强烈冲突。

20多年前，他白手起家打造出亚洲发行量最大的创意杂志，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杂志

总编辑。登上峰顶后却被数字化风暴吹落至谷底，经历了负债累累。一度站在倒闭边缘，他另

辟蹊径，仅凭20余人的力量进行转型，在纸媒式微背景下，用3年时间，完成又一次的脱胎换

骨，依托纸媒积淀创造出亚洲点击量最大的创意媒体平台，再次在新赛道上占据重要的市场位

置。面对起死回生、大起大落，钱竹语速和缓，云淡风轻：“我们都是做报刊的，你应该能明白，

只有持续自我变革才能活下去，唯有‘大变革’才行。”

24年前孤注一掷的“豪赌”

近日，《艺术与设计》杂志和《中国服饰报》宣布其

全媒体格局已基本形成。从最初的杂志、报纸启航，

PC 端网站，再到完成“艺术与设计 APP”“东街时尚

APP”新闻客户端的移动端转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

风口迭代，构建起“报（刊）、端、微”三位一体的现代传

播格局，形成了报端一体、大屏小屏联动、多终端覆盖

能力的泛媒体传播新业态。

目前，“艺术与设计APP”“东街时尚APP”下载近

千万人次，日均点击量近50万人次，从今年5月至今，

点击率超过1.2亿次，成为亚洲点击量最大和最有影响

力的创意媒体平台之一。

事实上，《艺术与设计》杂志和《中国服饰报》早已

不仅仅是单纯的纸媒了。但在大众的刻板印象中，它

们还是曾经那个“设计类纸媒代言人”。这一标签的打

造，正源于 24 年前钱竹作为“初生牛犊”的现实狂奔

——创办《艺术与设计》杂志。这一历程，看似是冒险

的孤注一掷，其实除了破釜沉舟的勇气、天时地利人和

的机缘，还有一种基于现实的精明敏锐以及紧跟行业

前沿的学习自觉。

在热茶白汽升腾中，钱竹的思绪回到20多年前。

1996年，大学毕业的钱竹被分配到新闻出版署条码中

心工作。那一年，第一届中国时装周开幕，“时尚走秀”

第一次成为一种国家行为。在当时分管报刊工作的副

署长梁衡的启发下，“应该做一本设计类杂志，繁荣中

国设计”这一念头涌入钱竹心中，就此他按下做设计出

版的按钮。

试刊的曲折与艰辛，钱竹至今历历在目：没有钱，

他只能自己开电分机、采访、排版、出胶片、找人拍照、

送印刷厂、拉赞助……幸运的是，首批杂志面市两天便

全部售罄，钱竹欣喜之余，尝试打通多种营销渠道，销

量蒸蒸日上，此举奠定了《艺术与设计》在设计期刊领

域的地位。1997年11月，《艺术与设计》在试刊第2期

时就申请到了刊号，经新闻出版署有关部门批准，24

岁的钱竹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杂志总编辑。2000

年，在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石峰的支持下，钱竹担

任了新闻出版总署报刊服务中心副主任，刊社发展进

入鼎盛期，杂志社刊群总收入达到巅峰，年码洋愈亿，

成为亚洲发行量最大的创意杂志集群。

就在纸媒充分享受时代馈赠的时候，来势凶猛的

互联网浪潮一举将传统纸媒逼到了墙角，文化体制改

革又把出版单位彻底交给了市场，曾经站到峰顶的出

版人多有跌落，钱竹也成为其中一员。2012年刊群收

入达峰之后，除了《艺术与设计》杂志，社里主打的娱乐

期刊市场空间被互联网海量娱乐资讯迅速挤占，单刊

销售码洋迅速从4000多万跌至几十万，收入已经无力

支撑近百人的刊社。2014年，钱竹临危受命，又接过6

个月没有发工资的《中国服饰报》社总经理的担子。左

手杂志，右手报纸，双双下坠，钱竹的步子愈发沉重。

“个人的命运永远和时代的命运紧密捆绑，命运不

抛弃你的前提是你自己不气馁。”钱竹没有倒下，时运

不济反倒让他从巨大的落差中清醒过来，重新开始俯

嗅市场商机，探索转型。

在对市场进行重新考量后，钱竹发现，国家在经济

发展之后，对文化复兴和文化传播高度重视，这或许是

老牌创意期刊千载难逢的机遇。于是，《艺术与设计》

开始从单纯的新闻出版机构向整合营销公关服务商转

型。用钱竹的话来形容，就是“与公关公司抢市场”。

以承办伦敦国际时装周首秀为切口，他们逐渐打开国

际策展市场，不仅验证了自身的创新想法和商业价值，

提升了杂志社的综合实力，更助力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为《艺术与杂志》日后更好地开展国家对外新形象塑造

