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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與傳媒

一　胳膊肘為何朝外拐？

我是1994年下半年進入出版界

的。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書業雖不

能說是黃金時期，但也還可以說是改

革開放以來一個不全的盛世。在業外

時常聽人談起書商、二渠道的故事，

印象最深的是，二渠道書商都很不規

矩。有些人坑害作者，拿到書稿後就

沒了蹤影，讓作者得不到稿費；有些

人坑害出版社，與編輯x應外合，將

好的選題流向二渠道，最終書商發了

大財，而出版社卻吃了大虧。

我進入出版社不久，諾貝爾文學

獎公布，那年的得主是日本作家大江

健三郎，他的五卷本作品集成為我進

入出版業後組織的第一個選題。大江

無疑是純文學作家，他的書在日本賣

得都不好，在中國市場銷售前景當然

也渺茫。而五本書從版權費、翻譯費

到印製需要好幾十萬元投資，出版社

無力承受這樣的風險，只好與書商合

作，保全不賠錢並少有所得。當時選

擇與二渠道合作是我不情願的，我的

疑問和困惑是：堂堂幾十號人馬、上

千萬元資產的出版社，為甚麼敵不過

個體書商一個人？

不出所料，《大江健三郎作品集》

的成功，成為1995年書業的神話之

一，很多媒體在討論純文學叢書幾個

月之內銷售達十幾萬套的秘密，發行

該書的小書商一夜之間成了業內被羡

慕的人士，我本人也從中嚐到出師得

勝的滋味。與此同時，我在出版社的

體制內運作了另一套七本的叢書，印

製完成後有書商來談判全盤收購的方

案。如果成交，意味5出版社將馬上

可以獲得30萬元利潤。而如果出版社

自己發行成功，除了利潤遠超過30萬

元以外，從理論上說還可以培育自己

的發行渠道，帶動其他圖書的銷售。

作為一個敬業的從業人員，我選擇了

後者。然而，這套叢書的命運卻讓人

沮喪。幾年過去了，它的結算清單仍

然是負數，數千冊書仍然躺在出版社

的庫房x蒙塵。有趣的是，事隔多

年，這套叢書又落到書商手中。去

年，書商用僅僅幾千元租下了全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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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型。新版的上市證明了選題的生命

