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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盘点 2022”启动 数字科技氛围浓厚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 月 21 日，
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
商务印书馆、
光明网联合主办，
北
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快手、微博协办的“汉语盘点 2022”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在
启动仪式上，
主办方推出
“专家版本”
和
“大数据版本”
的年度推荐字词，
为活动预热。
“汉语盘点 2022”
分为启动、
票选和发布 3 个阶段。11 月 21 日~12 月 3 日，
网友可通过光明网活动专区
推荐字词。12 月 4 日~8 日，专家评委将联合评选各组前 5 位字、词，并撰写专家解读。12 月 9 日~19 日，网
友可通过活动专区在线投票，选出各组首位字、词。活动期间，主办方将陆续发布“年度十大网络用语”

“年度十大流行语”
“年度十大新词语”。12 月 20 日，
“汉语盘点 2022”揭晓仪式将在光明网等多个平台同
步直播，
揭开年度字词的面纱。
“汉语盘点 2022”同往年一样具有数字科技的特点。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企鹅有调等多家机
构，联合推荐 2022 年使用频率和关注度最高的字词。在字词采集方面，借助大数据资源，抓取热点字词。
在呈现形式方面，
为期 1 个月的
“汉语盘点”
活动以线上为主，
打通元宇宙与全媒体的传播渠道。清博智能
推出虚拟主播，
多维度链接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
学习强国、
快手、
微博、
知乎、
方正字库等平台鼎力支持，
全方位加大各项宣传力度。
“汉语盘点”
活动至今已举办 17 年，
旨在“用一个字、一个词描述当年的中国与
世界”
，
鼓励全民用语言记录生活，
描述中国视野下的社会变迁和世界万象。
（张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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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在这些困境之外，近年来还面临读者数量不
断下降的问题：2018 年 2990 万，2019 年 2880 万，
2020 年 2840 万，2021 年 2700 万。其中，2021 年
4.9%的降幅达到近年来之最。在德国，平时买书
较少的人是主要流失群体，而年购书 5 本以上的
重度读者人数多年来一直增长有限。西班牙同
样面临读者人数减少的问题，虽然西班牙不读书
人群比例在下降，重度读者比例保持稳定，但是
6~9 岁孩子中经常阅读的人数比例大幅减少，这
部分人群要抵御其他媒介的诱惑及入学的压力，
保持对阅读图书的兴趣需要更大定力。实际上，
书业人士普遍面临与其他媒介争夺读者的严峻
挑战。
从图书出版种类看，2021 年，受疫情影响最
大的是德国出版社，2020 年以来新书品种减少，
2021 年降幅更是达到 7.5%，
科学类、
少儿类（下降
9.2%）和虚构类（下降 3.1%）均有下降。在线下渠
道常常无法正常运转的 2021 年，
消费者购书以畅
销书为主，出版社也不愿冒险出新书推新人。美
国市场在海外抖音（TikTok）助力下则出现重点
新书份额减少、老书份额增加的现象。意大利新
书品种实现 17.6%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漫画书品
种大幅增长。韩国读者居家办公带来小说销量
大涨、经管类图书热度不减，理财投资、元宇宙等
热门话题相关书籍也受到欢迎，诗歌/散文类、旅
游类图书则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俄罗斯市场
上，文学类、教材类、儿童类图书是市场主要类
别，
三者占比在 70%以上。
从图书销售结构看，美国大众图书市场实现
两位数增长得益于成人虚构类（市场占比 30.4%）、
青少年儿童虚构类（市场占比 22.9%）图书销售（收
入分别增长 21.3%和 15.9%）的带动，
大众市场第一
大类成人非虚构类图书（市场占比 34.1%）销售收
入仅增长 2.1%，
而青少年儿童非虚构类图书（市场

占比 5.0%）销售收入下滑 3%。德国图书市场上，
增长最多的依次是：成人虚构类图书（市场占比
31.9%）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5.7%，青少年儿童类图
书（市场占比 15.5%）增长 4.4%，生活指南类图书
（市场占比 13.9%）增长 0.5%，成人非虚构类图书
(市场占比 11.2%)增长 3.0%。英国消费者在疫情
期间增加了阅读时长及数量，
推动成人虚构类（市
场占比 33.3%）和青少年儿童类（市场占比 19.3%）
图书销售收入分别实现 7%的增长，
这主要得益于
抖音图书社区主播推介产生的营销效应。法国大
众图书市场的最大赢家是漫画书，销售收入激增
55.8%。
从图书载体看，大众图书销售仍以纸质图
书为主，电子书销售则重回下滑轨道。在数字
出版最发达的美国，纸质图书销售收入的市场
占比却高达 75.5%，精装书（大众市场的市场占
比 为 37.6%）、平 装 书（大 众 市 场 的 市 场 占 比 为
33.2%）及特装书（大众市场的市场占比为 2.2%）
销售收入均有两位数增长。美国电子书销售
2020 年实现了两位数的逆势增长，但 2021 年同
比下滑 5.0%；数字有声书继续实现两位数增长，
这一增速已保持了 10 年之久。英国、法国、意大
利的电子书和有声书销售也有同样的变化。英
国大众图书市场纸质图书占比超过 80%，且仍在
持续增长，数字图书市场占比不到 20%，在 2020
年大幅增长的背景下，2021 年下滑 1%，其中电子
书 收 入 占 比 12.0% ，有 声 书 收 入 占 比 6.8% 。 同
样，带动西班牙图书市场增长的力量主要还是
纸质图书，销量同比增长 5.9%，而数字图书的市
场占比仅为 5.2%。
从销售渠道看，美国放松疫情管控，消费者
重新选择线下购书，线下销售出现强势增长，市
场占比也有所提高，线上销售则较 2020 年下滑
5.4 个 百 分 点 至 44.7% ，但 仍 高 于 2019 年 水 平 。

