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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哉！70年出版史上的“上海制造”
■ 本报记者 雷册渊

没有高质量就没有生命力

在全国出版行业“多点开花”的今天，若要
问一句：上海出版最突出的特色是什么？

“上海品质”———这是采访中记者听到最
多的答案。

这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口号， 纵观留名 70

年中国现代出版史的那些“上海制造”，就不难
发现，深耕细作、精益求精的确是上海出版人
数十年如一日坚守的沉甸甸的信条。

《中国通史》多卷本的编辑出版，就是上海
出版高品质最有力的例证之一。

“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出版，其筹划、编辑
时间之长，投入之大，规模之巨，即使在中国近
现代出版史上也不多见。” 上海人民出版社社
长、 总编辑王为松介绍。 该书共 12卷 22册，

1400万字，由史学泰斗白寿彝担任主编，22位
著名历史学家分别担任分卷主编，近 500位作
者参与撰写。自 1979年召开第一次编写会议，

到 1999年全部出版完成，历经二十载春秋，是
中国史学界乃至文化界的一件大事。

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出版项目是怎么交
给上海、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背后还有一
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7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位年轻编辑
王界云到北京出差，白寿彝得知消息后，特意
托人带话给他，约他在家中见面。见面后，白寿
彝向他详细介绍了自己想编一部 《中国通史》

的详细计划。王界云听后十分振奋，从白寿彝
家中出来就直奔邮局， 打电话向社领导汇报。

第二天，他就接到指示：上海出版人绝不可错
失良机，“这个通史工程上海人民社一定做，而
且一定做好！”

白寿彝为何放着北京那么多出版社不选，

偏偏属意、寄望上海？原来，早在参加上世纪 70

年代的“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工作时，上
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们就给白寿彝留下了专
业水准高且严谨敬业的印象， 从此结下了情
谊。 加上当时正值拨乱反正百业待举之际，全
国学术界“左”的阴霾还未散尽，上海人民出版
社却已陆陆续续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显示
了上海海纳百川、 大开风气的气度与格局，在
学术界、读书界和出版界引得一片叫好。两个
因素相加，上海人民出版社自然受到了白寿彝
的青睐。

事实证明，上海出版人没有辜负白寿彝和
学者们的期待。历经二十载春秋磨砺，几代学
人和出版人都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不敢有丝
毫懈怠，《中国通史》终于从一粒种子成长为一
棵参天大树。

“几十年来，精品意识已经融进了上海人
民出版社每个人的血液里，对高品质的追求成
为一种本能。”王为松总结道，无论是在市场经
济转型时期， 还是如今向数字出版迈进的时
代，坚持内容为王的原则从未变过。正如上世
纪 90年代兼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的萧
克将军倡议编撰重大出版工程 《中华文化通
志》时反复强调的那样：“出版的核心问题是质
量”“没有高质量，就没有生命力”。

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

如果说高品质是上海出版的立身之本的
话，那么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服务国家发
展大局就是上海出版人长期以来的责任与担
当。

2008年，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落户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也在同年成
立。作为一家以高品质学术出版为核心追求的
出版社，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敏锐地感觉到，

应该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国产大飞机的研
制。由此，“大飞机出版工程”应运而生。

项目起步时并不容易。当时，国内航空航
天出版领域已经有一批水平较高、相对成熟的
出版机构，而与它们相比，在该领域“初出茅
庐”的上海出版人并无优势。如何突破，树立
起自己的品牌呢？“学校的支持至关重要。上
海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宗光积极为大飞机
出版工程出谋划策、牵线搭桥，多次带领出版
社的领导和编辑奔赴外地拜访相关专家，终
于请来我国著名的飞机设计专家、 两院院士
顾诵芬担任总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项
目部主任钱方针回忆道，“后来， 在出版工程
的一些关键节点， 我们也都受到了学校方方
面面的支持。”

十余载辛勤耕耘， 终于换来了丰硕果实。

据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李芳介绍，大飞机
出版工程至今已经出版了 145种图书，向国际
知名出版集团输出了 21项英文版权，还连续 8

次获得国家出版基金支持，斩获了包括“中国
出版政府奖”等在内的众多奖项。目前，交大出
版社在国内航空航天领域的图书市场占有率
已经排到了全国第四。

“短短 10年能有这样的成绩，主要得益于
我们始终对接好、服务好国家重大战略的发展
思路。”李芳说。在她看来，想要做好学术出版，

就不能仅以市场为指向， 高校出版社尤其不
能。“大飞机出版工程紧紧依托交大和中国商
飞公司，真正坚持出版与科技相结合，始终与
大飞机研制同节奏、共呼吸。”

