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2日，由中宣部出版局主办、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承办、中国工人出版社协

办的2022年度“出版视点”第二场专题研讨活动在京举行（链接：本报2022年2月25

日第2798期头版《“出版视点”第二场 双效统一促进出版高质量发展》）。著名作家

周大新，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柱，中信出版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阚宁辉，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5

位嘉宾，围绕研讨主题发表了精彩演讲，得到了现场观众的高度认可和积极评价。当

下，出版业处于大繁荣、大发展时期，也意味着竞争的加剧，出版新书如何从激烈的竞

争中脱颖而出，并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出版业大佬怎么想，如何做？在

此，商报将与会嘉宾的发言，予以整理刊发，以飨业界，促进出版高质量发展，助力出

版单位实现双效俱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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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创作前的心理准备与双效统一
■周大新（著名作家）

我主要从事小说创作。每一部小说创作前，都有一

个内心准备期。在这个准备期里，我会思考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写什么题材。好的题材，能带给

读者一种新鲜的精神刺激和惊喜。我在题材选择上

通常注意三方面：一是要选自己最熟悉的领域，二是

要选自己最有兴趣描述的题材，三是要选别人没发现

的题材。

第二个问题是写什么样的人物。以现实主义创

作手法来写作的小说家，更应该争取把人物写得生

动丰满。写同龄人的生活或自己偏爱的人物形象，

都是可以将人物写的生动的办法。

第三个问题是展开故事。把别人讲过的故事改头

换面再讲一遍，不是创新；讲一个无人愿听的平庸故事，

不是创造。怎么办？只有绞尽脑汁去设计，铺下身子到

生活中发现。一段故事要编织得精彩，给读者一种真实

可信的感觉，离不开作家自己的生理和心理体验。

第四个问题是确定怎么写，也就是选择叙述方

式。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叙述角度，即站在哪

个视角去叙述。二是叙述节奏，即采用什么样的速

度叙述，可以舒缓、可以常速、可以急骤。三是结构

样式，即全篇的框架结构。四是氛围制造，即让叙述

内容笼罩在一种什么氛围中。五是语言样态，即使

用怎样的语气与文字讲述故事。

第五个问题是能给读者带来什么新的思想发

现。一部小说的品位高低、能否为读者留下深刻的

印象并流传下去，归根结底在于作品的思想蕴涵是

否深刻、能否给人带来思想上的启迪。我认为文学

家至今的思考，循着七个方向朝前推进：一是关于生

命本身，二是关于人性，三是关于人生过程，四是关

于人类社会制度，五是关于人与自然界关系，六是关

于人与科学技术进步关系，七是关于人类未来命运。

这就是我在创作一部小说前内心准备的全部过

程和内容。这期间，我没有去想经济效益问题。但

可能正因为我想的不是经济收益，而是读者们想说

却没有说出来的问题。这样，便打动了他们的心，慷

慨地来买我的书。

以知识价值、社会价值和传播价值推动双效高质量统一
■王斌（中信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当前出版业面临全面数字化转型，用户越来越

细分，意味着出版机构对内容的供给必须层次化、垂

直化、精细化；产品结构从单一纸书不断向多元转

变；销售渠道从传统渠道迁移到了新兴网络平台；内

容生产方式、传播媒介以及商业模式正在发生变革。

知识价值、社会价值、传播价值成为新的出版评

价体系。要坚持用学术讲政治，最大化地发挥出版

构建公共空间的作用。如果出版业的精品内容只成

为“出版圈”里的评奖或只面向小范围的受众群体，

那就从根本上脱离了群众、丧失了出版业意识形态

引领的意义。

用“知识绩效”考量出版的效率和效能。在“知

识绩效”考评模型中，首先强调价值排序；其次注重

知识生产对社会的促进、出版业的公共属性和引领

作用；最后，还要有超越性，要超越传统出版视角、机

构视角和管理视角，以历史的长时段为维度，重新思

考出版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和价值，推动一个可持

续增长的、以大众福祉为目标的范式转换，出版才能

获得新的意义与可能。

以此模式为评价体系，对出版的理解将有一

个全新范式。从市场角度讲，知识的分化带来了

市场的分化，形成三个市场，即消费市场（流量经

济、娱乐经济）、价值市场（知识经济、影响力经济）

和观念市场（价值经济、稀缺经济）。从内容角度

讲，知识的处理、生产、运营成为出版工作的核

心。知识将成为出版工作的起点，成为一个流程

和影响力中心，出版要通过知识的传播来聚集、关

联用户。从传播渠道分化与融合的角度讲，出版

的正反馈和负反馈机制要同时发挥作用。知识生

产的多元化造成传播的分化。信息出版的主要传

播渠道是网络，知识出版的主要传播渠道是大众

媒介，观念和思想出版的主要传播渠道则是通过

社交媒体的人际传播。从产业发展角度讲，技术

应用与媒介创新是当前出版业面临的最大问题。

从行业生态角度讲，出版进入“生态系统竞争”阶

段，精品出版成为重要模式。

在新阶段，出版业必须要进行模式、流程和机制

的再造，构建生态系统，重塑自身的核心价值、产业

边界，建立新的核心竞争力。

我认为，坚持价值出版，是出版行业实

现双效的重要的、有效的途径。坚持价值

出版，就是要坚持出版有价值的好书；做有

价值的出版人和编辑，就是要体现出版业

的核心价值。

有价值的书，就是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艺术价值、实用价值以及市场价值的好书。做

