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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海外传播的体量、
地缘与主题研究（2006—2015）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构想

中国图书“走出去”不仅一定程度上承载着中华文

化海外传播的路径建构和效能生成功能，同时也极大地

塑造着当代中国的文化形象。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群

体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新的多元而又一体化的文化

形态将在文化交流和碰撞中生成，这就需要真正体现中

华优秀文化传统和现实风貌的文化作品参与其中。“中

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十年、“中国文化著作翻译

出版工程”实施五年以来，中国图书对外输出成果显

著。通过对过去十年间（2006—2015）中国主题图书海

外传播的体量规模、地缘特征和主题类型进行阶段性的

回顾，结合相应的地缘文化理论、跨文化传播理论和经

济学理论，探讨不同输出地的中国图书海外传播情况以

及不同主题图书的海外传播情况存在差异的原因，有助

于科学分析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系统工程的传播效力，进

而有针对性地进行策略调整和方向调节。

在中国图书“走出去”过程中，输出地的差异使得

中国图书的海外传播呈现出明显的地缘特征。同时，

【摘要】“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十年、“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实施五年以来，中国图书对外输出

成果显著。中国图书的海外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中国文化形象的塑造功能，提供了跨文化传播语境中重要的文

化交流渠道。该研究基于对图书版权输出数据、商品图书出口数据的分析，对2006—2015年十年间中国图书“走出

去”的体量规模、地缘特征以及主题类型进行阶段性总结和分析，结合地缘文化理论、跨文化传播理论、经济学理论

对中国图书在“走出去”战略执行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展开讨论，进而为我国图书的海外传播战略提出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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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已实施十余年，期间，我国先后设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

划、中外图书互译计划、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等多项资助工程，旨在构建涵盖内容生产、翻译出版、

市场推广和资本运营等全产业链的“走出去”格局。随着我国文化输出工作的不断推进，出版“走出去”呈常态化

发展态势。综合近年发展成果，本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我国图书海外传播进行梳理分析，一方面可以全面

了解近十年我国图书总体输出体量规模、地缘特征及主题类型，另一方面可以获得关于具象传播内容输出路径和传

播情况的较为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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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主题类型的图书以其自身的文化适应性和“走出

去”的程度也有很大的传播差异性。文章通过分析图书

版权输出数据、中国图书出口数据并结合相应的地缘文

化理论跨文化传播理论、和经济学，探讨中国图书海外

传播的体量规模、地缘特征以及主题类型。考虑到中国

图书和出版业“走出去”系统工程的设置时间，本研究

以2006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正式启动作为研究

时间起点，以2006—2015年图书版权输出数据、2006—

2015年中国图书出口数据为研究对象①，数据采集自中

国新闻出版广电网（http://www.chinaxwcb.com），尝试

去解决以下问题：1.中国图书海外传播有怎样的体量规

模？2.中国图书海外传播的地缘特征是什么？3.中国图书

海外传播的主题类型有哪些？4.根据中国图书海外传播

的地缘特征和主题类型分析，为提高中国图书的海外传

播效果提供参考策略。

二、体量规模分析

图书版权输出和商品书出口是中国图书“走出去”

的两种重要形式，通过对2006—2015年版权输出数据和

商品书出口数据的分析可以较为全面地总结10年间中国

图书“走出去”的总体情况（见图1），对了解自2006年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以来，中国图书在“走

出去”战略中的具体表现具有参考价值。

力支持对版权输出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种作用

下，中国图书“走出去”需要政府、新闻媒体、出版社

等多方协作，把握住历史机遇，创造利好环境，主动向

海外宣传中国国家形象，为海外读者提供当下他们真实

感兴趣的中国图书。值得一提的是：2007—2009年国际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版权输出作为一种国际性的经济活

