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9 月 23 日

星期五

第 2854、
2855 期合刊

特别策划
本期导读

中国

P17

《媒介盲盒》：
另类评论文集

P18

一直做小众书，心态就像在寻找知己
上市 2 天即加印，这本书如何快速展现“爆款”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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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畅销书是一件痛苦的事？
“中年危机”下的编辑进化实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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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
做畅销书是一件痛苦的事？
“中年危机”下的编辑进化实录（下）
编
■客观察室

25 岁，毕业两三年，似乎迎头撞上书业“萧条期”；35 岁编辑已经有了一定积累，但对未来发展能够看
清吗？45 岁的资深大编是不是已经内心笃定知道该做什么了呢？
上期《中国编客》，我们邀请了从业年限在 15 年甚至 20 年以上的资深编辑分享了各自不同的做书心
境（链接：2022 年 8 月 23 日 9~11 版《与 20 位资深编辑畅聊：35 岁迷茫，40 岁就会好吗？
“ 中年危机”下的编
辑进化实录（上）》）。本期，我们继续邀约工作年限在 10 年左右，更年轻一拨的编辑和我们聊聊：25 岁很
难，到了 35 岁会好吗？35 岁这么累，回到 25 岁就一定能玩转吗？

2011 年，古月（化名）进入出版行业，在一家民营图
书公司做编辑。认识几位百万册畅销书编辑，和他们一
起共事。回想这些年的职场经历，古月能明显感觉每隔
3~5 年，伴随着读者更迭，曾经的畅销书就会下滑，不少
编辑渐渐消失，离开书圈。
“ 还是那几家出版公司，大佬
还是大佬，编辑早就换了几茬。”
眼下，几乎所有的图书公司、出版社编辑、销售甚至
营销的考核制度、收入都与销量挂钩。
“要求编辑每年出
畅销书，真是一件非常累心累人的事情。”图书公司就像
一 台 巨 大 的 机 器 ，不 停 向 前 ，畅 销 书 就 是 燃 料 。 2017
年，古月已是同行口中的“畅销书编辑”。他自嘲：
“百万
册销售业绩狗屎运一样砸在自己头上，给同行们讲经验
说技巧，意气风发。”但到了 2019 年，运气好还能有两三
个 10 万册，就很满意了。但近年，感觉越来越困难。
“心
里发虚，其间还夹杂各种怀疑、反思和调整。”
渐渐地，古月越来越不愿意多聊做书。很多时候，
他更愿意相信，畅销书是老天爷给饭吃。所谓的“畅销
书编辑”只是运气不错而已。入行越久，他看到很多对
做书有想法、有水平的编辑，
“他们才是行业的良心”。

做书越来越难？
榜单和口碑效应越来越难聚焦。销售环境改变，直
播、视频的热闹不但挤压了图书的利润，分化着图书的
销售渠道，同样也分流着注意力和时间。

从近年的畅销书市场看，公版书算是离我们最近的
一波红利（公版书没有稿费，具备一定价格优势，外加网
站促销销售、装帧和营销加持）。但如果只是简单消耗
作者，没有内容和营销支持，热度便很快冷却。很多书
在销售榜单上出现后，迅速消失不见，节奏越来越快。
另一方面，政策收紧，出书变得越来越慢。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策划编辑木之易与古月从业
年限相当。一直在深耕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向的学
术出版，同时还在大学社教材主业产品线经营上拓展深
挖积蓄能量。谈及当下“做书”的感受，她毫不讳言对工
作的怀疑“时刻存在”。
“不夸张地说，应该是每天都在自
我怀疑中磨砺心境。以每日清零的思维惯性来迎接编
辑工作看似简单重复、吹毛求疵的每一天。”
2008 年入行的 NARS（化名），一直在民营图书公司
摸爬滚打。对他而言，编辑生涯最重要的节点是回到曾
经离职的公司后，自己的身份从编辑变成了职业经理
人。
“ 这是另外一种体验。”去年 NARS 的团队做好了今
年可能大幅下滑的心理准备。但为了不下滑，为了干掉
这个可能，他们持续努力，结果反而略有增长。但他觉
得，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 虽然过程很难，但都是很正
常的职场事件。”
眼下，选题端的资源争抢变得越来越厉害，伴随着
出版公司上市圈地的需求，花大价钱对赌心态争抢作者
的操作屡见不鲜。优质版权越来越集中于几家大型出
版机构手中，中间层的出版机构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
小，畅销书的窗口期也在肉眼可见地缩短。
电 子 工 业 出 版 社 博 文 视 点 总 编 辑 侠 少 2007 年 入
行，他曾经的“高光时刻”很多来自结果驱动——大爆款
书的问世。但近年，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快速转变，
竞争更剧烈，读者更挑剔，营销触达和转化率变低。他
感受到来自于消费端、市场端最大的变化是读者对产品
形态和预期体验发生了根本改变：出版方的产品供给滞
后；读者购买场景从主动搜索转为被动跳转，从自主下
单到越来越多被某种情感或利益纽带绑架下单。
相对于古月和 NARS 的民营公司经历，湖南文艺出
版社社科图书编辑部部长吕苗莉在“国企”待了 11 年。
从她的履历不难看出，国企编辑的成长氛围相对“安
全”，没有来自市场端过于猛烈的冲击。吕苗莉职业起
点是编辑湖湘人文阅读品牌、连续出版物《读有所得》，

