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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区域关键区域

“新史纪丛书”中，《国王的城市》

一书以伦敦为缩影，走进繁荣与灾难

交织、辉煌而又残酷的英格兰王政复

辟时代。《太平洋的故事》《大西洋的故

事》两部作品，展现历史与现代、力量

与文明、科学与技术、商业与贸易、生

存与冒险、探索与发现、海战与霸权、

财富与贸易、飓风与灾难的人类史诗；

《京都之谜》一书娓娓讲述京都这座千

年帝都的历史变迁与寻谜。无论是伦

敦，还是京都；无论是太平洋，还是大

西洋，都曾经扮演或仍然扮演着历史的关键。《英

格兰简史》则是一部公元410年~21世纪的英帝

国1600年兴衰史，那里发生的一切，确实曾经改

变了这个世界，无疑是一段在历史的关键区域发

生的关键历史。

关键人物关键人物

无数豪雄撑起的后汉三国，可浓缩为一个

“聊”字，“聊出来的三国”系列图书（全 3 册）以

189个三国精英人物间发生的151场关键对话，

塑造了三国的历史走向。叱咤风云但饱受苦难

的犹太人则又走过了怎样漫长的坎途，如何影响

了世界进程？公元前1000年~公元1700年2700

年的历史，在“犹太人的故事”系列图书（全2册）

中慢慢展开。《盎格鲁-撒克逊人简史》则讲述了

盎格鲁-撒克逊人如何影响了法兰西，又如何催

生了英格兰的形成。《风雅三千年》以“风雅”二字

为关键线索，用快节奏的故事，串出一部中华三

千年诗词曲赋的华彩极简史。有文曲吟挥之风

雅，有沧海桑田之变迁。这些关键人物（或者人

群）的涌现，令历史变得鲜活、生动。

关键节点关键节点

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的关键节点，《灿烂的

再生》便讲述了1303~1607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波

澜壮阔的 300 年；《建安十三年》讲述了这一年

围绕赤壁之战及其前后所发生的诸多历史事

件，使得公元208年成为后汉的重要转折年份，

也促成了天下鼎立三分的历史新形态；《无穷

小》则展现一个危险的数学理论如何塑造了现

代世界。这些关键的节点，让读者对历史的走

向了然于胸。

关键时代关键时代

《黑暗年代》讲述了阿尔弗雷德大帝与公元

5～10世纪的早期英格兰历史，堪称一部英伦前

传。《1066》记述了历史上著名的诺曼征服前后的

英格兰及这个重要时期的关联历史。《恶病年代》

记录了骑士、瘟疫、英法百年战争与金雀花王朝

的凋落。《红白玫瑰》讲述了15世纪英格兰两大

王族——约克家族、兰开斯特家族的王权争夺与

都铎王朝的开启。《拜占庭一千年》，则是一部拜

占庭帝国的千年兴衰史。

“新史纪丛书”，用关键区域、关键人物、关键节

点、关键时代，初步确立了四个选题维度，用历史的

关键与关键的历史，勾 勒出历史的大致模样。

人文社科，是一座取之不尽的资源宝库，有

待挖掘的选题还有很多很多，“新史纪丛书”也会

适度聚焦，坚持标准，延续风格，持续不断地发展

下去。就像曾经入选摩根士丹利推荐书单、被

《华尔街日报》《卫报》《泰晤士报》联袂推荐的《再

思考》所表达的思想一样——你以为新的事物是

当下的事，其实它根本就是过去的事！以人文历

史的视角回溯、剖析旧事物和新事物的偶然与必

然，探索新事物之源泉，启示影响未来的新事物，

这也许就是“新史纪丛书”的当下使命！

“新史纪丛书”是化学工业出版社于2016年正式推

出的大众社科图书子品牌。该丛书着重关注关键的历

史和历史的关键方向，目前已累积涵盖多条产品线的40

多个品种。一系列产品在豆瓣等平台取得较高评分，并

入选多个媒体推荐榜单。当前市场上，社科图书品牌不

在少数，“新史纪丛书”的竞争力何在？有何品牌调性及

内容研发标准？在社科图书品牌打造的探索中，其背后

团队积累了哪些经验？

专业社也能做好大众社科图书

■受访人：李岩松（化学工业出版社悦读名品公司总经理） □采访人：张聪聪（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历史仿佛一条蜿蜒至今的大河，