力，也證明了它的生命力最終要靠二

渠道激活。

兩相對比，二渠道的優勢是不爭

的事實，這使我不得不正視民營出

版業的存在和發展。兩種方式兩種

結果，也使人領略到其中的奧妙。

1997年我組來了著名女律師開來撰寫

的《勝訴在美國》的稿子，我很看好這

部書的市場前景，但當封面做完交到

出版社發行部去估印數時，得到的回

答卻是1,000冊。這無異於宣判了這本

書的死刑。為了對作者負責，也為了

證實自己的判斷，我不得已將書稿給

了一個書商，出版社的所得僅僅是一

個書號費。該書出版後立刻成為媒體

熱點，來談電影電視劇改編權的應接

不暇。但我不知道這本書的確切發行

數量，是15萬還是20萬或者更多？這

是二渠道的規矩，版權頁上也許會一

直印5二萬或者三萬，他們用這種方

法逃避出版社的約束。在以後幾年的

編輯生涯中，我不得不常常選擇二渠

道作為合作夥伴，因此也常常被認為

胳膊肘朝外拐。這種尷尬的處境從某

種意義上來說，正是官方出版社的處

境，也是整個國營出版業的處境。

二　第一個黃金季節的
到來與凋敝　

8 0年代初中國讀者對圖書的渴

望，就像沙灘吸收水滴一樣。文革中

幾乎癱瘓的出版社，從編輯力量、選

題資源到資金儲備，都無法面對這樣

的市場需求。目前仍然在書業進取的

一個朋友，1983年他出版自籌資金自

辦發行的《青年禮儀手冊》，印數達到

40多萬冊。我的一個親戚與北京科

普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中小學生一課

一練」教材輔助書，發行碼洋達到數

百萬元（那時的圖書定價一個印張只有

一毛多，一本300頁的圖書定價不過

兩元）。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從1979年

個別書商問世到1983年，民營出版經

歷了自身的起動期。

值得注意的是，圖書出版在中國

是意識形態掌控的重要部門，連圖書

零售業也屬於特種行業，得到一個書

店的營業執照比得到一個餐館的營業

執照要難得多。所以，在沒有任何政

策允許甚至默許的情況下，「做書」奇

5般地形成個體經營的一個行業，而

且它的違規甚至違法性質一直延續到

今天，不能不說這是新中國成立以

來，意識形態向商業讓步的突破。儘

管其間步履蹣跚，真正明朗化又經歷

了近十年的時間。

先知先覺者迅速成為萬元戶的事

實，向後來者證明了這一行業巨大的

財富潛力，誘惑金錢訴求者迅速跟

進。在這x，我之所以稱之為金錢訴

求而不是商業訴求，是因其前者目標

非常單純而明確，後者則注重在成熟

的經濟模式中依靠產品優化、生產規

模、經營管理以期達到利潤最大化。

較之純粹的金錢訴求，後者在商業實

踐和聚斂及培養人才等方面，對社會

具有更加積極的貢獻。而這種真正意

義上的商業運作意識和商業操作，直

到90年代中期才凸現出來，並且成為

民營出版業的主流。在金錢訴求者覺

醒的同時，一批有文化思想訴求的有

識之士，看到了圖書出版體制外可利

用的操作空間，迅速將他們多年的知

識儲備和思想準備轉化為文化產品，

以實現其人文理念。因此，民營書業

圖書出版在中國是意

識形態掌控的重要部

門，連圖書零售業也

屬於特種行業，得到

一個書店的營業執照

比得到一個餐館的營

業執照要難得多。所

以，在沒有任何政策

允許甚至默許的情況

下，「做書」奇z般地

形成個體經營的一個

行業，而且它的違規

甚至違法性質一直延

續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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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4年迎來的第一個黃金季節x，