动涉及国际出版商，但是输出数量并未出现明显下跌，

反而保持了小幅上涨，但增长速度远低于2009年国际金

融危机结束之后。因此，版权输出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

受到影响，增长速度受到压制，可见运行良好的国际经

济环境对于版权输出极为关键。

2015年中国商品书出口1 278.75万册，比2014年减

少187万册，下降12.76%，商品书出口数量近两年持续

下滑。自2006年开始，近十年来商品书出口总量波动较

大，表现出两次连续下降，一次持续上涨的基本态势：

2006—2009年四年间，商品书出口总量连续下降，2010

年商品书出口707.23万册，首次出现增长并维持到2013

年的1 737.58万册，创近十年来历史新高（见图2）。

图1　2006—2015年中国图书版权输出总量

图2　2006—2015年中国图书出口情况

2006—2009年的连续下降一方面与国内出版企业面临

转企改制的节点相关，另一方面，与国际金融危机造

成国际特别是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媒体界经济效益整体

下滑有关。

2009年，国务院启动“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

程”，采取资助翻译费、出版费、推广费的方式，加大

资助力度，鼓励各国出版机构向国际图书市场推出中国

文化著作精品，减小了各国出版机构翻译中文图书的主

要成本。同年，中国在法兰克福书展举办了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国出版业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文化交流活动。

2010年我国的图书出口量扭转持续四年的下降趋势并开

始一段为期四年的连续增长。中国商品书出口与版权输

图书版权输出总量由2006年的2 050种增至2015年

的7 998种，增长了3.9倍，年平均增长25.47%，②正在

以一个较高速度稳定增长。2011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我

国政府和新闻媒体加大了对外的国家形象宣传，又恰逢

“十二五”开局之年，作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发展方向的关键之年，这一年比2010年增加2 042种，增

长了52.6%，为近十年来最高涨幅。国家宏观政策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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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比较具有较高的β值③，更容易受到国际金融市场

的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当国际金融危机来临时，商品书

出口首当其冲，而版权输出数量却能逆势上涨。因此，

在中国图书“走出去”当中，出版商出口商品书比输出

版权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将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积极

