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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国高校教师发展中心工作研讨会助力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21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全国共有高等教育专任教
师 188.52 万人。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导下，
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于 9 月 16 日组织召开了 2022 年全国高
校教师发展中心工作研讨会，
1000 余所高校的教师发展中心工作负责人和一线教师相聚云端畅谈。
高等教育出版社总编辑陈晓光在致辞中介绍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开展出版业务转型升级，
探索在线教育、
教师
培训、
考试服务等数字化新业务，
推动融合发展所做的重点工作和取得的主要成绩；
强调了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
中心在服务广大高校和一线教师、
助力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的工作中所组织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活动。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武世兴对高校教师工作提出了三点思考：
一是深刻认识大思政建设的总体要求二
是在落实大思政建设中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三是扎实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取得实效。在大思政背景下，
高校教师发展中心大有可为，
也将更有作为。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谢维和教授、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张力教授分别发表主题演讲。来自山
东大学、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郑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院校的校领导及教
师发展中心负责人参加研讨会并介绍各自学校的经验方法和工作成效。
作为面向全体高校的教师发展中心交流互促平台，
“全国高校教师发展中心工作研讨会”
由全国高校教师网
络培训中心组织召开，
每年举行一次。
（穆宏志）

■魏 崇（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

传本扬学，专题文献整理为学术研究提供
源头活水 作为图书馆行业社，国图出版社在
与各级各类图书馆的历年合作中，建立了良好
合作关系，同时积极拓展档案馆、博物馆馆藏
整理，着眼于学界需求、学术热点、研究痛点，
优先开发未刊本、稿抄本，为学术研究提供文
献支撑。
近年来，在专题文献整理上，出版了《清代
诗文集珍本丛刊》
（全 600 册）、
《汉魏六朝集部
珍本丛刊》
（刘跃进主编，全 100 册）、
《清代家集
丛刊》
（徐雁平、张剑主编，正续编 400 册）等。
稿抄本日记丛刊系列出版有上海图书馆藏、清
华大学图书馆藏等多种；
“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
志丛刊”
已出版北京大学图书馆卷、
南京图书馆
卷等 28 种，成书 1672 册；
《子藏》系列累计出版
《庄子卷》
《老子卷》等六批 26 部，成书 1016 册。
在珍稀档案整理方面，
出版了《明清宫藏丝绸之
路档案图典》
《孔子博物馆藏孔府档案·明代卷》
等。在传承地方文脉、做好地方文献系统性整
理方面，
陆续推出《浙学未刊稿丛编》
《广州大典
续编》
《常熟文库》
《郴州通典》
《嘉兴文献丛书》
等重要成果。
在海外合作整理方面，
“海外中华古籍书目
书志丛刊”
出版了《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稀见书目
书志丛刊》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中文古籍目录》
《西班牙藏中国古籍书录》
《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
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等10种。目前正在推进
《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
（杜泽逊教授主持），
《韩国
藏中国古籍总目》
（吴格教授主持）的出版工作。
熔古铸今，经典的现代阐释让古籍时代化
大众化 古籍的时代化正是着眼于古籍的当代
价值，以现代阐释实现古籍的活化、转化，在普
及本上下功夫，
让古籍贴近时代、
贴近大众。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的重要项目，
由中宣部委