迄今已推出 130 余期。2013 年，她开始参与重大文化工
程，先后策划并主持《中国民间游戏总汇》
《中国民间口
头叙事文丛（第一辑）》
《常书鸿全集》等多个国家重点
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9 年，吕苗莉开始思考学术出
版如何走进大众视野，先后策划、推出“刘再复悟语四
书”
（其中《西游记悟语》已上市、
《红楼悟语》
《三国悟
语》
《水浒悟语》即将上市）等书。从涉足的出版板块看，
她一直深耕在人文社科领域。从产品形态看，她也在逐
步靠近大众市场。
“ 如果说，10 年前行业在关注新媒体、
新技术对图书的冲击，如电子书是否会取代纸质书、自
媒体是否会掠走读者等。如今出版业的这种焦虑感在
下降，呈现出来的是拥抱新媒体、新技术的姿态，积极寻

求与新兴平台的共赢合作。”这是吕苗莉对当下市场的
最大感受。就人文社科类图书而言，她能明显感受到读
者审美力的大幅提升。一方面，
读者对专业知识的兴趣
在增强，
以前有一定阅读门槛的学术著作，
经过重新制作
后市场反响良好，如读客文化最近的爆品《南明史》。另
一方面，读者对装帧设计的品质更为看重，内容好、颜值
高的图书更容易出圈。这些变化让吕苗莉意识到，
学术出
版和大众出版的边界在逐渐消融，
重大文化工程可以有更
大的市场空间。而令她兴奋的是，
最近几年她做的敦煌研
究院首任院长常书鸿的全集，
将其中三册（
《敦煌莫高窟艺
术》
《敦煌壁画漫谈》
《敦煌彩塑纵论》组合为《敦煌三书》，
在今年 6 月推向大众市场，
反响不错。 （下转第 18 版）