有效的市场营销活动对中国图书“走出去”产生积极作

用，中国政府、出版商应该继续加大对国际大型书展的

重视程度，积极承办“主宾国”等富有成效的营销活

动，在体量规模上增强中国图书的海外传播力。

三、地缘特征分析

约翰·汤姆林森在《全球化与文化》中认为：全球

化就是“复杂的联结”（complex connectivity），随着

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人

类社会逐渐成为“快速发展、不断密集的相互联系和互

相依存的网络系统”。在这种网络系统中，联结通过跨

越距离的社会关系得以“延伸”，也就形成了大卫 哈维

所言的“时空的压缩”。[1](2-3)全球化语境下，结合地缘

理论的研究思路，国际传播学受众研究倾向于将中国图

书海外传播的地域划分为汉语言文化圈、中华文化影响

圈、非中华文化影响圈三个地缘圈层。[2]2006—2015年

间中国的图书版权输出地，分为汉语言文化圈，中华文

化影响圈；非中华文化影响圈（见图3）。

在差异，但是可称为协同文化或次文化。从文化圈的视

角划分中国图书海外传播状况，有利于更为细致地了解

中国文化在不同文化圈的传播度和影响力情况，有利于

今后更好地推动中国图书“走出去”战略，促进中国图

书的海外传播，提升国际视野中的国家文化形象。

2006—2015年十年间，中国对汉语言文化圈输出版

权数量为18 166种，占比47.52%，在三大文化圈中排名

第一；对中华文化影响圈输出版权数量为6 284种，占

比16.44%，在三大文化圈中输出量最少；而对非中华文

化影响圈输出数量为13 782种，占比36.05%，位于两者

之间。由此可知，汉语言文化圈与中华文化影响圈占据

了中国版权输出近65%的市场。目前，中国图书“走出

去”的程度还非常有限，中国图书大多对深受中华文化

影响的地区产生影响。非中华文化影响圈内的国家和地

区目前中国图书的市场占有量还是比较有限，较之于庞

大的西方图书市场，中国图书的影响力还有待加强。

2. 汉语言文化圈情况分析

汉语言文化圈的传播受众主要包括“海峡两岸民众

以及散居世界各地的懂汉语的华侨和华裔”。[2]十年来

中国图书对汉语言文化圈的版权输出呈现出明显的分层

现象，以2010年为分水岭，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

段为2006—2009年，版权输出比较稳定，且数量维持在

1 000种左右；第二阶段为2010—2015年，版权数量提升

至2 100种以上，与第一阶段相比有了明显的增长，且波

动幅度大于第一个阶段（见图4，下页表1）。

在汉语言文化圈中，十年间对中国台湾地区的版权输

出品种总数为13 078种，占据首位，中国香港地区以3 081

种占据第二位，而对以华人华侨为主要受众的新加坡的

版权输出品种数量在2010—2015年也比2006—2009年有

了显著增长。

图3　2006—2015年中国对三大文化圈版权输出情况

图4　2006—2015年中国对汉语言文化圈版权输出情况

1. 三大文化圈引进中国图书版权总量情况

甘布尔在《有效传播》中将文化定义为“一整套知

识、信仰、价值、风俗和行为系统，以及许多在日常生

活中被其他成员所需要、共享及使用的物件的统称。在

总体上属于同一个文化的被称为协同文化或次文化。它

们大体属于相同的文化圈，但在种族或社会学上略有差

异”。[3]同属性文化圈的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虽然彼此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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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06—2015年中国对中华文化影响圈版权输出情况

图6　2006—2015年中国对非中华文化影响圈版权输出情况

持在500—700种之间，总体呈缓慢增长态势；第三阶段

为2013—2015年，输出版权数量变化幅度较小，趋于稳

定。通过分析数据可知，2010年、2013年为十年间输出

数量增长较大的两年，较前一年相比，分别增长220种与

265种。

在相似的文化背景下，对中华文化影响圈的版权输

出，整体呈现增长的态势。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此

文化圈的版权输出增长幅度比较有限，需要政府以及出

版企业的合力推进。并且，即使在同一文化圈内，由于

各国特定的情况，中国图书的版权输出数量也会呈现出

很大的差异性。这要求进行版权输出时，既要把握住同

一文化圈的市场需求的共性，也要深入了解文化圈内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个性，区别化开发多种图书产品。

4. 非中华文化影响圈情况分析

由此可知，在以中华文化为根源的内在驱动和相同

的语言、文字基础的影响下，我国对汉语言文化圈的

版权输出拥有较大的上升空间。与此同时，2010—2015

年版权输出数量与2006—2009年相比呈现较大的波动幅

度，也说明中国图书在对汉语言文化圈中的国家和地区

进行版权输出过程中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阻力和难度

仍然很大。在未来对汉语言文化圈进行版权输出时，应

以华人华侨的需求为导向，输出真正能够在华人华侨群

体中广泛传播开来的、内涵价值深远的图书的版权，进

一步扩大中国图书在汉语言文化圈的影响力。

3. 中华文化影响圈情况分析

中华文化圈包括“历史上曾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

国家”。[2](37)如图5所示，中国对中华文化影响圈的版

权输出在2006—2015年十年间起伏较小，整体呈上升趋

势，总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6—2009

年，向以韩国、日本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影响圈输出中国

图书版权数量持续减少，在2009年，输出版权数量仅为

354种，也是十年间最小值；第二阶段为2010—2012年，

向中华文化圈输出版权数量持续增长，除2010年增长幅

度较大外，2011年、2012年增长幅度较小，输出数量维

表2　2006—2015年中国对中华文化影响圈的
版权输出分布情况

单位：种

表1　2006—2015年中国对汉语文化圈的版权输出分布情况
    单位：种

年份 中国台湾地区 中国香港地区 中国澳门地区 新加坡 总和
2006 702 119 53 47 921
2007 630 116 38 171 955
2008 603 297 47 127 1 074
2009 682 219 10 60 971
2010 1 395 534 6 375 2 310
2011 1 644 366 19 131 2 160
2012 1 781 440 1 173 2 395
2013 1 714 402 24 171 2 311
2014 2 284 277 13 248 2 822
2015 1 643 311 31 262 2 247
总和 13 078 3 081 242 1 765 18 166