托国家图书馆编纂，
著名学者袁行霈任总主编，
坚持“激活经典、熔古铸今”，延请权威学者解
读，
兼具思想性、
学术性、
大众性，
已累计出版七
批 60 种（含科学出版社 9 种）。首批出版成果中
《论语》等 10 种入选“首批向全国推荐经典古籍
及其整理版本”
，
相关成果先后荣获第五届中国
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
书奖、
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等。被誉为
“平民版
再造善本”的《国学基本典籍丛刊》系列图书已
累计出版 97 种，基本完成出版任务，总发行量
超 100 万册，
获得社会各界肯定。
融合发展，积极探索数字化推动古籍活化
利用 在数字人文条件下，古籍数字化迎来了
新的发展机遇。古籍数字化和融合发展成为古
籍出版新的领域。2014 年以来，以“中华再造
善本数据库”
建设为起点，
国图社古籍数字化建
设逐步系统化、规范化，新技术应用为全文化、
精细化、关联化提供支持，陆续建设了“中国历
史人物传记资源库”
“中国古籍影印丛书查询系
统”等古籍数字产品。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
支持下，
“中国古籍图典资源库”完成 10 万张古
籍图籍文献的深度标引加工，
展现古籍之美，
为
古籍活化利用提供新的示范。
今年 4 月，中办、国办《关于推进新时代古
籍工作的意见》印发，为新时代古籍工作提供
重要遵循。下一步，我们将启动《国家珍贵古
籍丛刊》出版项目，选取版本价值和研究价值
最高的善本，打造具有时代品质的全彩普及版
丛书。
“ 梳理挖掘古典医籍精华”，会同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中国中医药管理局等，切实做好
《中华医藏》这一全面揭示中医药发展源流的
重大基础性学术工程。推动“十四五”国家重
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彩印版）》与《中华再造善本（三编）》顺利实
施。在推动融合出版方面，在国家古籍数字化
工程支持下，做好“《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
库”
“古籍印谱知识与印章识别系统”等示范性
古籍数字产品，努力在体系化、知识化、智慧化
上做出新的探索。

2015~2021 年，
我社年出版古籍新书品种 151 种，
获
得古籍出版资助的资金总额为 1232 万元，入选国家古
籍整理出版资助的项目有 2 种，已出版的重大成果包
括：
《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
（400 余种，
中医药古籍保护
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
《古代中医伤科图书集成》
（10
种，
2020 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近十年来，
党中央对古籍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关怀，
为古籍出版工作不断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提供了根本
保障。主管部门加强指导和监督，并通过立项方式给
予支持。古籍出版单位充实项目储备，
制定整理规划，
强化品牌意识，推进数字融合，创新人才机制，推动古
籍出版高质量发展。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古籍工
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与进步。
目前，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还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
问题，
具体到中医古籍图书市场，
主要表现为旺盛需求
带来繁荣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不规范竞争。比
如部分畅销品类如《黄帝内经》
《本草纲目》
《伤寒论》
等，
在市场上存在大量同质化产品；
大部分古籍图书经
济效益较差，需 3 年销售周期才能实现盈利，编辑很难
达到经济效益考核指标；
版本调研与利用困难、
编校人
才不足、
整理质量参差不齐。
为此，
我社提出了
“整体规划、
全面覆盖、
有序出版、
以老带新”
的出版方针，
通过承担国家级重点古籍整理出
版项目等，
推动古籍出版高质量发展。近年来，
我社古籍
出版享受了前期工作的
“红利”
，
包括《明清中医临证小丛
书》
（80种）、
《明清名医全书大成》
（30种）、
《唐宋金元名医
全书大成》
（20 种）、
《珍本医书集成》
（全 4 册）、
《三三医
书》、
《中医经典文库》
（100种）等一系列古籍的出版，
为后
续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
培养了一批古籍编辑
人才，
“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
《中国古医
籍整理丛书》有 400 余种，
工程量大、
参与人数众多、
校注
水平良莠不齐，
我社遴选高年资、
高水
平编辑，安排全员培训，制定三审、三
校、
质检工作细则，
不但圆满完成出版
任务，
而且提高了编辑的专业水平。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是百年大业，
正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
所提出的，要坚持统筹布局，加强顶
层设计和规划部署，确保古籍工作协
调衔接、
一体推进。
当下，读者对中医经典古籍的普
及读物有很大需求，当当网上以“黄
帝内经”
“白话解”为关键词能搜索的商品数百种，除医学专业出版社，更
多由地方科技、其他专业出版社出版，其学术水平恐难保证。其实，优秀
的古籍普及版本编写难度不亚于校注本，
需要相关政策支撑，
更需要上级
单位、主管部门的指导与支持，给予古籍校、注、译工作应有的学术地位，
从而吸引最高水平的作者群，
整理出版中医古籍的传世版本。
同时，
高质量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需要高水平、
高素质的古籍出版人
才，
包括整理和编校人员。2001 年以来，
古籍办已经举办了 19 期全国古籍
整理出版编辑培训班，
建议将这些优秀的课程录制为视频课，
使资源利用
最大化，
让学员能够做到
“学习—实践—复习”
，
将课程内容落实到工作中。