活躍在前台的是金錢訴求者，我們稱

他們為真正意義上的「書商」。而思想

文化的訴求者在書商們不自覺的掩護

下很自覺地悄然登台，這些人大多是

中國政治生活和學術領域中的精英人

物，在以後中國學術思想文化界都展

示出了各自的風采。

第一批書商文化素質相對偏低，

主要依靠剪刀加漿糊的拼湊。很快便

有人挖掘出了新的財富增長點。那時

我國還沒有參加伯爾尼世界版權公

約，可以肆無忌憚地使用全世界的圖

書資源。為了迎合公眾的閱讀趣味，

翻譯圖書選題類別中以性愛題材為主

的通俗小說大量湧現。比如：《玫瑰

夢》（華萊士）發行40萬冊；《沉淪》（勞

倫斯）發行30萬冊；《花花世界》（傑

姬．考林絲）發行40萬冊；《模特介紹

所》（哈羅德．羅賓斯）發行49萬冊；

《後街情》（鄭雨〔台灣〕）發行118萬冊。

根據對此類80種圖書在版權頁上標明

的印數統計，平均印數11.56萬冊，是

當年全國圖書平均印數9 . 4 4萬冊的

122%；每冊定價2.81元，是當年全國

平均每冊圖書定價0.99元的近三倍。

這80種圖書總印數達924萬冊，總碼

洋達2,600萬元，如果加上非法加印的

數字和黑市價格，實際碼洋不低於

兩億元，是全國出版社1984年向國家

上繳利稅總數的五倍。不支付版權

費、翻譯費極低、定價偏高、偷稅漏

稅低成本運作，使書商們大開眼界。

像後來被定為淫穢出版物而遭查禁的

《玫瑰夢》一書，書商可直接獲利上百

萬元。有人親眼看到，書商交易時來

不及數錢，用尺子量或者用秤稱。據

說某書商曾經將面額10元的80萬元，

打成四個鐵路包托運。某書商通過同

學在印刷廠工作的小舅子印了一卡車

書，一次性獲利七萬元，當即買了西

裝將舊衣服扔進垃圾箱，還和偶然遇

到的日本藝伎混了一個星期，花掉三

萬元，送給藝伎兩萬元，還能帶回家

兩萬元。在圖書是賣方市場的80年

代，掙錢真是得來全不費功夫。難怪

有人說，書業的利潤僅次於販毒業。

除了通俗小說以外，武俠小說和

實用生活類圖書也是那一時期出版物

的重要類別。還有一些書商看到了政

治擦邊球的含金量。1987-89年間，一

批政治上敏感的紀實類讀物開始走

俏，《紅牆內外》、《毛澤東與尼克松在

1972》、《元帥沉浮》等是那一時期的代

表性作品。這類紀實作品的作者大多

不是專業研究人員，但是高稿酬吸引

了一批寫手。按照文化部1984年頒發

的稿酬標準，每千字的最高稿酬是

20元，而書商支付給寫手的稿費可以

高達千字200元，重賞之下自然必有

勇夫。

1987年，在四川樂山那尊著名的

佛像下，抽5萬寶路香煙，喝5可口

可樂，穿5西裝的書商說：「今後我們

要推出一大批自己的作家。」金錢向文

學作出了承諾！此後，何止是文學，

金錢迅速地浸淫5學術界、新聞界、

教育界，使得文化與精神氣候發生了

巨大的改變，新的遊戲規則導致新的

行為規範，總能為失衡的規範尋找到

支點。

精英人物介入民營出版業當以

「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為標誌。這個

由24人組成的編委會成立於1983年，

它既不是純民間社團也不是商業組

織，掛靠在中國科學院青少年研究

所，叢書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走

向未來》叢書的出版，成為80年代中

民營書業在1984年迎

來的第一個黃金季節

�，活躍在前台的是

金錢訴求者，他們

是真正意義上的「書

商」。有人親眼看到，

書商交易時來不及數

錢，用尺子量或者用

秤稱。據說某書商曾

經將面額10元的80萬

元，打成四個鐵路包

托運。在圖書是賣方

市場的80年代，掙錢

真是得來全不費功夫。

難怪有人說，書業的

利潤僅次於販毒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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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國思想啟蒙運動的重要事件。人