事实上， 上海出版人这种服务国家战略，

勇当排头兵、敢为先行者的高站位、高要求，并

非一朝一夕形成。回顾历史就不难发现，上海
出版与国家重大战略同节奏、共呼吸的作风是
一以贯之的。

上世纪 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东欧剧变、

苏联解体。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的国际
政治学者纷纷著书立说，直面国际形势，创立
新的国际政治理论。如何及时地反映全球国际
政治学界的新变化？引进其中一些重要著作成
了出版人思考的问题。

在汪道涵先生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共同
促成下，一套名为“东方编译所译丛”的图书推
出，专门介绍世界国际政治学界最新的理论成
果，如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米尔斯海默的
《大国政治的悲剧》、阿尔蒙德的《当代比较政
治学：世界的视野》（第六版）……该丛书陆续
推出后，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和讨论，汪道涵先
生还多次将其中一些著作推荐给相关领导同
志阅读，成为许多关心国际政治议题人士的必
读书目。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出版以重大出版工程呼
应国家战略，开疆拓土，大布局、大制作、大建树，

终于培育出了多领域、多学科的完整产品线和厚
实的价值链。

出版与学术研究互为助力

近年来，上海的学术出版成绩十分亮眼，各
个出版社纷纷立足自身特色酝酿出版项目，扬
长避短、凸显个性。一个个学术出版专业中心就
如同一个个“专业知识管家”，在相关专业领域
和细分市场上不断推出精品， 做强做大上海优
势。

2019年 7月 25日， 一套由上海音乐出版社
出版的大型中国音乐学术研究丛书 “礼俗之间：

中国音乐文化研究史”在北京首发。全书共 13卷
500万字，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音乐学家项阳带领其硕博研究生历时 24 年完

成。被列为“十三五”国家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并
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泱泱大国、煌煌历史，从贾湖骨笛算起，中国
音乐发展已有近 9000年历史， 从西周建立礼乐
制度算起，中国的音乐历史也已有 3000多年。可
以说，中华文明是伴随着金钟玉磬、八音和鸣而
发展的礼乐文明历史。然而，此前系统、完整论述
中国音乐文化史的著作却不多。

2016年，重担落到了中国音乐出版市场占有
率第一的上海音乐出版社肩上。“非常忐忑”———

上海音乐出版社副社长刘丽娟坦言。刚接到这个
出版项目时， 由于它对相关学术专业的要求极
高，在上海音乐出版社成立 63年的历史上，也从
未出版过如此大规模的丛书，因此，每个人都感
受到了压力。

自丛书立项以来，出版社调配了 8位经验丰
富、专业力强的编辑组成项目团队。在出版工作
过程中，编委会与编辑团队为整套丛书的高质量
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据该项目负责人、上海音

乐出版社图书编辑部主任龚蓓介绍，为了保证史
料的可靠性和准确性，请教古籍专家成了编辑们
的家常便饭，有时甚至为了一个名称、一个出处
都要花费比平时多 3 倍还不止的精力和时间。

“整个过程对编辑来讲是一次专业学习和升华。”

这种对学术专业的高追求，最终化为受学界
认可的高质量呈现。在新书发布会上，该丛书被
专家们誉为 “开创了中国音乐学研究新视野、新
方法，推动了中国音乐研究向纵深拓展”。

像这样学术研究为出版提供内容给养，出版
反哺学术研究的例子还有很多：

《中国通史》的编辑出版就为中国史学理清
脉络、培养人才、攻坚克难等方面做出了诸多贡
献。“一位总主编呕心沥血， 几代学人薪火相传，

几任出版社领导持续接力， 数十位编辑通力合
作”，才会有《中国通史》千万言的巨大规模，成为
中国史学的文化高峰。

在“大飞机出版工程”《民用飞机工业设计的
理论与实践》一书的编辑过程中，团队对每条适
航法规一一确认，甚至查出原书稿中五条法规并
没有采用最新法规版本， 让身为副总工程师的
作者对编辑们刮目相看；“结构强度系列” 的责
任编辑梳理了物理量呈现、缩略语等详细图表，

老航空人沈真一一核查后被责编的专业水准所
折服……

出版与学术研究互为助力、相得益彰。

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发祥地，更是一
座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际大都市。正因
如此，它在出版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中起到的枢
纽作用尤其显著。

改革开放 40年， 也是中国教育突飞猛进的
40年。1981年，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还不到
5年，2016年已为 10.35年；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人口比例 1982 年仅为 0.58% ，2015 年已达
12.44%……国际社会渴望系统了解中国教育发
展“奥秘”的人越来越多。去年，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推出 10 卷本丛书 《教育现代化的中国之
路》，就回应了这种期待。

