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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前，怀抱着“开启民智”的理想，陆费逵创办了中华书局，并为这
座出版重镇奠定牢固根基。
110 年来，一代代中华人薪火相传，以务实求新、与时俱进的姿态，做
“活”传统文化，应答时代呼唤。
百余年风云变迁，中华书局始终坚守个性与风骨，不忘“弘扬传统，服
务学术，传承文明，创新生活”使命，将根基深扎于五千年文明中，将自身发
展融入民族文化建构里。

力。不论是 1949 年以前作为民营企业，还
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有企业，中华书局
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这样一种精神。
1958 年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后，
中华书局被指定为古籍小组的办事机构，
形
成了以古籍学术为主的出版特色，
自觉承担
起弘扬传统文化的责任。这些年来，
中华书局
努力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
做
好大众普及工作，
做出了一些成果，
也产生了
很好的影响。这项工作我们还在路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推动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
发新生机。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华书局近十年的精品出版有哪些突破？
兴衰》
（2016 年）、
《庄子的世界》
（2019 年）、
《故宫营建六百年》
（2020 年）、
《百年革命家
书》
《发现三星堆》
（2021 年）等多种图书相
继入选。
三是经典文本的创新出版多有成功尝
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这是中华书局第一条
亿元级产品线，也是中华书局勇于开拓市
场、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典
范。其他还有“古典名著译注”丛书、
“国民
阅读经典”
丛书等多条差异化产品线。
四是主题出版勇于创新，党史、抗战史
相关图书取得不俗成绩。
《重读抗战家书》
入选 2015 年度“中国好书”，
《重读先烈诗
章》荣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
《百 年 革 命 家 书》入 选 2021 年 度“ 中 国 好
书”。还有我们即将推出的“复兴文库”，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集中反映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程的大型历史文献集成。

百年局庆后，中华书局在品牌建设上进行了一系列大胆尝试。在新时
代擦亮“老字号”，中华书局需要关注哪些问题？110 年局庆纪念活动中有
何亮点？
■擦亮中华书局的品牌，
首先还是要专
业专注地做好传统文化，
这是第一要义。要
给传统业务板块增砖添瓦，不断加入新元
素，保持中华的质量优势、体量优势。传统
的古籍整理出版要保证品质，
在行业中起到
标杆作用；学术出版要提升出版理念，打造
品牌产品线，
通过积极作为、
主动延伸，
引领
学术风气和风尚；
大众出版要提供与当代人
精神世界有关联的普及产品，
提炼分析经典
典籍中的内容，并以直白的方式呈现出来，
让它们成为当代人阅读的一部分。
从百年局庆的
“守正创新”
，
到 110 年的
“创新向未来”，中华书局想要紧跟时代发
展和风尚变化。中华书局传统文化、古籍
学术的出版特色已经形成，保持优势不代
表固守其中，反而应该不断地去拓展出版

边界。比如，我们早年出版过一套“国民阅
读经典”丛书，收录了古今中外人文社科领
域的经典名著，汇聚了精神创造和知识积
累。我们认为，这套书就彰显了陆费逵先
生创办中华书局之初的出版格局。
110 年局庆活动贯穿今年全年。由于新
冠肺炎疫情原因，我们把每年举办的“4·23
读者开放日”放到了北京图书大厦，其中有
中华书局 110 周年图书特展、
立牌打卡区等，
读者可以看到很多名著作者和编辑的互动
手稿。9 月底的 110 周年座谈会也在紧锣密
鼓地准备中，呼应首届全国古籍大会，我们
还计划举办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历史回顾
展。同时，
还有学者专家祝贺视频、
“我与中
华书局”系列专栏、京东“传统文化月”营销
互动活动等，
值得读者期待。