积累了认知与经验。

在“一带一路”上讲好中国故事

“时尚设计不是装饰品，不能只停留在娱乐层面，

大国的时尚设计输出应该有包容、辩证和前瞻性，也必

须对世界文化有所担当。在这个时代，我们将扮演什

么样的角色，承担何种使命？”钱竹自问。随着我国经

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越来越多的中

国设计师带着中国文化的烙印积极主动走上国际舞

台。进入新时代以来，对外文化传播工作有声有色，不

仅有面向全世界的文化传播，也有“一国一策”的精准

传播，传播手段也从单一传统媒体转向多种媒体融合

传播发展。这一刻，钱竹感觉到，一个巨大的机遇就在

眼前。

重新扛起《艺术与设计》品牌大旗的正是“设计中

国”系列项目。该项目是由中宣部指导、经济日报社主

办、《艺术与设计》杂志社承办的系列文化、艺术、设计

交流活动。项目聚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时尚

设计创新，通过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优秀时尚设

计作品，表达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和对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所做的努力。这一项目无论品牌、资源

还是影响力，对于承办者来说，都是实现自身进阶的宝

贵平台。而钱竹团队成为了这个“幸运儿”。

2019年3月，在习近平主席访问意大利前夕，“设

计中国·中意同行”通过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时

尚设计创新两个方面，展现了当代中国生活方式的“中

国图卷”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设计师处理新旧文化的

经验。如北京服装学院的天工传习馆致力探究如何运

用拼布、京绣、盘扣、精工首饰及扎染等中国传统工艺

重塑中国服饰的魅力。中国美术学院吴海燕以中国明

代法海寺壁画为灵感的“一丝一瓷”东方盛世系列产

品，将中国数千年来的“丝”“瓷”文化展现得淋漓尽

致。“设计”第一次写进了两国间的联合公报。同年6

月,在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前夕，

“设计中国·丝路花语”展览以40套服饰、40套瓷器、北

京特产景泰蓝珐琅器、北京宫廷金器工艺品和10套纺

织面料，回溯中吉世代友好的动人故事，展现中国风格

和东方传统文化价值在当代设计中的传承、创新和现

代化表达。

值得一提的是，“设计中国”项目的成功绝不是偶

然，而是得益于《艺术与设计》持续关注、深耕中国文

化、中国设计、中国时尚的艺术设计时尚基因，及其以

艺术创新赋能国家发展，满足人民需求持之以恒的努

力，如在非物质遗产振兴、精准扶贫、人才培养、国民文

化素养提升、国际文化推广等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据了解，《艺术与设计》杂志社、《中国服饰报》社联

合平安集团策划了“妈妈的针线活”公益项目，通过着

眼旧衣物的升级再造对贫困地区实行精细化扶贫，以

“一针一线”彰显我国扶贫智慧。在习近平总书记对制

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后，承办了文化和旅游

部“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主题设计公益活动”，在全国引

起良好反响。与同济大学共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基

地”，为共建多语种“朋友圈”有机生态策略，推动高校

加快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做出贡献。与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社科联合作，多个项目成为“文化润疆”的重要平

台，为推动实施“文化润疆”工程奠定了良好基础。这

些经历为钱竹团队在新时代条件下做好高访文化推广

及配合工作增添了底气与信心。

“设计中国”项目带给钱竹的影响也远远超过他的

预期，不仅厚重，还很深远。钱竹表示，该项目旨在继

续以文化贸易的形式把中国设计、中国制造、中国潮流

推向国际市场，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建筑师、

设计师提供一个走向国际市场的展示空间和长期互动

交流和交易投资的平台。这一长远规划让钱竹意识

到，设计资源的发动，不但可以促进文化传播，还可以

带动产业链的发展。

钱竹透露，“接下来，我们将基于目前用新闻积蓄

的用户流量探索新的变现模式，借助产业互联网的东

风，促进数字传播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一条贯穿

设计、时尚的全领域信息产业链条，让产业上下游、周

边充分协同联动。例如“艺术与设计APP”承担用算法

为设计师设计logo、“东街时尚APP”为材料厂商、面料

辅料供应商与设计师达成交易的“桥梁”等等，从知识

服务向产业互联网全面转型。”