浩浩荡荡，气象万千。

一条河流，在不同地方、不同时

段，会出现不同的风景。在整个历史

长河中，同样也有许许多多的“风景”，

这些风景由历史上的关键区域、关键

人物、关键节点、关键时代等众多的

“关键”构成。在关键的历史与历史的

关键处着力，用这些“关键”撑起一片

历史的天空，正是化学工业出版社社

科类图书品牌——“新史纪丛书”最初

的创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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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纪丛书”从何而来？

■悦读名品是化学工业出版社旗下的一家

全媒体出版公司，公司以“悦读成就名品，合作

共创价值”为理念，集聚各方资源，形成图书出

版和数字出版互为驱动的出版模式。

悦读名品公司采取以老带新方式，组建了

精干的社科编辑团队，由已有近20年社科图书

出版经验的资深主编领衔，采取主编负责制的

模式运作。或熟悉世界史，或熟悉中国史，或掌

握多语种、便于广泛查阅版权信息，或擅长文案

撰写和营销推广……社科编辑团队成员 5 人，

各有分工、侧重不同。团队内部也会结合社科

类书稿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将专业培训日常

化。例如，怎样判断一本历史书的出版价值？

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差异？如何保证译稿质

量？如何查阅历史史料？如何确保地名、人名

的翻译符合规范？

该团队于 2014 年开始涉足社科类图书出

版，在积累了一定经验后，于 2016 年开始确立

“新史纪丛书”子品牌，从关键的历史和历史的关

键方向上对产品进行规划。当年8月，“新史纪

丛书”的第一种产品《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

字符》出版。该书作者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沃

夫森历史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和艺术

史教授西门·沙马勋爵。为保证译稿质量，团队

特邀山东大学犹太史研究学者黄福武担任翻

译。该书一经出版，快速受到市场认可，而且生

命周期长，热销至今。“新史纪丛书”首战告捷，给

团队带来极大鼓舞。随后，团队陆续推出了《黎

明破晓的世界》《犹太人的故事·漫长的流离》《拜

占庭一千年》《建安十三年》《梁启超传》《风雅三

千年》《灿烂的再生》等42个单品。

“新史纪丛书”新在何处？

■丛书名中的“新”字，正是“新史纪丛书”的

特色和竞争力所在。“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语言新：丛书采用学术散文的笔法，既有

学术之严谨，也有散文之惬意。例如《大西洋

的故事》《太平洋的故事》等作品，用散文般优

美语言，将历史、地理、文化、社会、科技、气候

不留痕迹地糅合在一起，多个学科融合，也毫

无违和感。

角度新：有人物有事件，有点也有面。例

如，“聊出来的三国”，用一个“聊”字讲三国；《建

安十三年》则讲透三国历史的分水岭。

观点新：是否有独到的历史观，是丛书重要

的选品标准之一。如《灿烂的再生》一书告诉我

们，文艺复兴只是古老文明的再生，而不是那个

时代从天而降的，这与传统观点不同；而《黎明

破晓的世界》则告诉我们，被形容为黑暗无比的

中世纪，对文艺复兴也起到较大的作用。

“新史纪丛书”作为化工社的社科图书子品

牌，凭借扎实内容、新颖角度、别致品相，以及浓

厚的人文气息，已得到市场认可，不少图书频频

出现在媒体推荐书单和排行榜中。不过，与其

他品牌的社科类读物相比，“新史纪丛书”还是

一个较年轻的品牌。经过团队几年的精心打

造，丛书在选题纬度设计、选题筛选、产品形态

设计、整体架构设定、装帧形式设计和翻译质量

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经验。相信随着系列品类的

增加、规模的扩大，其影响力会越来越大，也能

够越来越好地服务喜爱社科类图书的读者。

如何塑造品牌调性？

■一是从选品入手。期间，我们会深入调

研市场，在选品阶段就充分考虑读者的阅读体

验，比如，语言要优美、轻松，以学术散文似的语

言风格为定位，不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同时，

内容要有独特的历史观。并且，图书的手感、呈

现的视觉都要考虑到。编辑团队还会查阅大量

版权信息，为选品提供基础条件，往往一本书要

从一二百个版权信息中挑选出来。

二是将全部规划产品进行条块梳理，有机

组合。这种梳理组合，让整个丛书看起来并不

是呈线性展开的，而是按串珍珠的思路有点有

面地展开。例如，丛书中既有以年代为书名组

合的《1856》《1215》《1066》等，也有以时间跨度

为组合的《风雅三千年》《拜占庭一千年》，还有

以国别为线索的“一小时英格兰史”子系列、“欧

美简史”系列，以题材为组合的“DK军事图文”