了全面核查，坚决退掉了
几部质量不太高的稿
子。在质量管理中，
我们
要求各个环节都要加强
责 任 意 识 ，分 管 领 导 要
“把指挥所往前移”
，
复审、
三审都要仔仔细细地看。
从源头上来说，要加
强对各级编辑的培训。举
个例子，前不久我专门花
了两周时间，
把一本新书中的所有错误挑
出来，做成 PPT 对编辑进行了专门培训，
主要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
指出解
决问题的路径是什么。我一直相信，
质量
是管出来的，我们作为古籍编辑，既然选
择了这个行业，
就要具备把它加工好的能
力，
同时要强化责任意识。要把工作能力
和责任意识结合在一起，
图书出版质量把
关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椿树峁》

编辑往外走。而且这种冲动往往会被现实
消磨掉很多，所以不太容易会“出界”。比
如，中华书局的青少年读物编辑部，过去做
的书偏教辅化，现在还在不断调整。内部
选题会上我一直强调，要做到将心比心。
什么是将心比心？你作为受众，选书的时

量，
读者留言都说看了非常感动。我觉得这
就是好书，
是中华书局可以出版的。再比如
倪萍的《姥姥语录》，
传承弘扬家风，
也是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这本书当时卖
了数十万册，
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所以说，
传统文化不只是典籍里的那
些硬邦邦的，
它的范围其实很广泛。
基于以上两点，用价值观支撑，按专业
常识判断，然后放手去干，这就是我的基本
思路。

“推进古籍数字化”是对新时代古籍工作的要求，
《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
划》也将“国家古籍保护及数字化工程”列入其中。中华书局在古籍数字化中
如何发挥领军作用？还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个人感觉，中华书局过去 10 年最
大的突破就是古籍数字化。我们成立了古
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打造了
包括中华经典古籍库在内的多个专业数据
库，现在处于全国前列水平，在业内非常有
影响力；还研发了古籍文字识别、自动标点
等专利技术，搭建了古籍整理与数字化综
合平台“籍合网”，这些已经成为中华书局
重要的品牌支撑。
整体而言，古联公司还比较偏专业化，
还要和大众的精神需求联系起来，在个人
应用方面有更多创新。目前，公司正在制

作虚拟仿真 3D 数字人“苏东坡”，希望在局
庆时能展示出来。
传统文化的理念在我们骨子里扎根很
深，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自己“洋”得很，但
实际上并没有脱离传统的东西。中华书局
要做的工作是提炼、嫁接，让“传统”变成一
种
“时尚”
。未来是技术的时代，
只有不断往
下延伸、往前开拓，才能创造出更新的东
西。其实所谓的创新离我们的生活并不远，
只要转换个角度就会有不同的效果。中华
书局将来的融合发展也是这样，
会在大众应
用领域投入更多精力。

“国学热”持续多年，据您观察，普通读者近年对古籍读物的需求主要
集中在哪些方面？中华书局在大众普及板块做了哪些工作？
■十几年来，大众读者从自发的“读经
热”，逐渐向传统文化的深度阅读延伸，对
原典的需求量明显增大。但原典有语言隔
阂，怎样做出适合当代阅读的产品，就很有
讲究了。中华书局从 2012 年开始出版了一
套“全本全注全译系列”，也就是读者说的
“三全本”。这套书的销售表现上佳，2021
年底时年度发货码洋首次突破了 1 个亿，
是
市场上独占鳌头的一条产品线。除了这类
产品，还有一些经典读物同样受到热捧，比
如文学经典。读者在阅读原著后，可能有
些内容没看明白，甚至被专业层面讨论的

问题干扰，这时候阐释类、讲解类产品就会
受到欢迎。
中华书局的
“三全本”
“
、传世经典 文白
对照”
，
走的是原典普及这条路。讲解类产品
有“迦陵说诗”、讲解唐宋八大家的“康震书
系”、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张国刚
《
〈资治通鉴〉启示录》等。最近又出版了
“中
华经典通识”
，
帮助读者厘清阅读时需要关注
的问题。这两个领域的持续开拓，
让中华书
局在传统普及图书市场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我们的兴趣不仅限于此，
期待之后在传统化
周边，
甚至是当代原创方面也可以实现对接。