这套丛书以教育现代化为主线， 从 40年教
育改革的历史发展规律出发，进一步回答了培养
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办什么教育、怎么办教育等
问题，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在丛
书的首发仪式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与瑞士兰
培德国际学术出版集团签约，由后者发行该丛书
的全系列英文版，面向全球英语图书市场同步推
出纸书和电子书。

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董事长、社长王焰看
来，《教育现代化的中国之路》 不仅是一个起点，

为世界讲述中国 40 年教育改革的历程点滴，更
应“以此合作为契机，为中国的教育类图书走进
欧洲，以及中欧两大文明在出版领域的长远合作
奠定基础”。

事实上，对于出版界而言，“走出去”已经不
是一个新的话题了。如何真正从“走出去”到“走
进去”，在国外市场站住脚，彰显中国文化实力、

发出中国声音？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东京审判
出版工程”做了很好的尝试。

2010年初，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东
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一书。当时，正值抗
战研究的热潮，但国内关于东京审判的研究十分
薄弱， 在 2013年以前甚至没有一部东京审判的
相关史料文献出版。

2011年，在东京审判 65周年之际，全球首家
专门从事东京审判的学术研究机构———上海交通
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 依托该中心打造的
“东京审判出版工程”启动。此后，《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庭审记录》等 200余卷原始文献相继出版，并
策划出版了东京审判研究丛书系列、 译著丛书系
列、通俗读本系列等。这一系列出版物，为中国在
二战问题上理性发声起到了重要作用。

据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东京审判出版中心
主任、 总编助理崔霞介绍，“东京审判出版工程”

运行不久， 就争取在国际平台上崭露头角———

2012年法兰克福书展，交大出版社与英国剑桥大
学出版社签署版权输出协议， 在全球出版发行
《东京审判文集》英文版。2014年 3月，《远东国际
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及其索引、附录 83卷本在法
国巴黎举行全球首发， 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

是年 10月，一场名为“东京审判：被忘却的纽伦
堡” 国际研讨会举办。2015年 5月，《远东国际军
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及其索引、附录 53卷本在
美国纽约全球首发……

“中国是二战中受到破坏和伤害最大的国
家，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为什么我们常常在国际
上发不出声音，或者说发出声音却没人听？因为
史料是研究历史问题的根本， 国外学者对诸如
东京审判等历史问题的研究很多是从日本、美
国获取的史料。 我们只有加强对史料的整理和
发掘， 才能从根本上建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

崔霞说。

她告诉记者，交大社还启动了《东京审判文
献数据库》的建设，并已输出到许多国际知名大
学和研究机构的图书馆，“今后，该数据库会成为
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研究东京审判学者的常用工
具，就像普通人用 Google、百度一样。这就是中国
声音的最好展现。”

从“走出去”到“走进去”，上海出版人为提升
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帮助全球读者
更准确、深入地认识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做着
不懈的努力。

出版是国家软实力的代表之一
解放书单：您认为上海出版的传统是

什么？这种传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王为松（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

辑）：“认真做好出版工作”，这是毛泽东同
志在 1949 年 10 月为全国新华书店第一
届出版工作会议的题词。我们始终把这句
话挂在墙上，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中。而
这就是作者信任我们、愿意把书稿交给我
们出版的原因。 我见过其他出版社出的
《中国通史》，一个人两个月做出 22本书，

怎么可能没有错误？我们一直要求我们的
编辑做一本书的时间是 6到 8个月。我们
社的老领导陈昕同志做第一本书的时候，

十几万字的书足足磨了 14个月， 虽然这
种速度在今天这样的快节奏时代已经不
可能了，但“认真做好出版工作”的精神就
是这样建立、传承下来的。

花两个星期做出来的书，怎么可能指
望它在书架上卖十年？要出精品图书，考
验的是编辑的专业水平和责任心 。曾
有一位重要学者出书， 他先将书稿交给
某家出版社， 该社社长一周后回复学
者：“您的书稿太好了，我们一个字都改
不出来，直接出版吧。”这位学者直言不
讳地反驳他：“如果编辑一个字都改不出
来，那还要编辑做什么？我要的不是编辑
一个字都改不出来， 而是经过编辑修
改完善后出版的书，读者一个错误都挑
不出来。”最后，这本书放到了我们社出
版。

解放书单： 这些年一直有一种论调，
认为上海曾经集中了中国最多的出版社，
出版图书之多，占据中国出版业大半壁江
山。而现在，上海却失去了“最大出版中
心”的地位，难现昔日辉煌。作为上海的出
版人，您怎么看？

王为松：这样的说法很不全面。上海
开埠以后， 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出版优势，

