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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气质》一书于2022年2月底正式面

向全国发行。该书上市后反响热烈：新华社

发布新闻稿，全国130多家媒体予以报道，客

户端总阅读量超340万次。《人民日报》刊登了

时任新华社社长何平的署名文章《彰显红色

气质 弘扬伟大精神——写在〈红色气质〉一

书出版之际》。该书还入选了各级各类榜单和推荐书目，

例如入选3月的“中国好书”榜单、“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

代”好书荐读 4 月榜，入选中宣部、全国少工委推选的

“2022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

选题缘起：被同名微电影打动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精神气质，一个组织也是如

此。如果气质有颜色，中国共产党的气质一定是红

色。《红色气质》一书依托中国照片档案馆独家收藏的

珍贵照片，以独特视角深情讲述了照片背后那些鲜为

人知的人与事，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一个世纪来从争取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走过

的道路，展示了一代代共产党人的信仰与追求、责任与

担当、气质与情怀，揭示了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

民的主题。

该书选题缘起要追溯到2018年。当时，我们与新华

社合作出版《国家相册——改革开四十年的家国记忆》

时，看到栏目组制作的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微电

影《红色气质》，立即被深深打动，特别是“红色气质”这

四个字，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当时，双方就约定在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编写出版一本反映共产党人精

神风貌的图书，书名就叫《红色气质》。

编辑过程：文字反复打磨，照片精挑细选

2020年下半年，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带领我们

与新华社主创团队深度合作，开始书稿的策划编写和修改打磨。期

间召开专题讨论会6次，每次讨论会之后，都会对书稿进行大幅修

改，甚至推倒重来。就这样历经10多轮的编写和审读修改，才形成

最终版本——约5万字书稿，收入240多幅珍贵图片。

正如该书开篇所说，中国共产党百年风雨历程，很多关键历史时

刻，新华社记者都在现场，记录了无数历史瞬间。他们拍摄的这些珍

贵照片都收藏在中国照片档案馆，这本书里的照片就来自这里。

书名既然叫《红色气质》，那么每一幅照片都应该有“气质”，能

够让宏大的历史叙事浓缩在一幅幅照片所定格的一个个历史瞬

间。按照这样的理念，我们确定了选取照片的原则：要有为人熟知

的经典，也要有充满陌生感的“新照”，最好两者兼具，故事之外还有

故事，有人情味、有温度、有细节，又有历史的深度。

于是，书中既有人们熟悉的李大钊、瞿秋白、方志敏等烈士的临

刑照片，还有许多人们此前并不太熟悉的人和事，很少见到的图片

档案。比如王孝和烈士，他惨遭反动派杀害的全过程，被10余张照

片完整记录，我们选取了极富冲击力的4张。在宣判他死刑的法庭

上，他的脸上看不到半分恐惧，而是淡然、坚定、对未来充满向往的

笑容。面对这样的浩然正气，连刽子手都发抖了，行刑时连开三枪

都没打中要害……大义凛然，从容自若，笑对死亡，这不就是共产

党人的“红色气质”？此外，一个叫王荣浩的普通技术工人，因为参

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除了退休证上的证件照，竟没留下其他照片，

去世后留给妻子的只有自家院子里的一棵核桃树。而书中呈现的

图片，正是其白发妻子坐在那棵核桃树下表达不尽思念。

出版思路：营造完整的历史和精神通道，凸显特殊气质

9分5秒的《红色气质》微电影内容高度凝练，如何把它做成一

本书？做成一本什么样的书？这需要花费大量心血。《红色气质》从

开始推进到最后成稿历时1年多，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策划和

重新创作。

一开始，我们从新华社采写的大量优秀共产党员的通讯稿中梳

理，发现表达风格与微电影差别太大，于是又回到微纪录片《国家相

册》。但把纪录片转换为图文书，却又不是当一回搬运工那么简

单。选什么内容，怎样结构，如何配文，才能让读者相信、感动、震

撼、带着新的期待走进一个相应完整的历史和精神通道，需要用心、

需要创新。

几易其稿，最终全书以“有一种特殊气质，百年如一”开启序章，

接着从“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人间正道是沧桑”“长

风破浪会有时”四个篇章，逐次呈现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的奋斗风采。每篇又下沉为不同