■从出版业来讲，
所有的问题都是人才
问题。比如出版能力单一，是队伍结构不
行；图书质量关把不住，是编辑素质和水平
不够。中华书局和很多兄弟社一样，
也面临
着人才问题，比较突出的是青黄不接，大批
老编辑退休，虽然也招了很多年轻人，但培
养和提高均需要时间。出版作为一个产业，
编辑培训只能在实践中同步进行。
现在我们比较务实的解决办法就是三
方面。一是严格选人要求，招聘要看准学
校和专业背景，选择基础好、专业对

口、有过相关训练的学生。二是建立培养
机制，发挥“传帮带”作用。1997 年，我博士
毕业后进入出版社，带我的老前辈曾经说
过：
“咱们这一行是‘出力长力’。”古籍整理
和理论研究不一样，文献能力是在处理稿
子的过程中不断提高的。我这么多年来总
结的经验就是，要保证书稿中的每一个字
都看明白了，这样虽然看得慢，但逼着自己
不断去查书，进步就会很快。三是做好流
程管理，复审、三审也一定要认真看，把好
每个环节的质量关。

中华书局 110 年局庆口号是“创新向未来”。具体讲，
要如何“创新”，面向的是什么样的“未来”？或者说，下一个
十年，中华人需要解答的题目是什么？

“孔壮壮”表情包

您主张中华书局要“不断拓展出版边界”，满足当代读者需求，在这一过
程中，怎样确保拓展和中华书局的出版主线是贴合的？
■我的第一个大的判断是，对于中华
书局来说，传统文化的优势特色几乎是不
可动摇的，我们自己就不必再去把它局限
在一个框框里。如果没有介入当代原创的
冲动，中华书局的出版边界就无法拓展。
只有更加主动、强烈的突破意识，才能推着

候想要读什么？从编辑自身来说，你作为
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读什么书，就应该
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书。
第二个判断是，
做书的首要原则是出好
书，
读者对好书有共同的判断力。比如中华
书局今年出版的非虚构作品《椿树峁》，
作者
谢侯之是位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科研专家，
他在这本书里用白描的语言讲述了在陕北插
队的知青岁月，
表达了真挚的感情。其中一
篇文章在微信公众号上有“10 万+”的阅读

您在多个场合数次提到人才培养问题，足见其紧迫性和重要性。目前，中
华书局从哪几方面着手解决队伍建设问题？

您刚刚提到，中华书局要保持质量优势。
《关于推进新
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出台后，您说中华书局现在要做的是
“出一本，成一本”。要实现这一目标，着力点应放在哪里？
■图书是一种内容产品，
质量是它的
生命线。作为出版人，
我们有四个责任必
须坚守，
政治责任、
社会责任、
文化责任和
质量责任。不论是古籍学术还是大众产
品，
质量都绝对不能含糊。
以前我就和年轻编辑说过，
“ 文责自
负”
这句话在编辑行是不成立的。作者交
给出版社的叫作品，
我们拿到市场上卖的
叫产品。对于作品来讲，作者是主体；对
于产品来讲，出版社才是主体，要牢牢把
好质量关。
这些年，
主管部门对出版质量把得很
严，
每年抽查对不合格产品的处罚力度也很
大，
但由于各种综合原因，
现在的来稿质量
参差不齐，
出版社转企改制后也面临较大的
经营压力，
所以质量问题时有发生。
首先要解决的是态度问题，
提高对质
量的重视。做好制度保障，加强流程管
理。今年初，
中华书局对一些在制品进行