■访 谈

不要成为一个刻板的编辑
■受访人：
吴 涛（果麦文化总经理） □采访人：
孙 珏（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您是什么时候入编辑这个行当的？
■2010 年入行。前 10 年一直从事外国小说的引进
和出版，
也叫外版编辑。入行初期正值《追风筝的人》
《白
夜行》
《一个人的朝圣》等外国畅销小说在市场上如火如
荼，
结合自己的爱好和专业，
兴冲冲想要成为厉害的畅销
书编辑。从松本清张的推理小说开始，
到小野不由美的
恐怖小说再到《教父》
《海伯利安》
《安德的游戏》再到《克
苏鲁神话》
《外婆的道歉信》
《电幻国度》……每一本小说
都代表了不同阶段的自己对于外国小说的理解。
□10 年前的书业环境和做书节奏和现在对比，
您感
受最强烈的变化是什么？
■我感觉最近外国小说好难做，
哈哈。大家的生活
节奏越来越快。用 3~8 个小时阅读一本书，
门槛变得越
来越高。一本书真的好看吗？真的值得我花这么多时间
吗？读完我能学到什么？它能解决我对生活的迷茫吗？
用这样的标准去选择一本小说来阅读，
也许就越来越难。
□现在，
还觉得编辑是一个越老越香的职业吗？
■从来没有这么觉得过，
反而越老越有压力。编辑
需要不断摸索选题趋势、
读者偏好、
做书的最新技术……
我从不敢抱有自己是资深编辑的想法。
□回顾十多年做编辑的历程，
哪些节点、
日常对个人
成长相当重要？
■拥有自己的爱好是最重要的。我经常跟团队讲，
如果你没有特别喜欢的东西，
那种看完广告、
长海报或预
告片就想马上掏钱包去买买买的经历，
你就没法明白要
如何做出超级产品。图书也是商品，
如果你自己都无法
让自己疯狂，
又如何指望读者会疯狂买买买呢？这样说
的话，
我自己好像是因为对游戏的热爱，
才拥有对于如何
打磨图书，
有一点想法。总之，
我的心得是不要成为一个
刻板的编辑。
□哪些事件让您在从业过程中体验到
“高光时刻”
？
■印象比较深的是《克苏鲁神话》，
某个微博号发了
这本书的九宫格后，
评论里大量回复说：
“这就是我想象
中《克苏鲁神话》应该有的样子呀！
”
因为自己的努力得到
认可而感到幸福。
□眼下，
很多编辑处在迷茫期，
不知道该怎么做书、
卖书，
您怎么看？
■别担心，
因为我也不知道……这是真话。每个人
都是基于自己的成功而形成了自己对于编辑的经验，
这
种经验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我相信的一个方向是，
尽
量做
“十年后看起来依然觉得不错”
的产品，
别那么急着
想做及时性的畅销书，
有些书在上市后两三年才突然爆
火。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书才能契合当下需求，
就努力
去做一本不容易过时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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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一瞬间，
您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怀疑？
■每过一段时间会产生自我怀疑，
好在不只是图书
编辑这份职业会这样，
基本上所有职业都会有。
“至暗时
刻”
对于编辑来说，
大概就是自己投入很多心血的图书，
完全没有引起任何市场反响……对于这种事情，
也没有
什么太多需要纠结的，
唯一的方法就是用成功洗刷失败。
□今年，
有爆款书吗？
■暂时没有。今年真是
“至暗时刻”
。今年尝试全新
做了《16 小时断食术》，是一本生活类的图书，原本希望
做得跟其他生活类图书都不一样，
市场的最终反馈和我
们最初策划还是有一定落差。
□怎样重新认识
“编辑策划力
“这个事情？
■策划一本图书的时候，
多设置一些
“传播点”
，
哪一
页比较容易让读者想拍照发小×书，
哪句话让人感动到
恨不得发朋友圈……
□眼下的编辑工作中，
最头疼的是什么？有找到自
洽的方式去完成工作吗？
■最头疼的是一些畅销书的类型越来越超出原本
的认知。年轻人喜欢的到底是什么呢？十年后的年轻人
又会喜欢什么呢？自洽的方式是，
让自己保持年轻人的
心态，
毕竟广受年轻人欢迎的东西比如《塞尔达传说》，
其
实也是一群中年人（青沼英二）开发的。
□您觉得，
出版行业的增长点和突破口会出现在哪里？
■我相信人们最终会发现，
短视频无法真正解决人
生的疑问和焦虑，
世界变化得那么快，
但图书所代表的人
类智慧是永恒的，
很多大的问题只有在阅读一本书的过
程中才能获得答案。未来会不会好，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就算未来没有变好也不要紧，
生活和做书都还会继续，
这
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做编辑这件事情上，
您最大的心得是什么？
■永远保持好奇心。
□编辑身上的哪些能力是不同行业共通的？
■我认为编辑的本质是“辨别内容的能力+传播的
能力”
。如何选择一个选题，
怎么把它做成一本书，
让市
场接受，
这几乎就是编辑的全部了。这一点是行业共通
的。转行和跳槽的编辑，
优势就是更懂内容，
更懂传播的
奥秘。
□如果有年轻人希望在出版行当继续发展下去，
有
哪些好的建议？
■当个酷酷的编辑，
多看电影，
多看展，
多旅行，
多发
展兴趣，
然后把这些体验都运用到图书的制作上。
□未来在书圈
“混”
得好的人，
具备怎样的特质？
■深耕某个领域，
然后特别好玩的人。我也好想多
认识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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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编辑：
孙 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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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振省