年份 日本 韩国 总和
2006 116 363 479
2007 73 334 407
2008 56 303 359
2009 101 253 354
2010 214 360 574
2011 161 446 607
2012 401 282 683
2013 292 656 948
2014 346 623 969
2015 285 619 904
总和 2 045 4 239 6 284

非中华文化圈主要指“发达国家以及除上述受中国

文化影响较深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之外的非洲、拉美和

南亚一些国家”。[2](37)在2006年，非中华文化影响圈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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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中国图书版权仅为422种，在三大文化圈中排名最末；

在2007年，反超中华文化影响圈，成为中国图书版权输

出的第二大文化圈；2008—2010年，非中华文化影响圈

引进中国图书版权数量持续上升；在2011年短暂回落之

后，2012年引进中国图书版权数量2 317种，成为十年

来最多的一年；在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数量下降之

后，2015年引进中国图书版权2 167种，再度回升。

在此文化圈内部，居前四位的版权引进国家及其版

权引进品种数为美国6 040种、英国3 176种、德国1 998

种和法国1 166种。而排名末位的版权引进国家及其版权

引进品种数为加拿大476种。可见，同一文化圈的不同国

家在引进中国图书版权时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中国对非中华文化影响圈的版权输出，十年来输出

数量有了显著增长，中国图书“走出去”取得了阶段性

成功。但同时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的下降趋势也说

明中国图书走到非中华文化影响圈的阻力仍然很大，要

想打入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图书市场还存在很大困难，

而不同国家对中国图书需求的差异性，也要求我国出版

单位对不同国家进行版权输出时要“对症下药”。可以

预见的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和非中华文化影

响圈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与此文化圈的版权贸易会

日益增加，对此文化圈的版权输出将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四、主题类型分析

不同主题类型的商品书出口情况的差异一定程度上

可以反映海外对于我国商品书的偏好程度，可以佐证中

图7　2006—2015年主题图书出口数量统计图

表3　2006—2015年中国对非中华文化影响圈的
版权输出分布情况

单位：种

国图书海外影响力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对2006—2015年

不同图书主题类型出口总量的分析，可以较全面地总结

近十年来不同主题类型的图书在“走出去”过程中的具

体情况（见图7）。

2006—2015年，中国商品书出口总量为10 098.98万

册。不同图书主题间的出口数量差异明显，其中少儿图

书类出口总量为3 179.69万册，占比31.49%，是六大主

年份 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俄罗斯 加拿大 总和
2006 147 66 104 14 66 25 422
2007 196 109 14 50 100 13 482
2008 122 45 96 64 115 29 471
2009 267 220 173 26 54 10 750
2010 1 147 178 120 121 11 86 1 663
2011 766 422 127 126 40 15 1 496
2012 1 021 606 352 130 104 104 2 317
2013 753 574 328 184 124 46 2 009
2014 734 410 304 313 177 67 2 005
2015 887 546 380 138 135 81 2 167
总和 6 040 3 176 1 998 1 166 926 476 13 782

表4　2006—2015年图书出口数量统计表
单位：万册

类别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少儿读物 50.74 71.49 64 70.64 140.47 205.23 489.54 724.39 807.08 556.11
科技读物 74.79 62.28 30 90.11 59.86 57.99 81.29 62.26 41.53 48.85

文化教育类 140.79 167.77 104.29 123.97 124.24 158.08 177.72 386.27 216.22 172.72
文学艺术类 155.95 157.8 106 105.12 129.70 144.66 196.53 203.52 143.87 162.81