专题，最后由一组题为“见证”的图片画面，带出每个历史时期的重

大事件，营造出比较完整的历史通道。

《红色气质》的出版，是所有为这本书付出艰苦劳动的伙伴们精

诚合作、精益求精的优异成果。可以说，该书是新闻界和出版界两支

国家队联合打造的精品力作，这使它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产品，其本

身也拥有了一种特殊的“气质”。书中个人史与国家史交织在一起，

个人相册与国家相册交相辉映。如果读者看完这本书，觉得有些人

不应该被忘记，觉得今天的生活还值得珍惜，就足够了。

●

编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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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硬内容和高质量表达才是核心优势
■付如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社科出版中心主任、青年文学编辑部主任，《乌江引》责任编辑）

《乌江引》

庞贝著/人民文

学出版社、花城

出版社出版

A1：《乌江引》是一本17万字的长篇小说，以

真实史料和主人公后代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做底，

形象再现长征路上密码破译传奇，讲述长征这一

人类伟大奇迹背后惊心动魄的密码战，以及“毛

主席用兵真如神”的雄韬伟略背后，强大的技术

支撑。全书主体故事发生在红军主力1935年1

月初突破乌江、3月底南渡乌江之间，其间有遵义

会议、娄山关大捷和四渡赤水等大事件，这也是

长征途中最为关键、最有戏剧性的辉煌乐章。毛

泽东同志曾感慨地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

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这

个二局就是“破译三杰”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

组成的中革军委二局。

纪实与虚构交织，考验作者也考验编辑

A2：对同类产品的关注分两方面：首先是长

征题材，王树增的纪实作品《长征》、埃德加·斯诺

的《红星照耀中国》，是市场上的超级畅销书，也

是革命历史题材代表作。而《乌江引》因为关注

密码战，采访“破译三杰”后代获得的深入的第一

手资料，能起到填补长征题材空白的作用。而且

从作家的写作能力和党史专家、评论家对该书的

评价来看，《乌江引》有望成为和前二者并列的经

典作品之一。

其次是密码破译题材，或者叫隐蔽战线题

材。这类作品是近些年战争文学的热点之一，也

是影视改编的重要阵地。《乌江引》首次翔实书写

长征路上的密码战，势必会引起广泛关注。小说

分《速写》《侧影》两部分，前者以战地笔记的形式

呈现长征途中的惊心动魄，后者则以后代寻访的

方式，拉开时空看历史，让战争与和平的辩证获

得更可靠的现实支撑。

战争文学历来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主要

营地，秘密战更是战争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

然关注点。这种题材类型永远不会缺少读者，唯

一的考验是，如何让秘密战符合技术逻辑、战争

逻辑和常识逻辑、命运逻辑，而不陷入一种架空

式的，只追求传奇与刺激的噱头之中。高智商的

战争文学，或者说叙事高级的战争文学，是读者

越来越需要的。《乌江引》无疑做到了这一点。

《乌江引》最显著的特点是高明的叙事，是纪

实与虚构的复杂交织。《速写》部分，作者用“在

场”的方式，沉浸式地写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和

辗转腾挪。《侧影》部分则又写得轻盈飘逸。只有

掌握了大量素材，对这段历史充分熟悉，并富于

写作经验的作者，才能完成这样的写作。

此外，该书的亮点在于，首次真实再现了长

征路上密码战的惊心动魄。作者在创作的五年

间，阅读了上亿字的史料，从“破译三杰”的后代

那里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作者曾

经在总参某部服役，而这个部队的前身就是中革

军委二局。真实的历史、扎实的史料和身在革命

历史传统中的使命感、责任感，铸就了该书。

策划过程中，编辑力主要从四个方面体现：

首先是重大选题报备工作。该书需要经过党史、

军史等多个专家审核把关。其次是史料的核对

工作。该书涉及大量史料，大量使用了真名真

姓、历史事实，所以每个时间节点、每个部队番

号、每个重要节点的重要事件都不能出错。三是

具体表述，上部的扎实绵密如何与下部的轻盈舒

朗相结合，需要安排好结构，需要从编辑的角度

提出适当的调整意见。四是如何赋予该书很好

的定位，确定营销主题、新闻稿基调等，以便能更

好地和媒体、读者对接。

只有到达读者案头，才能实现双效

A3：该类图书的营销，首先要引起主流媒体

的重视。于是，我们重点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新华社等媒体推荐《乌江引》，并得到了积极反