們大多在思想文化的層面上對其進行

評價，卻少有人從出版的角度對其進

行關注。事實上，這種由社外人員策

劃選題、審稿、編輯並組織推廣活動

已具有典型的非官方出版色彩。在《走

向未來》叢書之後，由三聯書店出版社

出版的《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叢書，由

華夏出版社出版的《21世紀》叢書，由

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社會與人》叢

書相繼問世。

1989年前可稱作民營書業的第一

個階段。然後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爆

發，凋敝了1989年的春天，也凋敝了

民營出版的第一個黃金季節。

三　時勢造英雄

民營書業與整個中國一起，經歷

了大約兩三年的沉寂後，開始了又一

次崛起。

首先是隊伍的擴大，經過身心洗

禮的知識份子試圖以腳踏實地的文化

建設投身社會生活，在新的社會格局

中尋找自己的角色定位。1993年，北

京的情侶搭檔法學碩士劉蘇里和剛從

北京大學畢業的甘琦，開辦了第一家

專營學術性圖書的萬聖書園，成為學

人進入圖書行業的標誌性事件。書店

設在北京大學東門外的一個巷子x，

店面雖然簡陋，但書的成色卻貨真價

實，不但聚書香而且斂人氣。我曾經

不止一次捨近求遠地跑近二十公里路

去那x購書。我選的書不深也不偏，

卻寧願重重的大老遠提回家而沒有一

點氣餒。「去萬聖」成了一件事，也成

了一種趣。萬聖輝煌的頂點是90年代

中期，北大哲學系教授王煒開辦的風

入松書店在北大南門，1997年進入高

峰時期，與萬聖書店一南一北相映成

輝。稍後是以組織讀者俱樂部和連鎖

店為特色的席殊書屋，起步較晚但規

模卻最大的國林風書店，都曾經成為

各種媒體炒作熱點。1989年前就出了

名的三味書屋，其時也重整旗鼓。接

5全國各大城市迅速出現了一批專業

性的民營書店，上海有季風，廣州有

博爾赫斯，成都有卡夫卡，貴州有西

緒弗斯，這些書店都以標榜品位為

先，一時間在各種傳媒上成為準時尚

話題。與此同時，長沙的黃泥街、北

京的金台路等各大中型城市的大型圖

書批發市場也不斷發展和成熟。毫無

疑問，零售業登場，為民營書業在

90年代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前提和基

礎。

民營零售業對傳統零售業霸主新

華書店的衝擊，民營出版業對官方出

版業壟斷地位的挑戰，兩股力量的合

流，使民營書業與官方書業形成了平

分秋色的格局。

書商隊伍經過泥沙俱下的一輪輪

淘汰，整體素質大為改觀，博士、碩

士、記者、作家、詩人，以及從出版

社下海的編輯，紛紛進入民營書業。

其中雖然不乏金錢訴求，不乏人文理

念訴求，但都毫不例外地共同具有了

商業訴求。

1995年至1997年是民營出版的全

盛時期，市場高潮迭起，神話接連不

斷。《黑鏡頭》（中國文史出版社）系列

的成功出人意料，誇張地說，上千萬

元盈利一夜之間流進了書商的口袋。

《老照片》（山東畫報出版社）、《老南

京》、《老上海》（江蘇美術出版社）等一

批圖文書的出版，讓人在感慨書不再

是書的同時，又驚歎書原來也可以是

1993年，第一家專營

學術性圖書的萬聖書

園開辦，成為學人進

入圖書行業的標誌性

事件。接è，北大哲

學系教授王煒開辦的

風入松書店在北大南

門，1997年進入高峰

時期。全國各大城市

也迅速出現了一批專

業性的民營書店，上

海有季風，廣州有博

爾赫斯，成都有卡夫

卡，貴州有西緒弗

斯，這些書店都以標

榜品位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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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一個選題的創意，不經意地