回过头来看，钱竹的创业历程从出版入局开始，在

各维度开启了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迭代。更多挑战还在

前面，48岁的他，仍然有着年轻时的激情，只是做事不

再匆忙。他说，国家有梦想，出版人也有梦想。从“专

精特新”标签的新三板挂牌，到北交所的“横空出世”，

钱竹看到了更大的希望，因为在他心底，如果要给过往

一个极具仪式感的总结，那么IPO敲钟无疑是最好的

选择。

（上接第1版）

表1 全国优秀科普作品第一方阵出版社入选情况

表1、表2 注：1.2019年，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变更

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暨科学普及出版

社）”。科学普及出版社17部与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7

部合计为24部。

2.科学出版社单独出版17部，另与地质出版社合

出1部“绿色矿山系列丛书”，共计18部。

3.地质出版社单独出版9部，另与科学出版社合出

1部“绿色矿山系列丛书”，共计10部。

4.中国农业出版社单独出版9部，另与中国妇女出版

社合出1部“农村妇女脱贫攻坚知识丛书”，共计10部。

5.中国妇女出版社单独出版 6 部，另与中国农业

出版社合出1部“农村妇女脱贫攻坚知识丛书”，共计

7部。

25家出版社入选作品不低于5部，进入第二方阵

（见表2）。除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等科技类出版社、综合社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清

华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

版社、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5家大学社也显示了较强

实力。25 家出版社总计入选 155 部作品，总占比超

28%。

154家出版社入选作品在1~4部之间，位列第三方

阵，包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国防工业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山东教育出版社等。

第一方阵与第二方阵合计34家出版社，占入选出

版社的18%；入选作品286种，占入选作品的52%，头部

力量可见一斑。科技社以及部分部委社在这项图书评

选中可谓“对口又对路”，取得入选次数多、占比高的好

成绩，既在情理之中，也是深挖先天优势的结果。此

外，天天出版社、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接力出版社、新

蕾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等少儿社，商务

印书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等专业社也有不少作

品入选，展现了其近年来发力科普产品线的成果，让人

眼前一亮。

入选作品整体呈现哪些特点？

记者观察发现，每隔三五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推

荐标准会有一些微调，但“原创性”始终被单独列出，后

又加入“创新性”一项，足见国家对科普出版原创能力

的鼓励和重视。此外，在知识性、科学性、艺术性、趣味

性等普遍要求外，近5年推选还着重强调图书内容的

“通俗性”。

紧跟科技前沿，普及大众关心的热点知识。根据

《当当2020阅读趋势报告》数据，科普类书籍已成为该

平台图书顾客增长TOP4的品类，反映了读者对科学

技术和基础知识的关注度有所提高。近年来，推荐作

品中涉及航天、人工智能、大数据、5G、高铁等高尖端

技术的读物占据多数，如《我与大自然的奇妙相遇》（天

天出版社）、《中国天眼：FAST探秘》（贵州科技出版社）、

“太空课堂”科普丛书（知识产权出版社）、“高铁史话”科

普系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大数据时代——生活、

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浙江人民出版社）等。

自然博物类图书热已经持续多年，在推荐名单中每

年都会有3~5部入选，甚至更多，如《带回家的自然博物

馆》（中国中福会出版社）、《好孩子的自然观察课：叶》

（商务印书馆）、《少年与自然》（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

团）、《自然野趣大观察》（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等。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近两年关于健康知识普

及类图书的推荐明显增多，2019年有《走进传染病王

国：传染病预防控制知识系列童话》（天津科学技术出

版社），2020年的《活出健康——免疫力就是好医生》、

《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健康教育手册》（人民卫生

出版社）、《科学战“疫”——人类与病毒的故事》（江苏

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

《湖北省公众应急知识手册》（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华西医院辟谣小分队医学科普读本》（四川科学技术

