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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7版）至2022年，本社连续12年中标江苏省
农家书屋数字化提升工程建设，建立了一体化的数
字资源系统和监管系统，今年已经组织策划了36场
线上线下阅读推广活动，活动参与人次达171.2万，
为全省农民群众提供了优质的阅读资源和丰富的阅
读服务，获得有关部门高度认可，江苏省数字农家书
屋一体化平台成为全国示范标杆。

融合出版步伐加快，转型升级取得进展
十年来，本社深入贯彻党和国家关于传统出版

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总要求，全面落实凤凰出版
传媒集团对融合出版工作的具体部署。本社作为集
团融合出版的牵头实施单位，以融合出版作为推进
升级转型的重要路径，通过实施重大项目，建立融合
出版精品生产体系，实现统一运营机制，打造融合出
版品牌，努力形成融合出版产品形态清晰、商业模式
明确的融合出版新格局。

在教育出版方面，本社积极响应国家“双减”等教
育政策，以体系化的基础教育优质数字资源研发、支
撑性的统一服务平台建设为核心，以精品内容建设为
根本，以先进技术应用为支撑，不断适应市场新需求，
重点围绕“智慧教育”规划产品，探索全媒体融合的出
版新模式，开辟面向学校和师生的数字化教与学新路
径。其中，“凤凰易学”基础教育融合出版项目是集团
统筹各单位教育出版优势，由本社牵头实施建设的基
础教育领域融合出版创新品牌，基于“双减”等政策开
展课后服务、作业服务、生涯规划、智慧校园等多元化
创新业务，全平台线上用户已超200万，拓展“凤凰易学
中心”线下渠道门店数十家，为用户提供线上线下全覆
盖的融合出版服务体系。为应对新兴教育产品需求，
实现产品形态和服务模式的整体转型升级，中小学语
音教材已全部转换为网络版，服务用户超过800万，适
应全省义务教育阶段语音学习的全部需要，为江苏学
生提供了科技进步带来的教育成果，产品用户规模、
服务能力、使用效能在国内均处于领先水平；此类型
的产品还包括凤凰数字教材、凤凰数字教参等融合教
育产品，合计销售收入实现亿元突破。

在大众出版方面，本社致力于为集团大众融合
出版进行基础性、前瞻性探索，以新技术赋能传统出

版；以新媒体传播丰富载体形式；以立体化、全媒体
运营提升市场经营能力。“凤凰书苑”作为集团大众
融合出版统一支撑、服务和运营平台，与集团内各社
形成联动协作的长效合作机制，对优质版权资源进
行深挖创造，拥有丰富的有声书、荐书、好书解读、知
识课程等精品数字内容，构建知识付费业务线。上线
两年来，已开发音视频内容资源近5000小时，直接注
册用户数超80万，覆盖用户数突破1000万。目前，配
合融合出版重点项目布局的新媒体矩阵已覆盖微信
公众号、B站、抖音、喜马拉雅等平台，此外联合集团旗
下9家出版社和新华电商渠道，进行集团本版精品图
书的宣传推广，初步形成集团大众融合出版生态圈。

牢记出版单位担当，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十年来，本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作为开展出版业务和指导融合发展的行
动指南，始终牢记出版单位的使命担当，将社会责任
与生产经营深度结合，构建和谐向上的企业文化，为
出版社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本社坚决贯彻落实上

级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做到防
疫抗疫和出版业务两不误，发挥专业优势，加强出版
服务。一是免费提供防疫知识手册电子书和有声书，
引导大众增强自我防范意识和防控能力；二是免费提
供优质电子课本、配套资源、在线课程等教育服务，助力
学生“停课不停学”，为全国4000万凤凰版教材用户提
供的中小学电子课本按时在“学习强国”平台和教育部
指定网站发布，总访问次数达35亿，本社被江苏省教育
厅授予“最美逆行先锋队”称号；三是免费开放“凤凰书
苑”数字内容，丰富大众在疫情防控时期的精神文化生
活；四是精心策划出版《战“疫”日记》《战“疫”先锋》等
抗疫主题出版物，《战“疫”日记》系列有声书在“学习
强国”平台连播3个多月，获得很好的社会反响。