馈：新华社刊发出版消息，人民日报刊登书评，同

时该书进入4月的光明书榜。该书还入选了3月

的“中国好书”榜单，入选了中国出版传媒商报3

月月度好书。

为使该书得到更好的推广，我们联合作者所

在省的出版社联合出版，并得到了当地的大力支

持。该书被列为南国书香节特别致敬图书，荣获

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今年3月，我们还组织

党史、出版、文学等领域专家在北京、广州两地同

步召开大型新书发布会和专家研讨会。之后，积

极向媒体推介相关消息和书评，获得良好反响。

此外，我们还积极推介电子书、有声书，积极接洽

影视改编和戏剧改编工作。

A4：一方面，题材不是主题出版的核心优势，

过硬的内容和高质量的表达才是。主题出版只有

走上读者的案头，真正被读者接受和阅读，才能实

现双效益。另一方面，主题出版的质量要求很

高。尤其是重大历史题材的主题出版，对史实方

面的差错是零容忍的，必须精益求精。编辑在出

版过程中，要牢牢树立风险意识，真正做到字斟句

酌，有疑必问，有问必核，有核必准。

就双效而言，主题出版想获得社会效益，需

要相关领域专家的认可。经济效益的获取则相

对较难。如何打破主题出版长期以来留在读者

心中的说教印象，让读者感觉到主题出版也亲切

可感、充实丰富，是高智商、高情商的而不是逻辑

虚弱的，这些都是亟待思考的问题。

主题出版是有活力的出版。任何时候，主题

出版这个词都不是限定图书内容和图书表达形

式的，而只是一个出版分类。它应该也是精彩纷

呈的、是故事精彩人物鲜活的，是充满智慧和想

象力的。读者对重大历史和重要社会现实有理

解和关切的需求，而且这种需求不会枯萎。因

此，主题出版的内容增值方式有很多。例如，装

帧设计要市场化，符合审美潮流。营销上可以淡

化主题的色彩，突出故事本身，突出创作本身的

审美品位和智力含量。

A5：主题出版作品对编辑的要求更高：首

先是做主题出版的热情。其次是精准把握题材

类型的判断力。同时，主题出版是可以谋划

的。如果编辑保持对社会动态、写作动态和作

家创作动态的关注，就能主动谋划一些选题，选

择合适的作家把握。这样成功的概率也会比较

高。当然，主题出版也是营销的切入点之一，编

辑要对作家的自主创作选择和主题需求之间的

关系保持高度敏感。某种意义上，作家写某一

个题材，自主选择才能产生更好的作品，而是否

能将主题出版作为营销方向之一，需要编辑具

备相关的专业敏感度。

坚持原创追求首创 讲述鲜活故事
■漆秋香（天地出版社副总编辑）

《我用一生爱

中国：伊莎白·柯鲁

克的故事》谭楷著/

天地出版社出版

该书已入选中宣部出版局“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好书荐读活动5月书单、4月的“中国好

书”榜单，入选2022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并且，已签订10个语种版权输出协议，电子书

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上线，有声书在喜马拉雅听书平台上线，播放量逾110万次。多家媒体对

该书进行了重点宣传和推荐。该书2022年4月上市以来，已销售3.3万册。

《乌江引》于2022年2月出版，目前已销售3万册。该书获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主流

媒体推荐，获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

A1：《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

故事》是一部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

获得者、国际共产主义者、百岁老人伊莎白·柯

鲁克百年人生的报告文学。著名作家谭楷历时

3年，通过大量采访，以落点小而巧的视角，用35

万字和珍贵的历史图片，讲述了伊莎白丰富的

百年人生经历。作品用实事求是的写作向世界

展示了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也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与国际友人一家亲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从鲜活的故事中开掘重大主题