中
□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田红媛

■从中华书局现有的图书板块来划
分，
这十年的成绩主要可以归纳为四部分。
一是继续发扬古籍整理出版优势，推
出一大批代表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水平的
典范之作。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五
礼通考》
《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等多种
图书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国家级奖项。
备受瞩目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
修订工程自启动以来，已经出版了《史记》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辽史》
《魏书》等 11
种，先后荣获第四届和第五届中国出版政
府奖图书奖提名奖、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
物奖、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图书奖等多
项国家级和专业领域权威奖项。
二是人文学术和普及读物亮点纷呈。
2013 年，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主办的“中国
好书”评选活动正式启动，中华书局《中国
古代物质文化》
《建筑的意境》
（2014 年）、
《故宫营造》
（2015 年）、
《
〈资治通鉴〉与家国

——专访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周绚隆

■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先生有一段
名言，
“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
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
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
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
大些。
”
百余年来，中华书局的精神动力就是
肩负时代使命，传承文明，传播文化，锐意
进取，助力社会进步。这种精神是中华人
一 直 秉 承 下 来 的 ，并 且 始 终 以 此 为 驱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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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新时代，当我们再谈起这家“老字号”，要谈些什么？在中华书局
创建 110 周年之际，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策划纪念特刊，对话掌门人周绚隆，
听他讲讲这家老店的最新发展，
展望未来创新之路。
著名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及在回顾与中华书局的交往时说道：
“深信在
未来的日子里，中华书局一定会继续为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为中国出
版事业的繁荣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同为文化事业
的一分子，我们祝愿着，也期盼着，中华书局的明天会更好！

做做﹃﹃活活﹄﹄传统文化化 满足当代需求

百余年沧桑历史赋予了中华书局怎样的精神特质？这一内驱力是
如何引领中华人不断向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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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十年，中华
书局需要做的工作主要
有四个方面。
首先，要有开放的理
念，跳出传统文化来看待
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文
化的构成，
是文化的元素，
但不是全部。把自己锁在
小圈子里，
是不可能有创造
力的，
更无法与新媒体融合。打破观念束缚
是创新的前提。过去十年，
中华书局的发展
成绩显著，但整体趋于保守，我们需要用更
开阔的眼界去看待传统文化。
比如说古典文学也是传统文化，中华
书局同样可以做；青少年读物板块还有很
多教辅的痕迹，需要继续靠近市场；学术出
版虽然丛书很多，但尚未摆脱被动状态，编
辑习惯等着作者来投稿，缺乏往前站、引领
学术的主动性，同时品牌产品线尚不清晰；
在大众市场上，仅仅依靠对传统经典的二
次解读，是远远不够的，传统文化相关的其
他领域也要涉及，比如最近出版的《阳明学
十讲》就很好。我们还需要再向外延伸，加
强和当代社会的联系。比如马上要出版的
《汉服》，放在以往大家可能会问，中华怎么
会出服装类图书？但汉服也是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中华当然能出，而且要出。这就是
所谓的
“跳出传统文化来看待传统文化”
。

其次，要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建立作
者队伍。中华书局现在的作者群体基本都
是搞学术研究的，在这样的学术队伍外，还
应该再去寻找有创造力的作者队伍，要和
他们建立紧密的联系。
再次，要在新技术的融合发展上敢于
尝试。包括上面讲的，古联公司要做“苏东
坡”虚拟数字人，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
点，古籍数字化在个人应用领域可开发的
东西还很多，要推出更多工具性的、甚至是
娱乐性的产品。中华书局最近开发的文创
产品——
“孔壮壮”微信表情包，市场反响
就还不错，但我觉得这个形象还稍微有点
“板”，其实完全可以再活泼点，再“萌”点；
后续推出的“壮言壮语”主题系列 T 恤也很
受读者欢迎，公众号收到了很多留言。所
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传统元素必须和大
家的生活建立联系，
才谈得上当代创新。
最后，未来中华书局要面对的是怎样
的读者群？是新技术培养起来的新一代读
者群，或者说应该称为用户群，我们要尽可
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未来是什么？未来
就是他们。新一代读者拥抱传统文化的方
式是平等的、亲和的，不同于以往我们被教
育的那样把传统高高供起来，怀着敬畏之
心去看待。面对这样的受众，中华书局要
关注他们、研究他们、满足他们，也要用好
的作品去引导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