包
■艳燕（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有限公司古典医籍编辑部负责人）
米齐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有限公司总编办公室专员）

——国图出版社十年古籍出版掠影

整体规划，出版中医古籍传世版本

坚持守正创新 做好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
中华典籍是中华文明赓续的历史见证，是
人类文明的瑰宝。古籍整理出版的责任与使
命，在于做好历代典籍的系统整理、保护、传承
与研究，同时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
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让经典走进时
代、贴近大众、浸润心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新时代古籍事业
迈上更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作为古籍专业社，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始终扎根古籍沃土，不断以
出版新成果为古籍事业发展做出新贡献。
化身千百，系统整理影印让古籍得到再生
性保护 古籍整理需要坐冷板凳，久久为功、穷
经皓首，
唯有持续、
严谨的工作才能打造出经得
起历史考验的成果。历史文献影印一直是国图
出版社最核心的出版特色之一，让珍贵馆藏化
身千百，
实现再生性保护，
服务当代、
服务社会。
新时代以来，我们在重大出版工程和代表
性传世古籍的系统性整理方面不断推出新成
果。
“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是大规模保护复制珍
稀善本古籍的国家工程，
“ 十年磨一剑”，2014
年完成正续编出版，共计收录善本 1341 种，成
书 2377 函 13395 册（另 5 轴 11 册叶）。海内外藏
《永乐大典》累计仿真出版 273 册，占存世总量
的 2/3，其 中 欧 洲 地 区 藏 大 典 已 完 成 全 部 出
版。2016 年以来，
《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
陆续整理出版圆明园卷（正续编）、
颐和园卷、
香
山玉泉山卷等 9 卷 90 函，收录图档 4500 余件。
2021 年《古本戏曲丛刊（六、七、八、十集）》
（中
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编）完成全部出版任务，
标志着这项由郑振铎先生 1950 年代发起、几代
学人持续关注支持、多家出版机构接力的新中
国最大戏曲文献整理工程圆满收官。在“中华
古籍保护计划”
推动下，
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
基本完成，3000 万册（件）古籍有了“身份证”，
与之配套的普查登记目录已累计出版 201 册，
收录 548 家收藏单位的 137 万余条数据。
2012 年以来，
国图出版社累计承担的
“十二
五”
“十三五”
“十四五”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
目达 59 项（含 2011~2020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
目 26 项），
承担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28 项（其中古
籍类项目 11 项），
承担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
费资助项目 66 项，
均居国内出版单位前列。