2021年，本社以建党百年为契机，面向广大师生提
供党史学习教育服务，引领青少年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联合全民阅读办开展“红色经典阅
读”活动，参与阅读人数达2100万，一系列活动为庆祝党
的百年华诞营造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

当前，本社将继续保持奋进新征程的状态和苦
干实干的行动，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十四五”乃至
更长一段时期，是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阶
段，本社的机遇和挑战并存。进入新发展阶段，出版
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更加要求出版社坚守意识
形态阵地，以精品内容服务人民，深化出版融合发
展，增强优秀文化影响力。本社将努力开创出版工作
新局面，奋力谱写出版社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作者系江苏凤凰电子音像出版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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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回首
过往，出版业作为文化强国建设的主力军，承担着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功能
和时代诉求，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必将一如既往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国家奋进
征程中传递声音、传播思想。

十年，在漫长的出版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惊鸿一瞥，但对一家出版企业而言，光阴十
载却足以书写出一幅浓墨重彩的现代出版璀璨画卷。新时代新形势下，出版行业已经出
现新的竞合格局，风云变幻、姿态万千，作为文艺类教育类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坚守出版
初心，携手世界各国的文学家、翻译家和同行专家，始终站在时代潮头，立足精品、拥抱变
革，以锐意进取的姿态为丰富发展文学出版和英语教育出版事业而努力奋进，持续闪耀
在时代发展的璀璨星空中。

在新时期的出版大变局中，对于我们而言，十年是一段发展旅程的结束，更是一部崭
新画卷的开篇。译林出版社正以十年磨一剑的姿态，诚如诗人余光中所题词的“乔木嘉
荫，名译成林”，焕发勃勃生机，整装再出发。

十载岁月，不负使命与担当
十年弹指一挥间，译林出版社以炽热的激情和高迈的理想，立足世界文学，继续专业

化、垂直化、市场化、国际化道路。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期求得一丝机遇，在行业政策的更
迭影响中谋得一方空间，在市场竞争的冲击中赢得一席之地。

译林出版社坚持专业定位和专业化发展，在深化优势领域的同时不断稳步拓展产品
板块及产品线，以精品内容构建立体出版格局，以出色的文化影响力和市场号召力铸就
优秀品牌。回首十年，译林出版社强化一流中外文学作家作品与科幻等类型文学并重的
世界文学板块，筑牢以“牛津英语教材”为代表的英语教育板块，同时大力拓展兼顾高端学
术作品和大众人文社科产品的人文社科板块，立足书刊互动的期刊出版，汇聚通识、博物、
历史领域精品的新知通识板块等，形成多元互连的立体发展态势。各类图书在历届国家
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国家级大奖中屡获殊荣。

卡尔维诺、塞林格、阿摩司·奥兹、胡安·鲁尔福、朱利安·巴恩斯、以赛亚·伯林、哈罗德·布
鲁姆……诸多文学界、学术界的大家名家，在译
林社近十年出版历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经典译林”“人文与社会译丛”“牛津通
识读本”；《尤利西斯》《追忆逝水年华》《西方
正典》《麦田里的守望者》《杀死一只知更鸟》
《我们的祖先》《查令十字街84号》《少年pi的
奇幻漂流》《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我心
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望春风》《敦煌本
纪》《捎话》《忘记我》《金色河流》《南京传》《云
彩收集者手册》……诸多精品力作，为我们推
开中外文学及文化的窗户，成就了译林出版社近十年不凡的品牌形象和市场定位。

作为国内文学出版领域的“排头兵”，近十年来，在深耕外国文学的同时，结合发展需
要，更为了响应多出原创精品号召，译林出版社开创并深耕原创文学出版，短短几年间即斩
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和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的图书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年度“中国好
书”等重要奖项。2020年起，译林出版社延伸专业优势，成立少儿读物出版中心，搭建起由
世界少儿文学、学生阅读、少儿科普科幻、少儿漫画组成的“小译林”子品牌，短短两年间在
产品集群、经济效益、社群营销、社会影响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成为新的双效增长点。