最终取代雕版时代的出版中心， 一跃成
为新书业的中心。1905年科举停废之后，

上海作为全国出版中心的地位得到进一
步巩固。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已

发展成为亚洲最国际化和最繁华的都市之
一， 上海出版业在此前累积的优势基础上
迎来了鼎盛时代， 在全国出版业占据大半
壁江山。但不可忽视的背景是，当时全国很
多地方都不具备出版条件，也没有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一来政治中心
北移， 二来全国各个省份的出版事业都发
展起来了， 上海从全国性退到地方性是很
正常的， 这是整个国家文化事业向前发展
的表现， 而不应该被视为上海出版业的衰
落。

此外，70年来， 上海出版业先后向中央
和全国各地输送了数十位社长、 总编辑，也
为全国的出版工作做出了上海独特的贡献。

解放书单：对一家出版社而言，选题、项
目林林总总，但重大出版工程往往反映了一
家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品牌形象、社会影
响。在打造重大出版工程的过程中，您有哪
些心得体会？

李芳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世
界一流的大学要有世界一流的出版社”，这
是我们长期以来的追求。在打造“大飞机出
版工程”“东京审判出版工程”等重大出版工
程时，我们始终抓住的一点就是，积极对接
国家战略，做高品质的学术出版。我认为上
海的出版界长期在努力达成一种共识，就是
在各自的领域形成各自的特色，把各自的强
项和优势发挥出来，百花齐放，这样就能在
整个出版领域打出上海品牌。

王焰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董事长、社
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直将“引领中国
教育出版”作为发展目标。怎样引领？我认为
“中国教育发展出版工程” 就是一个很好的
尝试，通过一个出版工程，聚焦中国教育发
展的重大理论和重大实践问题，经过若干年
的建设和积累，才能在教育领域慢慢形成出
版品牌，才能成为中国教育发展重要的资源
聚集地。

刘丽娟（上海音乐出版社副社长）：在策
划“礼俗之间：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丛书项
目时，我们其实是非常忐忑的，究竟能不能
做好这项工作？能不能交出符合书名定位的

高质量图书？但随着项目越做越深，我们越
发感觉到， 做这件事的意义和必要性太大
了。这些年，国家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上海音乐出版社在音乐出版市场的占有
率位居全国第一，我们就更应该把社会效益
放在首位，全面对接国家战略，把传承好、传
播好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作为自己义不容辞
的责任。

解放书单：建国 70 周年，也是新中国出
版事业发展的 70 年。站在这样一个时间节
点，您认为上海出版人未来的努力方向是什
么？

王为松： 上海人民出版社有一个口号：

靠专业学术打造出版品牌，以社会责任引领
阅读风尚。出版是文化的一部分，代表着一
个国家的软实力。出版社做一本书不能仅仅
考虑它的商业价值，应当更多考虑这套书是
不是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对未来的发
展有利。

现在出版行业同行们面临的一个共同
挑战，就是怎样吸引和培养年轻一代，怎样
把老出版人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
教给年轻人。回望几十年来上海人民出版社
走过的路就不难发现，正是因为有前人一直
孜孜不倦地在做这些事情，上海人民出版社
才有了今天的品牌， 如果丢了这些传统，上
海人民出版社也就不能成为今天的上海人
民出版社了。 这是需要各个出版社掌舵人，

甚至整个行业思考的问题。

李芳：我认为，出版的价值应当得到更
全面的挖掘和认可。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出版
的价值是靠出版人的坚守，大家埋头做书就
行了。事实上，出版是一种文化传承和对外
传播的载体，当它有了文化传承的价值的时
候，就更需要积极地对外推广和传播，毕竟
“酒香还怕巷子深”。严谨务实其实是一把双
刃剑， 我们在守住出版人的工匠精神的同
时，是不是还能够在内容、形式和体制机制
上创造出一些活力？比如代表未来出版方向
的数字出版，上海目前尚未形成规模，就更
应当加快脚步， 争取站到出版的前沿阵地
去。

“奋斗 70 年，壮丽新时代”，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众多大型文化活动的主题都不约而同地紧扣“70 年”这个关键词，即将开幕的 2019 上海书展
也不例外。站在如此重要的时间节点上，要如何梳理总结上海出版的 70 年？出版工程是一个代表。它们不仅是各个出版社出版理念与出版实践的集中体
现，亦是上海出版业发展的缩影，更可从一个侧面反映时代的发展进步。

70 年来，上海出版人针对重大出版工程、重要出版项目、重点出版领域，深耕细作，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助推前沿研究，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在出版业延
展出一道漂亮的影响力弧线，充分彰显了上海打造国内出版高地的决心和实力，也为推动上海建设文化码头、发挥文化源头功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70年来，上海出版为推动上海建设文化码头、发挥文化源头功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柳友娟 制图

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