受疫情影响，德国实体书店的市场占比（注：实
体书店网上销售收入统计在线上交易中）近几
年持续下滑，跌至 39.1%，但仍是最主要的图书
销售渠道，线上销售的市场占比增至 27.1%，其
中一半收入来自书店网上销售。加拿大随着各
地疫情管控结束或减少，线下渠道的市场份额
也有所增加。
从畅销书及市场分布看，美国的市场集中度
进一步提高，五大社在精装书榜单上的占比增至
91%，
在平装书榜单上的占比增至 77.4%。德国消
费者疫情期间更愿意购买畅销书，德国畅销书总
榜单上 TOP10 图书销售收入增长 23.6%，虚构类
榜单 TOP10 的涨幅接近 40%。法国年营业额超
过 50 万欧元的出版社数量较 2020 年多 11 家，反
映了出版机构业绩普遍好转。但稳居出版机构
之首的阿歇特出版集团与埃蒂迪出版集团的合
并风波引起出版界热议，纷纷呼吁阻止并购以维
护出版多样性和市场公平。在韩国，疫情加快了
出版数字化进程，尤其是教育类出版社以及在线
服务公司都有较好的发展势头。
从版贸交易看，德国的版权输出数量有小
幅增长，青少年儿童类和成人虚构类均实现 10%
左右的增长。法国的版权输出数量及收入均有
两位数增长，其中漫画、青少年儿童读物、小说
三类占据了版权输出品种数的 70%以上。日本
出版市场的复苏拉动了图书进出口业务，向中
国大陆、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图书出口额均有
两位数增长，漫画和图书的版权输出也实现两
位数增长。意大利图书的版权逆差不断缩小，
20 年 间 以 图 书 出 口 年 均 8.6% 、图 书 进 口 年 均
2.8%的速度增长。西班牙的图书进出口贸易已
实现顺差，但是图画小说和漫画书等视觉类出
版物海外销售收入出现 14.3%的下降，导致国际
贸易收入出现下滑。

● 商报专递

中国小说
“走出去”，
《平安批》
《北上》
《青城》将输出泰文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 月 18 日，
北京出版集团
与泰国红山出版有限公司共同连线举办《平安批》泰
文版翻译出版启动仪式暨版权签约发布会。北京市
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对外推广处处长谢豫，
北京市文
化资产管理中心对外交流处处长黄峻雄，
北京出版集
团董事长康伟，
董事、
总经理吴文学，
泰国红山出版有
限公司总编辑陈宝石、
副总编辑思丽楠·潘滴，
中国著
名作家陈继明、
徐则臣出席活动。
今年是中泰建交 47 周年，也是中泰建立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 10 周年。泰国是我国共建“一带一
路”的重要合作伙伴。11 月 17 日~19 日，习近平主席
出席泰国曼谷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并对泰国进行访问，
标志着中泰合作将迎来新
机遇。
北京出版集团始终高度重视
“走出去”
工作，
已与
世界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版机构建立良好的合作
关系，在持续开展版权贸易的同时，打造了“品读北
京”
、
北京十月文学月、
十月作家居住地等品牌活动和
跨国交流平台，
致力于与国际同人一道推动世界文化
的传承和交往。泰国红山出版有限公司实力雄厚，
是
泰国目前首屈一指的数字阅读内容生产和图书供应