哲学社会科学类 188.59 114.93 122 84.04 105.32 101.52 131.58 159.54 111.65 129.06

题图书里出口总量最多的，占图书出口总量的1/3。其

次是文学教育类图书（由于综合类图书涵盖图书种类较

多，内容较杂，不便于归类分析，所以在本文中暂不分

析“综合类图书”的数量及占比问题），出口图书总量

为1 772.07万册，占比17.55%。文学艺术类图书与文化教

育类图书出口数量非常接近，出口总量为1 505.96万册，

占比14.91%。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出口总量为1 248.23万

册，占比12.36%。十年间出口总量最少的图书主题类型

是自然科学技术类，仅出口608.96万册，占比6.03%，

约为出口数量最多的少儿读物类图书出口总量的1/5

（见表4）。

图书作为了解一个国家文化的窗口，起着文化载体

以及沟通桥梁的作用。图书类型多样，涉及国家经济、

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等方方面面，既能展现古代传统

中国的风貌，又能展现当代中国风采的图书出口主题类

型结构，有利于让世界人民全面地了解中国。而通过分

析数据可知，目前我国出口的主题类型之间存在着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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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不平衡，少儿读物类图书的出口优势明显，而自

然科学技术类图书的出口劣势明显。同时哲学社会科学

类、文化教育类与文学艺术类的图书在出口方面表现平

平，需要在促进中国图书出口总体增长的同时积极调整

图书出口主题结构。

数据显示：2006—2015年少儿读物类商品书出口总

体保持上升趋势，并从2011年开始，少儿读物类的出口

数量远远高于其他主题类型的图书，成为出口图书的主

要类型。自然科学技术类书籍每年的图书出口数量不超

过100万册，集中在40万册至60万册之间，主要原因在

于中国的科技实力整体不强。中国在其他国家眼中还不

是一个科技强国的形象，自然科技类图书在出口过程中

由于内容不具吸引性而缺少竞争力。但同时值得注意的

是，具有中国传统元素的自然科技类图书在国外还是具

有一定市场的。如辽宁科技出版社与意大利莫塔出版社

合作的《中国风尚》，以及与新加坡叶一堂合作的《中

国红》都取得了不错的反响。因此，在科技实力很难在

短时间内增强的情况下，想提高自然科技类图书的出口

量，自然科技类图书应在内容上与传统的中国的元素做适

当的结合，以提高这类图书对于国外受众的吸引力。

文化教育类图书的出口数量虽有波动，但总体呈上

升态势，2013年图书输出数量最多，为386.27万册。十

年间，文化教育类书籍已经成为中国图书出口的主要

类型。中国国家影响力的提升，促使与国外贸易合作机

会的增多，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也随之增多，越来越多的

人，愿意去了解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小到中国百姓生

活，大到中国的传统习俗与文化的现实意义。随国际影

响力的提升而来的还有学习汉语的热潮，也使得汉语教科

书以及出口的中英双语的图书在海外市场上很受欢迎。

文学艺术类图书在2006—2015年期间，出口数量提

升幅度不大，除2013年出口数量达到203.52万册外，其

余年份的出口数量维持在100万册至200万册间。可以看

出，文学艺术类图书的出口优势不明显，处境尴尬。中

国的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界不占主流地位，缺乏认

同感是限制文学艺术类出口数量难以大幅提高的一个重

要因素。即使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带来的也只是外

国人对中国文学的短暂关注，虽然2012年到2013年该类

图书的出口数量急剧增多，却又在2014年迅速回落。在

这种情况下，提升中国文学中国艺术的品牌形象就显得

尤为重要了。

哲学社会类图书出口数量总体偏少，除2006年和

2013年外，其余年份集中在100万册左右。2006年“社

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图书出

口出现了一次高峰，出口数量达188.59万册。2013年，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