一部研究学术图书出版的潜心之作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孙 珏

新
■书赏析

与 20 位资深编辑畅聊：

■主管主办：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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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朋友电子工业出版社原社长、
现紫荆文化集团总经理文宏武打电
话给我，
要我给他的出版社老同事刘
志红一本即将出版的新书作序。由
于信号不清楚的原因，
我莽莽撞撞答
应下来，结果作者把大样拿过来，才
知道是一本研究学术出版的书稿，
叫
作《中国学术图书出版研究》。我暗
暗叫苦:为出版研究方面的图书写序
本来就是强人所难，
而为研究学术出
版的图书写序，这更令人望而却步
了。但又想到
“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
的古训，
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下来。笔
者倒是有个看似缺点的优点，
接收的
时候有些踌躇，
一旦接收下来就正襟
危坐，进入角色。利用五一节假日，
真正地把样书读完了。何止读完，
甚
至做了 15~16 页的笔记。
总的印象是刘志红这本著述是
扎实的，成功的，研究了当下我国学
术出版方面存在的重要问题，有“问
题意识”
。标志至少有三。
其一，看得出作者
对学术和学术出版是
敬畏的，用学术态度做
学术图书研究，下了一
番真功夫。比如，就学
术图书的分类而言，在
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
旗下，按选题系统、图
书结构、图书用途等分
类，可以说几乎穷尽了所有可能的分类，属
于
“应分尽分”
。又如，
关于学术图书发展的
环境分析，
有行业环境、
传播环境、
受众环境
和科学环境的分类。再如，
在学术图书出版
的竞争力分析这一章，作者不惜脑力笔力，
借助于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与企业战略
分析的 swot 方法。产业基本状况就分为销
售收入、销售收入占比 GDP 的总值、出版社
总数、年出版新书总数。在生产要素状况
中，仅人力资源又分为人口数量、城市人口
比重、
大学生粗入学率、
行业从业人数、
创造
经营人才整体素质等项目，
而获得每个项目
的准确数值，
又需要花费多少功夫？其中的
心血甘苦恐怕只有作者自己晓得。
其二，不只是有态度、用心思、下工夫，
研究的方法也是比较科学，
卓有成效的。从
书稿中，
能欣喜地看到作者的总体研究思路
严谨、科学、符合并严格遵守了论文规律。
先是在绪论里回答了研究意义、研究现状、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还有创新点与困难
点。然后在第一章对何为学术、
何为学术图
书、何为学术图书的特征、何为学术图书的
传播功能等系列基本概念进行了确认、
规定
和阐释，
较好地遵循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要
求。再然后对于我国进入新时期、
新时代以
来学术出版的历史做了超常规发展、
调整徘
徊、新的增长、平缓稳定发展等四个阶段的
划分。在此基础上，
对学术图书出版的成绩
做了有限肯定。接着着重对学术出版存在
的产品品质、
资源配置、
市场营销、
核心能力
等方面的主要问题进行了言之有据的分析、
总结和批评。然后又在中外学术图书主要
数据出版的比较基础上，
提出了推动和促进
中国学术图书出版的若干对策，
不乏有价值
的见解和良策。特别要提出的是，
作者在书
中阐述、
论证自己观点时，
使用了不少案例，
但更多的是全面性、
时效性、
准确性的数据。
其三，敬畏的态度，肯下工夫的努力及
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
得出了比较可靠的结
论。这些结论对于在新时代推进我国的学
术图书出版与文化强国、出版强国相衔接，
很有价值。比如作者认为学术图书出版的
核心能力弱。表现至少有三，
一是出版界与
学术界之间联系不紧密。二是普遍缺乏与
学术著作出版相匹配的学术编辑。三是出
版企业发展动力不足，改革不到位，体制和
机制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四是出版资源未
能充分利用等。作者梳理的这些问题，
都点
到了学术著作出版问题的穴位，
甚至为培养
骨干学术编辑指出了方向。
（本文为《中国学
术图书出版研究》序言删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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