宣告了中國閱讀史上讀圖時代的開

始。

《絕對隱私》在壓抑與無聊的國人

中掀起了一股強大的旋風，誘導了男

男女女的傾訴欲望，「跟風」的書幾個

月內出版了十幾種。殊不知必然的話

題在偶然間形成熱點，是由報紙上一

個小欄目演變而成，不僅讓讀者付出

了金錢，也讓讀者流出了眼淚，此案

詮釋了作為消費的大眾文化可操作性

的特徵。《中國可以說不》一書引起的

風波，更好地說明了大眾文化商業性

的本質。幾個從青年時代起靠對中國

「說不」、對美國「說是」起家的詩人，

像惡作劇一樣扔下一顆炸彈，居然

也「引無數英雄盡折腰」，而肇事者私

下竊喜，早點清了鈔票，買房子、

購汽車、開餐館去了。「二王」之爭，

「二余」之戰，好一番熱鬧了得的景

觀，全拿捏在書商的手中。從簡單的

剪刀加漿糊到選題的精心策劃，書商

已經向商業運作邁進了一大步。

當然不全是熱鬧，一批有學養、

知識背景多元的學人成為民營出版業

不得不提的角色，石濤、閻平、野

夫、賀雄飛等一批有追求的書商，比

傳統知識份子更注重常識和趣味對現

實中國的意義。以《格調》為代表的另

類叢書；以《野獸之美》為代表的生態

環境類圖書；以《學習的革命》為代表

的自助類圖書；以秦暉、錢理群、徐

友漁、朱學勤等學者的隨筆為代表

的準學術類圖書——以上種種為我們

90年代的書架平添5淺的深刻和雅的

通俗。

風起於青萍之末。從《走向未來》

叢書起步、曾擔任《東方》雜誌副主編

的梁曉燕和擁有半個萬聖書園股份的

甘琦，1998年組建了萬聖東方工作

室。其間我目睹和親歷了這個工作室

在短短一年多內在出版界引起的波

瀾。

90年代中期，是改革開放20多年

來中國社會發展最迅速的時期，這一

時期，圖書作為精神文化產品，與轉

型期社會的價值衝突和文化選擇構成

前所未有的互動關係。繁榮出於此，

以後衰敗也出於此。這一時期文化思

想界最有感召力的話題當屬人文精神

的討論，隨5這場沒有終結的討論的

淡出，開始了世紀末的沉淪。圖書業

最具讀者緣的刊物《讀書》雜誌更換主

帥，並開始了讓很多人感到遺憾的轉

型；民營書業的旗幟萬聖書園，在進

行從零售到批發、從出版到發行的資

源整合過程中，也從興旺的高峰開始

下滑。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看起來

就要起飛的民營書業，在與官方書業

天生既勾結又排斥的糾纏中亦步亦趨

地緩慢前行。

四　曖昧的民營出版業

經過近20年的起伏，民營出版業

最值得驕傲的是聚集和鍛煉了一批人

才，一些真正熱愛出版，立志從事出

版事業的人已經把腳步紮得更深。他

們清醒地認識到，散兵遊勇、打一槍

換一個地方的作戰方法，將無力與隨

時到來的頹勢抗衡。圖書工作室和文

化公司名義下的圖書公司應運而生。

「工作室」不是實體，只是一個概

念。有的工作室既不是自然人，也不

是法人，沒有營業執照，只是幾個人

合夥一起做書，請一兩個人幫忙記流

水帳、發貨、發定單。這種工作室的

《中國可以說不》引起

的風波，說明了大眾

文化商業性本質。幾

個從青年時代起靠對

中國「說不」、對美國

「說是」起家的詩人，

像惡作劇一樣扔下一

顆炸彈，居然也「引無

數英雄盡折腰」，而

肇事者私下竊喜，早

點清了鈔票，買房

子、購汽車、開餐館

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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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一般都是由合夥人分攤，盈利也