部署，再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带动当年的图

书出口数量上升为159.54万册。由此可知，哲学社会科

学类图书的出口数量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明显。

五、讨论与总结

通过对中国图书海外传播的体量规模、地缘特征

以及主题类型情况的分析，发现2006—2015年中国图书

“走出去”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国图书版权输出

品种数量稳步增长，商品书出口数量虽受国际金融危机

的影响呈现下降态势，但总体较2006年相比，已经有了

明显提升。然而，从目前格局看，中国图书的海外传播

力和影响力还有待提升，版权输出地与商品书出口的主

题类型特征都呈现出了不平衡的问题，反映出跨文化交

流中“平等——协商”对话机制的不健全以及“走出

去”的中国图书在本土化适应、图书内容的有效表达与

更新能力方面的不足。

1. 增强图书跨文化适应性，降低文化输出折扣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文化群体的文化接受和信

息交流已经突破地域疆界的物理空间局限，形成“快速发

展、不断密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网络系统”。[1](2)

全球化进程促使人类文化发展呈现出相似性、互动性和

一体性的趋势，而各原生文化的异质性也使得民族之间

文化交流的“他者之维”的价值取向日渐显现。2006—

2015年，中国图书海外传播覆盖面虽然不断扩大，但主

要影响力依然集中在少数国家和地区，主题类型也有待

更加均衡的发展。版权输出与商品书出口主题类型的不

平衡从根本上反映的是跨文化交流语境下中国文化“走

出去”的适应性问题。

图书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现象是指由于

“误读”造成的消极刻板印象的影响，使海外受众对中

国图书的内容理解与图书试图传递的文化形象和价值观

念存在着一定的偏差。乐黛云曾从文化的宏观角度对

“误读”做过如下界定：“所谓‘误读’，是按照自身

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

种文化。一般说来，人们只能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去认

识这个世界。他原有的‘视阈’决定了他的‘不见’和

‘洞见’，决定了他将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

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理解。”[4]提升中

国图书的海外传播力，缓解“误读”所造成的“文化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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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首先就需要增强“走出去”图书的跨文化适应性。

“跨文化适应”主要是指“两个文化体之间互动的

持续过程：它是指对立的两端通过言语和非言语的相互

交流而形成的一种平衡与共生的和谐状态”。[5]文化适

应的双向模型理论（约翰·贝利）认为，在跨文化适应

的过程中，接触的两种文化都会受到影响，接触的这两

种文化分别是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而作为非主流文

化群体，其跨文化适应过程一般采取四种文化适应策

略：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6]就中国图书“走出

去”过程看，可以把中国图书承载的中华文化看作是传

播地的非主流文化，而把当地的文化看作是主流文化。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的大背景下，出版从业者在进

行版权输出或是图书出口的过程中，放弃本族群文化传

统和身份或是排斥主流群体并排斥异文化的同化、分离

和边缘化策略都是不可取的，都不利于中国图书的海外

传播，不利于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中国图书的海外

传播要走整合策略，既重视保留本国的文化传统，又注

重吸收主流文化的精华，将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异文化进

行有效的融合，采取“柔性传播”的方式，以输入地易

于接受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2. 调整选题类型结构，动态传递时代主题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等系列中国图书海外传

播工程实施以来，在图书主题类型分布上始终未能突破

既有的模式结构，即儿童类图书占比较高，社科类、教

育类图书突破艰难，科技类图书缺陷明显。这种结构显

然不符合我国文化科技和图书产业发展的现状，也未能

切实体现海外读者对中国国际形象的认知需求。出版的

滞后性致使图书不能完全满足海外读者的需求，图书选

题集中性高、重复率高，跟风蹭热点的现象明显。中国

图书的海外传播，既要巩固既有的优势品种，也要积极

调整选题类型结构。出版机构需要通过调研切实了解海

外市场对中国图书需求的变化，配合西方出版业商业规

则的变化，创新图书的跨文化传播理念，使图书选题密

切结合中国社会的发展动态和时代主题的变化。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高，海外受众对利于展现