十易春秋，力求创新与融合
近十年走过的时光历程，正是新时代中国出版强国建设的奋进期，译林出版社在秉

承优良出版传统的同时，逐步让创新成为企业十年来发展的“主旋律”，开始探索出版融
合之路，在创新传播、数字出版、国际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以开放共赢的思维，敢于试错，不怕出错，深耕自有新媒体矩阵建设，迈出融合创新
的坚实步伐。通过构建私域流量，内外矩阵共同发力，初步实现自营电商、自有新媒体矩
阵、用户和社区三方的有效闭环。目前已打造微信公众号、微博、豆瓣、视频号、抖音和小
红书等6个官方账号在内的新媒体矩阵，配合社群及自营电商，实现了私域流量与图书动
销的高效联动。

以敢于试错的态度，坚持以内容为核心，以服务为重点，以新技术、新媒介为依托，打
造“纸质书+电子书+有声书+知识服务课程+学习服务平台”五位一体的融合出版精品体
系。尤其大众融合出版方面，坚持多元化深度开发优质版权内容，特别对头部IP，全力实
现“一个内容，多次开发，多个产品，多个渠道”，通过各平台与渠道分发传播，全面释放内容
影响力。纸质书和电子书同步上市比例达100%（除权利人不授权等特殊情况），年销售收
入超600万元，位列国内出版社电子书业务第一梯队。有声书与知识服务课程方面，与喜
马拉雅FM、三联中读等行业头部平台深度合作，打造了“译林科幻系列”有声剧、西南联大
国文课等一系列用户口碑与经济效益俱佳的精品数字出版物，树立并不断深化“译林出品，
必属精品”的品牌形象。

以勇于出海的心态，强化项目规划，主动探索多元化“走出去”路径，逐步完善国际传
播渠道建设；以打造具有国际知名度和竞争力的出口文化品牌为目标，围绕主题出版物
和原创作家作品，通过政府资助和商业运作并举的方式，立足营销推广，重在前期布局，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十年来，译林出版社已与全球40多个国家、130多家出版机构建
立良好、密切的业务往来，涉及语种36个，尤其在英语、韩语、俄语、土耳其语、塞尔维亚
语、阿拉伯语地区具有优势。在全球疫情蔓延，诸多国外出版社收缩出版体量的当下，我
们逆势上扬，不仅《忘记我》《金色河流》等多部图书在出版当年甚至更早实现输出，近些
年输出签约品种也实现了5%至10%的增速。

十度风霜，见证梦想与荣光

回首十年，译林出版社苦练内功，构建更为专业化、系统化的出版运营体系，全面提
升企业内容生产的核心竞争力；用更为高效科学的管控制度守好企业经营各环节，积极
防范意识形态风险，全面塑造企业市场运作的核心竞争力。

秉承“用文学记录时代，用作品描绘世界”的出版决心，十年间构建起包括世界文学、
人文社科、新知通识、教育图书、少儿读物、期刊六大板块在内的精品出版体系，逐步成长
为“出版品牌更响、内容创新能力更强、优质资源聚合能力更突出、文化影响力和市场号
召力更深广”的国有文化企业。“十二五”以来，译林出版社先后入选“国家文化出口重点
企业”（连续8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出版100强（连续6年），荣获江苏省新闻出
版广电政府奖的先进单位奖、“深圳读书月”年度致敬出版社等诸多重要荣誉。

从“十二五”到“十四五”，译林出版社经营规模实现稳步增长，始终葆有可持续发展
态势。单体营业收入年均增幅超过9%，2021年利润总额达1.15亿元，为2012年的2.6
倍。教育图书销售规模从2012年的4.16亿码洋到当前的7.13亿码洋，总体增长超过
70％；大众图书销售规模从“十二五”末2.5亿码洋到当前超4亿码洋，总体增长60%。

未来已来，未来可期。译林出版社将继续切实把自己放在“文化强国”建设的坐标系
中, 不辜负伟大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以更加务实的态度、更加科学
的举措，锻造出更多精品力作，当好出版改革创新、融合发展的探路者、先行者和排头兵。