是合夥人分帳。這種形式的工作室一

般比較鬆散，因為是小本經營，出版

量也不會大，一年十幾本書可以維持

運轉。據我所知，這種性質的合作不

會長久，常常因為經營不好而中途散

夥，如果經營好了，需要擴大規模，

其性質也會隨之改變。

更多的工作室都以公司的名義做

過工商登記，在營業執照上，經營範

圍只有圖書批銷而沒有圖書出版業

務。這類公司大多會有一家或者多家

先期投資，實行股份制經營，經營者

除了獲取高薪以外，還可以得到比例

較多的股份或者利潤提成。由於這類

公司一般都與一家或多家出版社有穩

定的合作關係，有人將其稱作1.5渠

道。北京科文劍橋圖書有限公司、

北京華章圖書有限公司、北京正源圖

書公司、北京成誠圖書有限公司是其

中幾家比較典型也比較成功的圖書

公司。科文以出版教學輔導書、少

兒書、科普書起家，每年平均出書

300種以上，規模相當於一家大型出

版社，由於實力雄厚，在網絡熱潮中

吸引了外來投資，開辦了當當網上書

店，號稱是中國第一家盈利的網站。

華章是專業出版計算機圖書的公司，

因為老闆是美籍華人，其優勢在於能

夠在第一時間，甚至是同步得到美國

最新版本的版權，經營碼洋達兩億

元。正源出版的第一本書是王小波評

論集《不再沉默》，出版的最敏感的書

是劉軍寧主編的《北大的自由主義傳

統》，出版的最暢銷的書是《格調》，出

版的最漂亮的書是《象徵之旅》，目前

他們攏絡5國內一批年輕的小說隨筆

作者。從列舉的這些書可以看出，正

源的方向不是專業性圖書公司，而是

試圖建成綜合性出版公司。成誠是這

幾家中進入書業較早的一家，其母公

司武漢誠成投資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

包裝品印刷為主業，是唯一一家投資

書業的上市企業。早在1993年他們便

斥資一億元出版售價六萬元一套的《傳

世藏書》。1999年，又斥資200萬啟動

每套售價6,000元的西方經典100種。

且不說這兩個大項目是否為中國文化

或中國出版做出了甚麼貢獻，在國家

對出版社全面脫½的今天，能夠如此

投入人力物力財力，敢於冒如此風險

的出版社實屬難找了。

與個體書商相比，這類公司的運

營成本相對要大。第一，他們必須交

納各種稅收，而個體書商由於得不到

合法承認，便可以合法地不納稅；第

二，他們聘請固定的高級人才，在這

種公司就職的編輯、職員薪酬一般都

相當於中級白領甚至高級白領，有的

年薪可以達到十萬元以上。而個體書

商是按質論價地一次性付酬；第三，

公司到了一定規模，管理費用增加，

辦公室、庫房、車輛一應俱全，消耗

性支出巨大。而個體書商只靠一部手

機，最多加一部傳真機，生意就可以

做到全國。

與出版社相比，這些公司又有5

無限的優勢。第一，他們沒有體制遺

留下的過剩人員，聘用的每一個人可

以都是精兵強將。而相當一部分出版

社可能有1/3退休人員，還有1/4可以

明正言順拿錢不幹活。第二，公司化

管理和行政化管理的最大不同在於決

策的機制，他們可以最簡單快捷的方

式確定項目和策略；第三，他們不受

新聞出版機構上級單位的制約，可以

隨時根據國家政策或市場情況調整經

營方向。比如，小說好賣可以做小

說，教輔掙錢可以做教輔，而出版社

卻不能超範圍。

90年代民營出版業聚

集和鍛煉了一批人

才，圖書工作室和文

化公司名義下的圖書

公司應運而生。這類

公司一般都與一家或

多家出版社有穩定的

合作關係，有人將其

稱作1.5渠道。科文、

華章、正源、成誠是

其中幾家也比較成功

的圖書公司。科文每

年平均出書300種以

上，規模相當於一家

大型出版社，並開辦

了號稱是中國第一家

盈利的網站當當網上

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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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體書商與公司之間，還存在