14

编者按“如果你想要画出树枝的样子，
就要先去听听风的声音。
”
记者通过人民音乐出版社副总
经理魏振华、
中华书局古联公司培训部主任杨光磊、
机械工业出版社人力资源部林海音、
中信出版集
团子品牌红披风营销主编马英，
了解新环境新趋势下出版机构的培训动态。若有某个点的创意值得
借鉴，
即可取长补短，
学习培训中的一些设计、
操作思路，
也可助力出版机构把培训做得更好。
心、九州云播平台、天工讲堂等一批数字化基础设施
及公共平台为支撑，直播带货、视频课程等业务齐头
并进，
机工自我培养的视频人才已成为一支具有特色
的“新媒体特战队”；二是自办课程提升“单兵作战能
力”，采用“线上学习技能+线下实战切磋”、
“ 导师带
班+助教跟班”等方式结合教学，2020 年至今机工社
已举办 3 期短视频与直播培训，共有 170 余员工参加
培训。在岗位技能培训方面，
除按要求完成编辑继续
教育培训外，
紧紧围绕选题策划、
产品打造、
文字加工
等方面能力，突出专业性和特色性，持续做好各项编
辑业务培训、经验分享及活动复盘工作，并开展学中
赛、
赛中学，
督促员工练好内功。对外，
复制自身成功
经验，
为行业培训视频人才。目前已成功举办中国书
刊发行业协会《视频与直播技能》培训班，为 35 家出
版单位 68 名学员（以营销编辑为主）提供视频及直播
相关技能的培训。
中信出版集团子品牌红披风主编马英：
“ 菠萝学
园×中信红披风绘本大师班”
培训是一套涵盖绘本创
作、解析、阅读、出版的专业性课程，也是中信红披风
原创图画书创作者培育计划的重要部分。2022 年
“红
披风绘本大师班”于 6 月启动，经过主办方中信红披
风、
菠萝学园，
以及绘本推广公众号、
绘本馆自媒体等
多渠道宣传，迄今为止，线上课学员超过 780 人。包
括先导课在内，此次参与授课的 11 位名师来源于图
画书相关领域，包括资深出版人、国内外老中青三代
优秀创作者、高校动画学院和美术学院教授、专业阅
读推广人、
职业插画经纪人，
从行业发展、
出版商业思
维、
市场数据动向、
图画书风格表现、
创作者个人展示
沟通等角度进行讲解。除了线上课程之外，
红披风还
组织了
“红披风原创图画书大赛研习营”
线下工作坊，
提供导师面对面的授课和点评。红披风绘本大师班
为不少创作新人提供了迈进图画书原创大门的引路
指导。2021 年，
有获奖者签约进入中信红披风的作者
团队，
其参赛作品《姥姥山》正在策划出版进程中。

编者按 2021 年 7 月 24 日，
两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教育培训行业发生巨变，
面
临空前挑战。一年多来，
教培从业者何去何从？本报在摸底过程中了
解到，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跳槽到其他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技术
研发，
有些退居二线城市利用多年的经验积累进行创业……值得一提
的是，这一突然的变化也给出版业招贤纳士带来了契机，不少出版机
构纷纷向原教培从业者伸出“橄榄枝”，邀请他们加入课程培训、图书
营销和销售等全新赛道。本报采访了其中一位，
聊聊他的故事。

*您之前在教培行业工作了多长时间？从事的什
么工种？
我 在 教 培 机 构 做 了 两 年 左 右 ，做 的 图 书 销 售
岗。2021 年“双减”政策出台后，教培行业动荡，主
营业务利润下滑，我所在的教培机构迎来了规模空
前的大裁员，裁员数量高达上万人，大家都人心惶
惶的。
*您是从哪里了解到出版机构招聘信息的？转向
出版业考虑了哪些因素？
我的转变比较特殊，之前学的专业就是出版营
销，最早在出版行业工作了七八年，然后有机会跳去
了教培机构。原来就在这家出版机构工作过，只不
过之前是销售岗，去教培机构也是做销售，再“跳”回
“老东家”时重新选择了营销编辑岗。负责的领导曾
问我是否想回到销售岗，毕竟销售的待遇高于营销，
这是普遍的行业现象。如果去做营销编辑，就意味
着要从编辑序列重新开始，薪资会下降较多。因为
我一直对做编辑比较感兴趣，又正好有这样一个机
会，加上手里有些之前做销售时积累的资源，所以转
做营销编辑岗，
算是全新赛道、
全新挑战。
*您回到出版机构后主要从事的工作是什么？
我现在的营销编辑工作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
对内的资源分配，也就是联通销售做一些资源上的
划分；二是对外的资源联络，如需要联系一些公众号
发文宣传引流，找“快团团”的号帮忙开团，和直播间
主播团队沟通带货，等等。因为不是原来熟悉的工
作，基本上需要从头学。营销工作相比于之前的销
售，对写作能力有更高的要求。我也努力一边适应
新的工作流程，
一边加强文字写作能力。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现在地面店的销售都不