A2：《我用一生爱中国》的策划阶段在2019

年。对于这类传记文学，尤其是女性传记文学，

我们当时做了关注。申报选题时，反映“敦煌的

女儿”的自传性作品《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

自述》刚上市。这本书的良好反响，对我们触动

很大。伊莎白也被誉为“华西坝的女儿”，她的

一生以“爱中国”为主题，并通过一辈子事业追

求和人生奉献在中国的感人事迹，反映了以她

为代表的国际友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中外

友好交流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这样两位杰出的

女性，虽然人生经历不同，但是她们的人格魅

力、精神力量以及奉献给社会的光和热，却是共

通的。作者谭楷也是华西坝走出的作家。同为

华西坝老乡的缘分，让谭楷在书写伊莎白老人

故事时更加用心用情用力。该书通过伊莎白特

殊的个人生命史，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

人民通过奋斗实现伟大飞跃的伟大历程。

《我用一生爱中国》的选题，源于天地出版

社勤耕不辍的地方出版布局，即“从鲜活、生动

的地方故事中寻找和开掘重大主题，坚持原创，

追求首创 ”的出版理念。在出版2017年度国家

出版基金项目“华西坝文化”丛书时，天地社就

关注到了出生于成都华西坝的伊莎白的人和

事，进而跟踪挖掘、精心策划，终于在 2019 年携

手作家谭楷，开启了长达3年的创作出版历程。

过程中，天地社和作者紧密配合，并肩战

斗，安排专人陪同作者沿着伊莎白的人生足迹，

四川、重庆、北京……一路采访当事人，收集一

手素材；在作品结构和材料选择上，紧扣伊莎白

女士“用一生爱中国”这一核心主题，与作者分

析交流，共同打磨文稿。

由点及面，全方位推广

A3：围绕《我用一生爱中国》，我们由点及

面，进行了全方位、多维度、多介质的营销宣

传。策划出版过程中，我们就通过发挥出版供

给侧编辑优势，强化文本质量，创新传播方式，

通过用户画像进行渠道差异化传播，力争将该

书打造为优质融合项目。因此，天地社在纸质

图书内容定稿后，便开始版权立体开发，不但在

伦敦书展前后签订了英文版、俄文版等10 个语

种的版权输出协议，还在“学习强国”平台、中国

移动咪咕平台推出了电子书等融合出版产品。

有声书在喜马拉雅听书平台上线后，听众评分

高达10分。

为了更好地将伊莎白的故事讲给更多人

听，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当天，《我用一生爱中

国》阅读分享会暨新书首发式亮相首届全民阅

读大会。 （下转第14版）

亮品牌塑精品 强运营拓市场

做好主题出版是出版社的使命担当，也是出版从业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当下，主题出版已经成为常规化出版样态与内生性的出版增长点，读者阅读

需求的多样性及传播环境的变化，也对主题出版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如

何打造“叫好又叫座”的主题出版物？在内容深耕、形式创新、市场化路径等

方面，如何着力？本报特别策划“2022上半年主题出版畅品盘点”专题，邀请

文艺社、地方人民社、专业少儿社等不同类型出版机构的策划人，分享各家

今年上半年双效突出的主题出版物，深度剖析其背后的策划运营思路、营销

手段，总结主题出版实战经。更多案例解读，后续将陆续呈现。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张聪聪/采写整理

Q1 请选取一种

双效突出的主题出版
作品，介绍基本情况。

Q2 相关市场赛道现状趋势如何？

请从策划人角度介绍选题特色、亮点、
策划出版过程。编辑力如何体现？

Q3 有何

营销销售策
略？

Q4 对于主题出版选题角度、内

容质量把控、双效提升等，有何思
考？有哪些可尝试创新的方向？

Q5 操盘主题出

版选题，编辑可以从
哪些方面提升技能？

《
红
色
气
质
》
出
版
背
后
的
故
事

■

柯
湘
（
商
务
印
书
馆
人
文
艺
术
中
心
主
任
）

《红色气质》新华社《国家相

册》栏目组编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 案例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