子系列。这样的组合出版模式，取得了较好的

市场效果。

三是编辑加工工作严谨认真。社科读物涉

及知识面广，因此针对每个选题所提及的内容，

编辑都会反复核查知识点，务求内容的真实无

误，传达正确社科知识。

四是重视装帧设计。我们希望以适合系列

中每本书的自我氛围，界定整体风格和设计元

素，辅之以特殊工艺和适用纸张及装帧形态，逐

步形成该系列品牌的独有特色和独特辨识度。

内容研发如何展开？

■丛书中每本书的选题策划，都浸透着策

划人员的心力，其中，本版原创通俗类历史读物

《建安十三年》的前期策划比较有代表性。

该书缘起于前年策划立项的”聊出来的三

国”系列选题。在策划及编撰这套书的繁杂过程

中，编辑策划人员需查证诸如《三国志》《后汉书》

《晋书》《资治通鉴》等大量的史料典籍。过程中，

编辑发现资料中频频提到了一个年号——建安，

于是瞬间有了策划灵感：围绕这个年号筹划一个

关于三国历史的选题，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但针对该阶段撰写，也需要一个核心点进行串

引，才能最终形成一部好作品。于是，编辑马上

与“聊出来的三国”系列作者锋云通电话，说明了

策划思路和想法，并询问他是否有一个比较有代

表性的年份可以将这个选题立起来。锋云老师

当时想了片刻后脱口而出：建安十三年，也就是

公元208年。这一年的年末发生了一场著名的

战役：赤壁大战，也正是这场大战，促成了后来曹

刘孙三方鼎立的局面，正式开启了三国的新局

面。这一年，堪称是后汉三国历史的重要分水岭

和转折点。就这个主题达成共识后，接下来的一

段时间，编辑开始与锋云老师规划整体内容的框

架和撰写要点，决定独辟蹊径，用当时的12个地

点作为章名，分13章围绕“建安十三年”这个题

眼进行纵向横向的延伸聚拢。最终，经过锋云老

师的辛苦笔耕，写就了《建安十三年》这部历史佳

作。回顾既往，这本书在选题策划、内容策划、编

加查证、装帧策划以及后期的营销策划方面，无

一不体现了编辑团队的才智、灵感、心血，也是编

辑力的完美展现。

有何营销策略？如何创新？

■在当前的传播环境中，社科类图书的营

销创新，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紧紧围绕社科图

书观点鲜明、知识含量高、内涵厚重的属性，利

用社群针对特定人群进行相对精准的内容营

销，用高质量的内容吸引人，用高品位的视觉效

果吸引人。

具体来说，“新史纪丛书”的营销推广，团队

主要从四个方向着力：

一是内容的深度营销。社科类图书内涵厚

重，营销手法要与图书属性高度匹配才会产生

较好效果。营销策划要找到与其特点匹配的策

略，把重点放在内容的深度营销上，而不是简单

的叫卖式浅度营销。例如，将精彩的内容通过

公众号、抖音、小红书、豆瓣等平台和相关社群，

展露在读者面前。敢于做内容营销，也说明团

队对内容有高度自信。

二是纸电同步营销。有声书、电子书的销

售也是纸质图书的营销手段。通过实际运作，

我们发现，不同介质的产品之间是相互带动的

关系。例如，我们出版的《梁启超传》《风雅三千

年》等书，在纸书出版后甚至是之前，上线了电

子书和有声书，并在今日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

台提前发布相关内容，吸引了大批读者阅读，给

纸书的上市带来了不少初始流量。

三是读书会营销。我们组织了线下读书

会，邀请作者、译者作为主讲嘉宾，为读者和作

者译者搭建交流平台，形成了一定的口碑传播

效应。

四是话题营销。社科类图书中，可以引起读

者兴趣的话题很多。我们会精心挑选一些话题，

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出去，引导读者参与讨论。

社科图书品牌运营要注意什么？

■社科图书策划出版以及丛书品牌的运营，

需要注意的问题涉及多个方面：首先也是最重要

的，就是要注意政治导向，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

性和如履薄冰的敬畏之心，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和

价值观。其次，要注意中西方文化差异，妥善解

决不符合国情的问题。第三，要注意强化对原创

作者和本土出版资源的挖掘和开发。第四，要注

意作者的专业背景，确保内容质量。第五，要注

意营销坚持内容至上，营销手法可以千变万化，

但始终要围绕精彩的内容做文章。

接下来，对于“新史纪丛书”，我们会结合市

场热点和子品牌整体设计，在坚持已有风格和

特点的基础上，更多地在本土原创方面下功夫，

目前已准备了近20个相关选题，将陆续推出。

“新史纪丛书”读书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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