平台。其中，
小说类图书在泰国市场常年名列销售第
一，发行渠道覆盖泰国各地 450 余家线下书店，是华
语文学在泰国及东南亚地区传播的先行者。此次双
方合作将加强两国出版界互动与沟通，
促进两国文化
交流互鉴和友好合作。
长篇小说《平安批》的故事正是发生在泰国，
描绘
了一段潮汕侨商
“下南洋”
的奋斗史，
写出了一颗颗重
情守义、爱国爱乡的“中国心”。该书继荣获 2021 年
度
“中国好书”
之后，
近日入选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公示名单。经北京出版集
团推荐后，泰国红山出版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双方就
出版泰文版达成一致。活动现场，
与会嘉宾共同见证
了《平安批》泰文版翻译出版项目的正式启动。
《平安
批》作者、著名作家陈继明分享了他的创作心得。继
《平安批》之后，
北京出版集团与泰国红山出版有限公
司达成更多文学出版合作意向，双方现场签署了《北
上》
《青城》泰文版版权输出协议。
《北上》
《青城》的作
者、
著名作家徐则臣分享了创作体会。此次活动将推
动北京出版集团与泰国出版界深度合作，持续加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间的交流与互动，
推动中泰两国
出版文化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
（穆宏志）

国家开放大学加挂国家老年大学牌子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 月 17 日，
教育部办公厅
发布《关于国家开放大学加挂国家老年大学牌子的通
知》，通知指出，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
老龄工作的部署要求，经中央编委批准，教育部党组
研究决定，
国家开放大学加挂国家老年大学牌子。
为了更好推动老年教育事业的发展，国家开放

大学出版传媒集团近日推出了老年教育相关图书和
乐龄玩具，同时上线了 3 个老年教育平台——老年
教育资源库平台、银发慧学老年教育课程学习平台、
银发慧学大屏端平台，促进老年人维持智力、发展能
力、保有兴趣和高尚品格，满足老年人精神层面的更
高需求。
（尧 雯）

江苏举办版权示范创建工作现场交流会暨作品登记培训班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江苏省版
权社会服务能力建设，推动版权示范创建工作，提升
作品登记服务效能，江苏省版权局于 11 月 16 日~18
日在苏州举办 2022 年全省版权示范创建工作现场交
流会暨作品登记培训班。会议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
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版权局关
于深化版权示范创建工作的部署要求，
总结交流版权
示范创建经验，培训版权业务知识，全面提升版权示
范创建和作品登记水平，
着力推动版权产业高质量发
展。江苏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副局长李贞强出
席并讲话，
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新闻出版局（市
版权局）局长黄锡明参加活动。
会议期间，南通市和苏州市吴江区分别介绍了
创建全国版权示范城市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
保护优秀案例示范点工作经验，江苏现代快报传媒

有限公司等优秀版权企业交流了版权工作体会，南
京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专家和江苏省版权协会
相关负责人分别进行了版权专业知识授课和版权
服务工作解读。与会代表实地参观了苏州太湖雪
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慈云蚕丝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凯灵箱包有限公司、吴江丝绸文化创意产业园
等全国、江苏省版权示范单位（园区）。江苏省版权
局还召开了版权工作座谈会，就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谋划明年工作，听取了部分设区市版权主管
部门的意见建议。
据悉，
江苏省有全国版权示范城市 3 个，
获批准创
建示范城市 1 个、示范单位 24 个、示范园区（基地）7
个；
省级版权示范城市 5 个、
示范单位 115 个、
示范园区
（基地）22 个。2021 年，全省受理一般作品登记申请
58.35 万件，
同比增长 71.72%；
审核通过 37.17 万件，
同
比增长 31.84%，
累计登记作品 218.2 万件。 （穆宏志）

表 1 2021 年海外 10 国出版市场规模
排名

国别

1

美国

2

德国

3

2021 年总收入

同比增幅

新书品种（增幅）

12.3%

18.61 万种（-9.5%）

96.3 亿欧元（约合 109.05 亿美元）

3.5%

6.40 万种（-7.5%）

英国

67 亿英镑（约合 90.44 亿美元）

5.0%

/

4

日本

7253 亿日元（约合 63.10 亿美元）

2.7%

6.91 万种（0.6%）

5

法国

45 亿欧元（约合 50.96 亿美元）

15.4%

3.99 万种（5.38%）

6

意大利

34.29 亿欧元（约合 38.83 亿美元）

10.7%

8.19 万种（17.6%）

7

韩国

4.3 万亿韩元（约合 36.12 亿美元）

6.1%

7.77 万种（1.3%）

8

西班牙

25.77 亿欧元（约合 29.18 亿美元）

5.6%

7.94 万种（6.4%）

9

俄罗斯

948.3 亿卢布（约合 12.71 亿美元）

13.0%

9.42 万种（8.2%）

10

加拿大

11.23 亿加元（约合 8.81 亿美元）

2.1%

1.03 万种（-13.3%）

293.3 亿美元

注：表中数据按国家外汇管理局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的汇率
价格计算，1 欧元=1.1324 美元，1 英镑=1.3499 美元，1 日元=0.0087
美元，1 韩元=0.00084 美元，1 卢布=0.0134 美元，1 加元=0.7849 美
元。美国书业总收入数据来自美国出版商协会年度 StatShot 报告
统计，美国新书品种数来自鲍克公司（Bowker）统计的 2020 年数
据。加拿大新书品种数为 2020 年统计数据，较 2018 年下降 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