有价值的好书，一是不能去跟风模仿，不能盲目

出版，不能什么畅销就出什么，什么流行就仿什

么；二是要严格进行选题论证，坚持“精中选精、

优中选优、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

出版好书，关键在人。编辑、出版人的

价值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发现价值。发

现价值指发现并了解读者需求；发现图书

创作主题，发现专家、作家、画家；发现确有

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实用价值的文本并向

大众传播。二是挖掘价值。挖掘价值指的

是编辑不仅需要将文字、图片资料进行排

版结合，还需要在众多信息中进行筛选，对

文本内容传达的思想精髓进行提炼，对图

书独特的功能和价值进行分析。三是体现

价值。体现价值指的是通过图书文案、封

面设计、图书推广活动的话题讨论等多种

宣传载体和推广营销方式来凸显图书的内

在价值。四是实现价值。实现价值体现在

两个方面。一方面优质图书推动了社会进

步。另一方面因为有了优秀的编辑，我们才有优质的图

书，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使出版社得以实现可持续性的

稳定发展，而编辑也会在出版过程中逐步实现自我价值。

如何做好双效创新？我理解，一是不能只追求体量、码

洋和规模，要在追求文化影响、社会影响、国际影响的前提下

促进出版机构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追求可持续性发展。二是

要不断优化出版业和出版机构的考核评价体系，用新的双效

考核体系来考核、评价出版机构和出版业。三是出版界要自

尊、自强、自立、自律。四是要打通所有的产业链，实现图书的

破圈。五是要用足国内国外两个资源，做好两个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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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引领”“三个面向”推动新时代出版高质量发展
■阚宁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相统一，既是出版的使命，更是出版的生命。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始终是双效统一的坚定拥护者、

双效发展的积极实践者和双效创新的最大受益者，

因此，我们格外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政策环境和发

展成果。

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四个引领”。一

是强化战略引领，注重制订中长期出版规划。二是

强化价值引领，精心谋划重大出版文化工程。三是

强化高地引领，聚焦打造学术和专业出版中心。四

是强化政策引领，积极优化双效考核激励机制。强

化战略、价值、高地、政策的四个引领，让出版单位和

一线编辑有方向、目标、底气和动力，进而各展所长、

大显身手，在坚守中锻造“四梁八柱”，在创新中练就

“三头六臂”，完全可以为高质量发展做出增量、开辟

新局、增强后劲。

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三个面向”。一

是坚持面向大众，增强历史主动，打造主题出版新

高地，为全面、准确宣传新时代理论和实践成果做

出新的努力。二是坚持面向世界，增强历史主动，

打造原创出版新高地，为推动中华优秀学术文化成

果“走出去”做出新的努力。三是坚持面向未来，增

强历史主动，打造融合出版新高地，为更多立心书、

传世书、良心书转化为大众读者喜闻乐见的掌中书

做出新的努力。

最后，就推进双效创新，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加

快出版强国战略和书香社会建设创新布局，我有两点

建议：一是建议研究出台“中国出版高峰高原计划”，

创设一批国家级学术或专业出版中心，大力提升高精

尖原创出版能力。二是建议研究设立若干重点领域

的专业化、品质化书展，搭建新时代中国学术出版、专

业出版、大众出版更为广阔的交流传播平台。

●出版新知

元宇宙新经济时代已来，你准备好了吗？
■郭宇佳（中译出版社）

最近被众多专家解读的“元宇宙”一词，最常用的

定义为：“元宇宙”（Metaverse）是由表示虚拟、抽象的”