太好。我们整个产品线还算比较丰富，
营销压力不是特别大。主要是把各种
外部渠道资源引进来，做增量，保证“大
盘子”
稳中有增。
*未来几年工作上有什么规划？
从销售转到编辑会有一定的难度，
未来我还是想在编辑岗位深耕一段时
间，多学习积累一些行业知识。我周围
很多人都是从不同路径最后做到编辑
的，
这算是一个目标吧。
*您会推荐原同事跳槽到出版机构
吗？身边的原教培人都流向了哪里？
会的，推荐过，但没有成功。很多
原同事被裁后内心是接受不了减薪的，
原来可能挣 18k~20k，换份工作也至少
想挣 17k~19k。但“双减”后最开始跳出
来的那批人，已经把出版行业中性价比
高一些的位置占满了，越往后越没有好
职位留下。况且教培属于互联网企业，
出版属于传统企业，二者的平均薪资水
平本就有差别。如果要跳槽到出版行
业，
就要有接受减薪的心理准备。
我身边原来从事教培工作的人对
待职业的态度基本分成两种。一种是
回老家找发展机会，在北京这么多年的
互联网教培经验，回到其他城市还是比
较“吃香”的；另一种是去创业，因为互联网公司不只
是做单纯的培训项目，还会包含一些技术层面的东
西，做出来后可以用这些硬件部分的资源去找厂家，
谋求更好的合作模式。

中
■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田红媛

人民音乐出版社副总经理魏振华：
人民音乐出版社的课外领域师资培训，
培训对象主要为社会培训机构的老师，
也有部分课内老师参与，每年按不同区
域规划培训目标，一般借助区域内影响
力较大的培训机构作承办方，一次培训
一般在 50 人以上的规模。借助每年 10
月上海国际乐器展的参展机会，开设并
举办了多场次的“人音教育大讲堂”培
训。目前，人音社课外音乐教育领域已
有万余名教师参加过收费培训，学员遍
及全国数百个地市，主要为音乐或艺术
类培训机构教师、大中小学课内音乐教
师以及刚参加工作的音乐专业毕业生
等。在业务拓展上，前期主要是通过与地方院校、协
会、学会举办一些公益性活动，逐步吸纳地方有影响
力的社会力量来牵头承办收费性质的培训和展演活
动。同时，还会在赛事启动时进行一些公开招募，挑
选一些优质单位进行合作。
中华书局古联公司培训部主任杨光磊：
中华书局
古籍整理训练营”是我们的第一个培训班性质的产
品。此前我们的课程产品主要停留在内容运作层面，
包括面向机构的视频资源库的销售、
面向个人用户的
网易云课堂的单课销售，以及课件的第三方转授权。
目前推出的是基础技能培训系列，
面向古籍整理的初
学者，
目标是让学员系统掌握古籍整理的知识框架和
基本技能，
除了视频学习，
还包含实践训练、
直播交流
以及认证考核。未来除了不断优化丰富基础系列，
我
们还计划推出专题系列，
针对特定文献类型或知识系
统提供更加具体化的指导。训练营首期安排的是通
识+技能+案例实践这三个类型的课程组合。
机械工业出版社人力资源部林海音：对内，做好
员工技能培训工作。在短视频与直播培训方面，
一是
持续投入硬件设施助力数字化人才培养，
以融媒体中

基本信息
性别：
男
年龄（段）：
30~35 岁
职业路径：某 K12 教培机构
（销售岗）-某出版机构（营销编
辑岗）
收入（税后）变化：
18K~8K

从教培到出版，
开启职业生涯新赛道

中
■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聂慧超

出版社培训打法新势能

●案 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