5一種目前尚沒有被足夠重視的存在

形式，所以我想特別談談「梁晶工作

室」。這個工作室成立於1995年，梁

晶原是人民大學出版社編輯，從出版

社分離出來註冊了自己的公司，不要

出版社的開辦費，但與出版社進行項

目合作。她與上述公司最大的不同有

兩點：第一，梁晶工作室堅持專做經

濟類圖書，特別是國外經濟學教科

書，這使她在這一行當越做越精，能

夠最大限度地佔有甚至壟斷該領域的

資源。有5教授頭銜的梁晶，身邊聚

集5中國最有名氣也最有實力的經濟

學家，有人說像是一個經濟學俱樂

部；第二，她只做選題、編輯、宣傳

這一段，這樣一方面避免了她所不熟

悉也不熱愛的發行，一方面可以集中

精力，把書做得更精彩。她的書翻譯

質量被權威人士打98分、95分。她把

《經濟學原理》（三聯書店出版，定價

98元）一書的作者、美國經濟學家曼

昆（Gregory N. Mankiw）請到中國的各

個高校講座，使原本連一萬冊都不敢

印的書，在開機之前訂數就達到了六

萬冊，現在已經銷售了十萬多冊。從

某種意義上來說梁晶工作室可以被認

為是出版社的副牌，由於其選題和功

能的專業性，給出版社帶來聲望也帶

來實惠，與出版社的關係不像上述公

司那樣緊張。由於梁晶本人是從人大

出版社分離出來的，其公司又隸屬於

出版社，它的存在似乎與其他獨立的

公司相比也「顯得」更合法。清華大學

出版社等也有不止一個這樣的專業性

圖書公司。它模糊5民營與官方的界

限，在出版體制不能真正改變的現實

中國，也許正是雙方生存和發展的權

宜之策。

較之在零售市場流通的普通讀

物，行業和系統內的非官方出版規模

更大，其成熟的標誌是既堂而皇之又

秘而不宣。各類專業考試、成人教育

以及普通教育的教材與教輔，還有黨

團組織政治學習讀物等，其實大多都

在出版體制以外運作。這類書的出版

可以追溯到80年代中期，陳子明、王

軍濤1989年以前就是靠出版「函授」（即

郵購）教材所得的資金辦起了北京青年

政治研究所。有的是純粹民營，比如

專做大學教輔和研究生考試教材教輔

的「雙博士」品牌圖書，從1992年創建

以來越做越大，出版碼洋已經達到每

年兩億元，幾乎威脅到赫赫有名的外

語研究出版社。有的是官官相護，涉

及到教學教研機構和各級政府機構。

這類圖書不管是官方還是民營，其數

量都大得驚人。

專事盜版或假冒、偽造圖書的營

利集團，是真正的地下工作室。北京

街頭常常可遇叫賣「特價新書」的攤

販，內容基本為市場證明後的暢銷

書、長銷書、名作者文集、停售書

等，如二月河的皇帝系列，賈平凹（包

括《廢都》等）、王朔、李敖文集等，實

際售價在原版書的1/6以下。這是在任

何體制下都有可能出現的真正的非法

出版，不屬於民營出版，當然也不值

得討論。

以上種種，沒有哪一種形式是真

正名正言順、堂堂皇皇的，但它們又

切切實實地存在5，各有各的高招，

也各有各的困境。

五　未來誰主沉浮？

民營出版之所以能出現以至發

展，當然有諸多外部因素，但出版界

內部的問題和由此而出現的相應政

「梁晶工作室」成立於

1995年，梁晶原是人

民大學出版社的編

輯，從出版社分離出

來註冊了自己的公

司，不要出版社的開

辦費，但與出版社進

行項目合作。這個工

作室模糊è民營與官

方的界限，在出版體

制不能真正改變的現

實中國，也許正是雙

方生存和發展的權宜

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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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無疑是民營出版演化至今的重要

條件。

1984年，湖北、遼寧兩省的一些

科研單位首先與出版社合作，自籌資

金出版科研類圖書，這種方式被稱作

「委託出版」，實際上就是後來的協作

出版。

同年6月，原文化部出版局在哈

爾濱召開了全國地方出版工作會議，

會上對於兩省的協作出版沒有異議，

並且給予了肯定。1985年1月1日，文

化部（當時出版系統歸口文化部主管）

下發《關於在協作出版中應該注意的問

題的通知》，文件中充分肯定了協作出

版這一形式，認為不失為對出版社有

益的補充，同時規定不准以此賣書

號、賣牌子。但是該文件沒有對協作

出版的對象和內容做明文具體的規

定。同年5月2日，文化部補充規定：協

作對象必須是國家教育科研、企事業

單位、黨政機關人民團體；內容必須

是學術、科研和科普。1988年5月，

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署聯合簽發《關於當

前出版改革的意見》，明確提出可以

通過協作出版，利用社會力量，擴大

資金來源，多出好書，快出好書。正

是這一系列政策催生了民營出版的第

一個高潮。某市協作出版的比例高達

55.9%，某省1988年協作出版比例為

20%，其中最高的出版社達64%，某

新成立的出版社全年出版新書37種，

其中26種是協作出版。

承包制是使民營出版愈演愈烈的

又一內部因素。1984年安徽科技出版

社率先對省出版總社實行承包責任

制，到1988年，有17個省市實行了出

版局向省財政、出版社向出版局、編

輯室向出版社，由上而下的層層承

包。大部分省、區、市財政向承包方

讓了稅，在三至五年的承包期限內，

承包基數既低於1985-87年三年的平均

數，又低於1987年實際的完成數，讓

利比例從14-51%不等。大部分單位承

包到最後一年時，利稅總數都低於

1984年，湖北、遼寧

兩省的一些科研單位

首先與出版社合作，

自籌資金出版科研類

圖書，這種方式被稱

作「委託出版」，實際

上就是後來的協作出

版。沒有人會想到，

原本是解決出版社困

境的權宜之計，卻無

意中催生了中國的民

營出版業，如今以此

為生以此為業的人，

以此脫貧以此致富的

人何止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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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的實際完成數。層層承包的結