当代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图书需求日益提升。中国图书

“走出去”要突破既有模式，重视描绘当代中国社会发

展以及人民生活的图景。以科技图书为例，十年来自然

科学技术类图书出口量较低，其中的一个重大原因是图

书内容陈旧，更新速度未能体现中国最新的科技发展动

态。出版机构应当积极输出体现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以及

体现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图书，做到图书内容的及时更

新；同时还应持续关注国际科技经济文化发展动态，在图

书选题上与国际社会重点关注事项之间做好衔接。

3. 关注图书落地实效，建构长效传播机制

全球视野下，文化的国际传播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

国交流的常态。近年来，我国在政策制定层面多次提出

“发展现代传播体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

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等发展思路。我国自“中国图书

对外推广计划”实施以来，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依然存

在诸多问题，距离实现真正意义上中国出版国际传播的

目标还有很大距离。基于整体营销模式的理论思路，应

当将对于中国图书海外传播的系统工程的研究视角从

“走出去”的顶层设计环节延展至中国图书在海外市场

的落地生根环节，进而形成“走出去+走进去”的完整

体系。

不可忽视的是，困于海外受众反馈信息采集的难

度，中国图书海外传播的落地实效始终缺乏行之有效的

监测体系。目前学界集中利用OCLC（世界图书馆联网

系统）检索中国图书在海外图书馆的馆藏情况作为影响

力评测的标准，“到达率即影响力”的思路，为衡量

“走出去”图书的效果提供了一个可测量维度。然而，

“到达率”与“影响力”之间显然存在环节缺失，这

种单维度的数据采集难以提供较为全面的反馈信息，

进而影响到对文化传播工程的策略调整。这就需要兼

顾对新老媒体的数据整合，并加入“到达度——接受

度——关注度——评价度”多维度评测指标。以新媒体

渠道为例，可以延续OCLC系统考察中国图书在海外图

书馆的“到达度”，同时辅之以亚马逊海外书店的网上

中国图书在架数据，可以考察中国图书在海外图书市场

的“到达度”；在“接受度”维度上，根据OCLC联网

数据的借阅数量搜集、网络书店销售数量可以在相当程

度上了解中国图书与海外读者的接触度；在“关注度”

维度上，图书馆联机数据的检索频率以及亚马逊网上书

店的Best Seller排行榜，辅之以谷歌“Search Trends”的

热词搜索趋势，直观反映中国图书主题被关注的焦点；

在“评价度”维度上，分析亚马逊反馈数据中的正向评

价和负向评价，特别是对于评价星级的统计和评价高

频词的提取，能够直接获得购买者对某一本图书的口

碑评价，同时，不定期通过谷歌消费者调研工具Google 

Consumer Survey开展跨国线上问卷调查，完善消费者对

于中国图书整体文化印象和评价的市场调研。对落地实

效的关注和反馈，能够为我国图书海外传播的设计环节

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信息，进而直接影响到中国图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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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传播的长效可持续发展的体系建构。

总体而言，中国图书在国际文化交流空间中传递

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中国表达、中国修辞、中国语

意”，在宏观视角，需要全面考察中国图书海外传播的

生态语境、整体框架及其对中国文化形象建构的参与；

在中观视角上，应当聚焦中国图书海外传播的环节要

素，动态调整从选题策划到国际营销的全链条；在微观

视角上，应当带入实证调研，采集受众信息反馈数据以

考察中国图书海外传播的接受和影响，从而实现对中国

图书海外传播及影响的全面考察。

注释：

本文版权输出部分数据仅以输出出版物版权中“图书”数据

为研究对象，不包含录音制品、录像制品、电子出版物、软

件。

此处采用几何增长速度计算公式。

系统性风险在此处指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本身的风险，区别于

个体的风险，个体无法避免，β值代表了个体受整个市场风

险影响程度的大小，程度与β值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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