（作者系译林出版社社长）

光阴十载光阴十载 蔚然成林蔚然成林
□□葛庆文葛庆文

出版作为我国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年来的发展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一
是全社会的文化生产与消费蓬勃发展，达到全新历史高度，二是传统出版、纸质图书
在多种媒介和传播方式的冲击下，面临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三是文学创作进入了
多元化的繁盛阶段，高峰不断，四是文学作品尤其是音视频等新的传播方式大幅取
代传统文体的阅读习惯。

时代在高速发展，作为地方专业文艺出版社，面临“挑战与机遇并存”的现
实。回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近十年的发展史，正是一段拨开现象迷雾、冷静观
察分析事物本质、不断增强自信心和使命感的历史，是一段不断应对市场之变，
打造面向未来的文学出版机构的历史。十年来，凤凰文艺人积极应对困难，不懈
努力开拓，不断提升出版社的社会影响力及市场竞争力，收获了十分宝贵的发展
经验。

社会影响力持续提升
这十年，文艺社共有25种图书入选国家“五年规划”，其中“十二五”入选8

种、“十三五”入选14种、“十四五”已入选3种。
这十年，文艺社19种选题先后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这十年，出版业内“三大奖”文艺社全部收入囊中，其中1种图书获中宣部“五

个一工程”奖，6种图书获中国出版政府奖正式奖或提名奖，7种图书获评中华优
秀出版物。

这十年，文艺社共有3本诗集获得鲁迅文学奖，其中刚刚颁布的第八届鲁迅
文学奖，文艺社的诗集《奇迹》《诗歌植物学》更是同时获奖。这十年，文艺社“双效
好书”不断，8种图书先后获得央视年度“中国好书”，市场口碑不断提升。2021
年，长篇小说《有生》、长篇网络小说《蹦极》两种图书获得年度“中国好书”。

这十年，文艺社植根江苏大地，助推江苏文化事业发展繁荣，有17种图书获
得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30余种图书获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

这十年，文艺社出版的图书大规模走出国门，进入世界各地的收藏机构。在
“中国图书世界馆藏影响力”排行榜上，文艺社从2012年的20名上升至2021年
的第7名，长期位居地方文艺类出版社第一名。同时，文艺社每年都有近50部作
品版权输出海外，形成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2012年，文艺社营收7000多万元；2021年，突破3亿元大关。2012年，文艺社

净资产4000多万元；2021年，增加到近1.5亿元。2012年，文艺社当年销售超10万
册以上图书约10种；2021年，销量10万册以上图书超过20种。在开卷市场排名上，
文艺社始终位于全行业前列，更始终处在文艺类出版社前三名的地位，保持了较高
的市场能见度。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上级主管部门和广大读者的支持和爱护。过去的十
年，大众图书市场正在经历剧烈转型，新旧市场体系交替的“窗口期”特征明显。
凤凰文艺出版社积极应对，确保出版社经营行稳致远：

一是贯彻全流程营销观念。文艺社打破了编辑、营销、发行之间的界限，通过
选题论证、印前论证等制度建设，贯彻成本观念、营销观念，裁汰劣质选题，提升了
优质选题的出版效能。

二是推出年轻人、突出新媒体。一方面我们全新打造了以互联网销售为核心的
运营中心，选用精通选题、勇于开拓的年轻骨干担任部门负责人，内部分设多个项
目小组，责任明确，任务到人；另一面，我们搭建了多达十人的新媒体事业部，将宣
传推广提升到和编辑、发行同等重要的地位，通过几年发展，已基本完成全媒体营
销矩阵的搭建工作，多平台直播实现了常态化。文艺社在2021年举办的“凤凰诗歌
之夜”等重要活动，及《蹦极》《叶珍》等重磅图书发布会，传播触达人次均为数百万。

三是立足专业拓展出版领域。依托文艺社多年积累的丰富的文学作品和作
者资源，经过精选和转化，成为当前学生阅读和语文教学的资源。立足这一市场需
求和专业特色，在近几年开启了以文学阅读为核心的“大语文”教育出版，推出了