超越”（Meta）与表示现实世界的”宇宙”（Universe）组成

的合成词。元宇宙并不是全新技术，在 VR、AR 应用

中，在一些游戏界面中，在网站的购物体验中，或多或

少已经出现了一些元宇宙新技术的影子。

除了对元宇宙的概念进行普及、出版相关图书，元

宇宙给出版社带来了哪些机遇和变革，出版社及编辑

本体还能以何种方式驶入元宇宙新经济时代呢？

图书呈现形式及载体的多元化 在韩国作者李时

韩的《元宇宙新经济》（中译出版社，2022年1月版）中，

作者罗列出了诸如VR、AR、SR、XR等20多种元宇宙

新兴技术，以及在教育、建筑、演艺、体育等各领域的产

业应用和商业机遇。在出版业，近年来已经出版了一

系列利用AR、VR技术的图书，但制作成本较高、盈利

模式不清晰。随着元宇宙技术革命的到来，技术设备

的成本越来越低，出版社可以与技术平台联合尝试

XR、MR类图书的出版，呈现形式将更加多元，比如全

息图像图书等。此外，出版载体也会有更多选择，除了

目前主流的纸质书、电子书、音频书之外，或许会有视

频书、动态互动书等全新的图书概念。

平台应用延伸及阅读时间延长 继互联网革命和智

能手机革命之后，元宇宙革命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元宇宙

的七大核心特征的双向互动性和扩展性，为出版社图书的

平台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未来的图书销售渠道，或许不

局限在新华书店、网店，游戏平台、医疗平台或演出、体育赛

事平台中也有可能销售图书。在韩国的体育赛事直播平

台中，已经加入了周边产品的售卖。未来可以在《三国志》

等游戏中嵌入经典名著的销售；在医院服务平台嵌入相关

疾病的保健用书等。如果出版社能够以各种形式参与到

元宇宙中，图书内容的展示机会也会相应增多。在被评

为最具元宇宙形态的罗布乐思，其用户日均使用时间为

156 分钟。比抖音的 58 分钟、油管的 54 分钟、照片墙的

35 分钟高 3~5 倍。 如果出版社能够通过设置读书打卡、

完成解密任务等有趣的元素吸引读者停留的时间，那么用

户数量和停留时间必然会增加，阅读时长和图书曝光率也

会相应增加。

观念的尝新与编辑的突破 元宇宙与出版业息息相

关。元宇宙的推动力不仅仅是技术发展和时代变化，在

它们的根源中，还隐含着戏剧性的、改变人类连接方式

的根本变化。如果仅从技术层面来研究元宇宙，我们或

许只能讨论诸如“元宇宙与游戏的不同点”或“虚拟现实

能够变化的条件”等浅层次话题；如果仅从商业层面来

研究元宇宙，我们可能只会谈论如何将元宇宙进行产

业应用；但如果从人文科学视角来研究元宇宙，我们就

能探讨元宇宙如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方式和沟通

方式。 而元宇宙的“人文核心”，在出版行业同样适

用。在《元宇宙新经济》一书中，作者提到，应设立一个

叫作首席人文科学责任官 CHO（Chief Humanities

Officer）的职务。因为在元宇宙的新生活中，分析预测

用户的行为模式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以往有些“以作

者为中心”的图书叫好不叫座，而有些以“读者为中心”

的图书常被诟病深度不够。元宇宙的双向互动性和扩

展性会极大改变图书的内容塑造，从作者的单一书写

延伸到作者、读者的双向互动，核心资源就是内容。而

出版社作为内容审定、发布平台，将可以起到“人文科学

责任官”的纽带作用——不仅能增进双方关系，还能根

据读者与作者的互动不同，为每一位读者打造独一无二

的专属阅读版本。

元宇宙时代的编辑需要具备哪些技能呢？笔者认

为有两点很重要：一是保持强烈的好奇心，挖掘、探索元

宇宙与出版内容的结合点，未来的图书形态会更加多

元，出版社的编辑自身可能也会成为内容创作者。二是

拥抱技术，借用外力反哺出版，或许未来图书直播只需

虚拟化身出镜、新书发布会可以开在元宇宙世界里，等

等。元宇宙的浪潮正在扑面而来，你，准备好了吗？

6地线上线下联动 中宣部出版局开启“出版视点”第二场活动

——

踔厉奋发 谱写少儿出版双效新篇章
■孙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党委书记、董事长）

我们认为，要实现双效统一、强化双效创新，一

方面要有规范的制度体系作保障，扎紧制度的篱笆；

另一方面要有严格的管理措施，将制度要求落实在

出版工作的全流程。

强化双效创新，必须坚持社会效益优先。中少

总社明确了社会效益评价考核指标和评分标准，完

善对编辑工作各个环节的管理，将社会效益考核贯

穿于出版工作全流程，积极探索以不同的形式和内

容来引导少年儿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强化双效创新，必须坚持提高原创能力。通过

严格选题论证，压缩无效供给，优化出版结构，单品

种贡献度有明显提升，成功打造系列IP，得到了社会

和市场的双重认可。期刊出版，始终坚持以原创内

容为核心竞争力，夯实原创基础，实现双效统一。

强化双效创新，必须坚持聚焦主责主业。少儿出

版人要主动从服务党和国家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大局出发，努力形成品牌效应。中少总社策划出

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出版物和主题绘本，帮助

少年儿童打好精神底色，获得了行业和国家级奖项，实

现双效丰收。

强化双效创新，必须坚持品牌深耕与出版融

合。少儿出版要坚持深耕现有品牌产品，不断创新

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中少总社持续深耕厚植现有

的原创品牌，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产品线，力争打造出

爆款产品，提升市场竞争力。少儿出版还可以进行

适度多元化运营，加强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融合。

强化双效创新，必须坚持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编辑队伍是实现双效统一、强化双效创新的

关键。要科学设置绩效考核，引导编辑队伍牢固

树立精品意识，在打造原创精品童书中秉持工匠

精神。同时，在人才引进培养等方面探索更加科

学有效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