出版社）等近10种医学相关知识普及作品具有极强的

时效性。

受众广泛，针对青少读者的作品占多数。推荐优

秀科普作品力争覆盖更多读者，尤以少儿科普作品占

比最高，一方面体现了出版界“科普从娃娃抓起”的行

业自觉，另一方面也说明成人科普尚有很大挖掘空间，

少儿科普与成人科普齐头并进，才更有利于全民科学

素养的快速提升。

除一般科普读本外，推荐书单中少儿百科类作品

几乎每年都有涉及，且不只1部。国内原创百科读物

有《中国国家博物馆儿童历史百科绘本》（人民邮电出

版社）、《中国恐龙百科全书》（浙江教育出版社）、《中国

儿童视听百科 飞向太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生态文学儿童读物——动物童话百科全书》（黑龙江

美术出版社）、《漫画少儿百科全书》（北京理工大学出

版社）等不同细分内容；引进版百科作品占比约一半，

有《法国经典少儿百科全书》（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爱问少年百科系列》（杭州出版社）、《DK宇宙大百科》

（电子工业出版社）、《美国国家地理少儿百科（修订

本）》（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等传统电商平台的常销

品种。这同时也反映了目前我国科普读物尤其是百科

类科普读物原创能力尚嫌不足。

从分类看，丛书这类大部头作品由于分量重、内容

全、价值高，始终是专家评议推荐时的偏爱（见图1）。

10年来，丛（套）书入选共210部，总占比达38%。从数

量和占比上看，2011年只有1部丛书入选，之后呈逐年

上升趋势，2014年入选25部，占当年全部入选作品的

50%，之后连续3年入选数量缓慢下降。2017年，科技

部专门在推荐标准中添加一项，要求所荐“丛书应为全

部出版完成的作品，不接受丛书中的单册或部分作

品”，而此后推荐作品中的丛书入选数量又复抬升，

2020年占比再达5成共入选50部。

未来趋势走向如何？

趋势一：原创类占比持续走高。通观10年来全国

优秀科普作品推荐名单，“原创性”的重要程度显而易

见，这一要求不仅明确写在科技部推荐标准里，也在

10年来引进版科普图书的入选数量、占比变化中被证

明（见表3）。2011年~2018年，引进版图书占比为10%~

32%，其中有3年在30%以上（包含30%），3年在20%以

上（包含20%），2年在10%以上（包含10%）。2019年、

2020 年引进版入选数量陡跌，2019 年仅有 2 部入选，

2020年仅有5部入选，占比均降至5%以下（包含5%）。

可见全国科普图书推荐中对原创内容的重视和鼓励，

这也将是主要趋势。

表3 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中引进版情况

趋势二：阅读模式将倾向互动化、多样化。翻翻

书、立体书、游戏书、手工书等各类让读者眼花缭乱的

表现形式在专业出版、少儿出版中越来越多，AR、VR、

MR等技术也为图书内容增强了视觉活力。全国优秀

科普作品推荐中也多有体现，如2014年的《“掌”握科

学——增强现实虚拟互动科普读物》（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出版社），2015年“AR（增强现实）三维立体科普书

《史前王者》系列”（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智慧精

灵》科普立体书丛书（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年《嫦娥

探月立体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AR全

景看·国之重器”系列（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全景星

际立体绘本——太空说》（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神奇天文转转书》（广东省地图出版社）等4部作品。

可以预见，随着技术发展更加成熟，立体书、转转书、

AR乃至更多读者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将在未来占据

更大比重。

记者发现，全国优秀科普作品推荐注重广泛性，目

的在于兼顾不同读者，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以幼儿为

目标读者的科普图书几乎没有；针对少儿的科普读物

细分类别虽多，但涉及前沿技术的较少；科普图书作者

中缺少科学家这类一线力量等等。这些问题也与目前

我国科普图书市场现状基本吻合，仍亟待解决。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出版社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暨科学普及出版社）

人民卫生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

人民邮电出版社

电子工业出版社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质出版社

中国农业出版社

数量（部）

24

18

18

17

12

11

11

10

10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引进版数量（部）

4

9

13

12

16

5

14

7

2

5

当年入选总数（部）

20

30

50

50

50

50

47

50

100

100

占比（%）

20.00

30.00

26.00

24.00

32.00

10.00

29.80

14.00

2.00

5.00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出版社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广东科技出版社

气象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

中国妇女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接力出版社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少年儿童出版社

新蕾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中国林业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数量（部）

9

9

8

7

7

7

7

7

7

6

6

6

6

6

6

6

5

5

5

5

5

5

5

5

5

表2 全国优秀科普作品第二方阵出版社入选情况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图1 2011~2020年入选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丛书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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