“凤凰引读者”系列等，启动了全省百所“凤凰校园文学基地”的建设工作。全年组织

百位文学名作家走进中小学校园，有效推广了全民阅读，提升了青少
年文学素养，扩大了文艺社在广大学生群体中的影响。

坚持守正创新发展
十年来，文艺社一直紧随时代，不断谋求新发展可能。
一是坚持做强自身专业特色。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江苏文

艺就以名家散文和港台文学出版而闻名，优质的原创文学出版已是
江苏文艺最显著的特色，赢得业内外广泛声誉。尤其是在诗歌出版这一最考验出版
人的领域，文艺社做出了全国数一数二的影响力和成就，近十年先后出版了顾城、
海子、多多、芒克、骆一禾、食指、吉狄马加、韩东、于坚、欧阳江河、臧棣、西川、翟永
明、陈东东、杨炼、柏桦、王小妮、蓝蓝、余怒、小安、胡弦、周亚平、杨键、杨黎、杨克、
小海等近50位当代重要诗人的诗集，深度介入了当代汉语诗歌的发展构建。

随着网络文学的兴起，文艺社也积极进军网络文学。从2019年开始，连续承办
多届扬子江网络文学大赛，从中挑选优秀作品出版。2021年我社出版的网络文学
获奖作品《蹦极》，经过新媒体网络营销，出版不到一年销售超10万册，并收获了包
括年度“中国好书”、中宣部优秀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网络文学作品在内的一系列
重要奖项和荣誉。

二是坚持打造面向未来的新型出版机构。最近十年，尤其是最近几年，出版
业内部的深层次变革已经到来，全新的阅读形式和丰富的阅读内容对传统出版
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在内容生产方面，文艺社形成了文学出版为核心，文化出版、
艺术出版等其他出版门类并存的局面，成立文学、文化、诗歌、文博、教育、综合六大
出版中心，并成立主题出版小组。各个出版中心根据自身定位设计产品线，形成重
点突出、特色鲜明又互相补充的出版体系。

在平台建设方面，文艺社尤其注重前后两端，前端指的是，将目光延伸至文
学的创作环节，深入文学生产一线，依靠自身的专业积累和市场经验，协助作家
在创作之初就增加读者意识和市场意识，打造精品，做文学创作的策划者和推动
者，当前我们创建的“凤凰文学奖”活动就是这项工作之一。后端，指的是将目光
锁定在文学作品的阐释传播和市场开拓上，积极开展文学评论的组织工作，去年
我们与《文艺报》合作，开辟“凤凰书评”专栏，大面积、长时段发布专业书评文章，
以优秀书评扩大图书影响，用评论家对作品的专业解读帮助读者理解作品、深入
阅读。我们希望通过前后端各种举措，尤其是长期恒定的平台的建设，构建全新
出版生态，实现出版社的转型升级。

三是坚持全面充分开发图书内容价值。文艺社早在十多年前已关注到电子
书、有声书等新的阅读形式，启动了融合出版进程。发展至今，已拓展至音视频课
程及知识付费开发等新领域。同时，由于文学作品和影视创作有着天然的联系，
文艺社在过去的十年间既涉足过影视投资，更不断向影视界输出我社的优质作
品，如艾米《山楂树之恋》等作品被改编搬上银幕后，收获了巨大的成功。2021年，
为了进一步整合资源，专门成立了凤凰电影文学出版中心，计划两年内向影视界
推荐100部适合影视改编的优秀作品、出版100部优秀的影视文学作品，通过当代
文学作家作品、专业编剧原创作品、专业院校师生作品、网络文学作品四大方向的
合作与开发探索新的路径，为内容创作者与制作方搭建一座版权交易的桥梁。

过去十年，尤其是最近的数年，从阅读习惯到传播方式、从内容创作到作品
评判，传统出版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艺社秉承“意气风发，又美又
好”的出版愿景，积极应对、面向未来，既脚踏实地，又创意创新，为建设具重要影
响力的文学出版基地而努力奋斗。期待有60多年历史的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绽放出更加亮丽的光彩。

（作者系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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