果是各室為戰，各人為戰，承包單位

為了完成承包任務，不得不向社外尋

求資源，這個過程實際上削弱了出版

社自身的成長機制，使得出版社在稍

後市場經濟迅猛發展的時候失去了應

對的實力。

沒有人會想到，協作出版與承包

制，作為兩項經濟政策，原本是解決

出版社困境的權宜之計，卻無意中催

生了中國的民營出版業，如今以此為

生以此為業的人，以此脫貧以此致富

的人，何止千萬。

公司與出版社的關係有點像是一

對恩怨夫妻，離不開又打不散。民營

出版已經滲透到出版社工作的每一環

節，可以在任何方面隨時取代出版社

的存在，唯獨書號是他們致命的難

題。要想做得大，必須與社領導、編

輯搞好關係，遇到出版社領導層換

人，多年積累起來的合作關係很可能

毀於一旦，搞得他們一下子措手不

及。這種脆弱的關係促使他們常常選

擇實力強、年紀輕的合作夥伴。在這

個過程中出版社對民營出版的依賴性

越來越大。據統計，1999年全國近

600家出版社，銷售碼洋上億元的只

有43家，1,000萬至3,000萬的有140家

（平均1,500萬），1,000萬以下的有

290家。把這些數字加起來，全國出

版社的發行總碼洋不到100億。另據

新聞出版署的統計數字，1999年全國

圖書銷售總金額436億。那麼，實際

銷售的436億與出版社發行的100億之

間的巨大差額從何而來？300多億碼

洋的圖書從哪兒冒出來的？要把確切

的數字調查清楚對我輩來說是困難

的，但這可以大致地說明民營書業在

中國出版業已經不止是半壁江山。可

以設想，如果現在把民營書業一刀切

地取消，強行把市場份額讓給官方出

版社，由於人力資源的缺失，資金的

匱乏，很多出版社沒有幾年時間要重

整旗鼓的可能性幾乎沒有。

一些人寄希望於，民營出版已經

既成事實，國家會出台相應的政策，

使得那些公開的工作室、公司能夠真

正的合法化。2001年初，新上任的新

聞出版署長做了一個公開講話，書業

的權威報紙《新聞出版報》、《圖書商

報》都做了報導，報導中除了談到境外

資金可以進入圖書發行和製作環節，

還讓人興奮地談到將允許社會法人資

金與出版社進行項目合作。人們奔走

相告，以為買賣書號將成為歷史，民

營出版與官方出版將在真正的意義上

走上以商業為導向的合作。然而時隔

幾個月，相關的文件不但沒有發布，

在以後召開的會議上，卻又一次重申

了不准買賣書號的規定。書號買賣雖

然已經具有準市場特徵：半公開、有

行價，但時至今日，在正式的文件

中，項目合作仍然明文規定只允許國

營資金的合法進入，如果哪家出版社

的圖書內容上出了問題，懲罰起來罪

名仍然常常是買賣書號。

更多的人寄希望於，中國加入世

界貿易組織以後，中國出版業能夠與

國際接軌。在這方面中國的許多產業

的確已經走在了前頭。出版界現在唯

一可做的是版權引進，但由於從業人

員的素質有待提高，版權引進的工作

明顯缺乏長遠和整體規劃。中國書業

的繁榮是相對的，12億人口的國家，

最暢銷的圖書不過幾十萬冊，而法國

只有幾千萬人口，暢銷書卻可以超過

百萬冊。除了國民素質低的因素以

外，不能不承認是中國出版業自身的

書號買賣雖然已經具

有準市場特徵：半公

開、有行價，但時至

今日，在正式的文件

中，項目合作仍然明

文規定只允許國營資

金的合法進入，如果

哪家出版社的圖書內

容上出了問題，懲罰

起來罪名仍然常常是

買賣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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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弱。目前，官方的發行中盤幾近崩

潰，而民營書業又有哪一家有實力進

行全盤的整合？國際資本早在十幾年

前就開始探頭探腦，可是前腳還沒有

邁進來就被攔在了出版界的大門口，

德國貝塔斯曼公司進軍中國已經多

年，仍然只能在上海而不准在北京建

立讀者俱樂部。聽起來其會員多多，

但每發展一個會員需要35元成本，而

入會時間不能長久、購書量不大的事

實，使人不難推斷離盈利目標尚有多

麼遙遠。

回顧以往，是官方出版的疲弱促

成了民營出版的發展，還是民營出版

的壯大致使官方出版的萎縮？顯然這

是一個難以籠而統之回答的問題。展

望未來，民營出版將迫使官方出版變

革，還是官方出版的變革將扼殺民營

出版的存活？

顯然，這又是一個難以一言以蔽

之回答的問題。但是，顯而易見的

是，靠權力尋租維持生存的出版社，

自身隊伍素質勢必低下。更重要的

是，如果國家不能調整出版業在整個

國民經濟預算支出中所佔的比例；如

果國家不能從稅收、利潤入手明確出

版業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性質；

如果國家不能把稅收、價格、信貸等

政策作為槓桿將宏觀經濟調控手段引

入出版業，要使官方出版業起飛幾乎

是不可能的。同樣顯而易見的是，民

營出版如果繼續在體制的鉗制之下，

必定急功近利，缺少中長期規劃，缺

少對市場基礎建設等做遠景投入，其

綜合實力也難以增長。

兩種力量不能成為合力卻相互抑

制的現狀證明，一榮不能俱榮、一損

卻一定俱損。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官

方出版業能夠垂死掙扎，民營出版業

民營出版存在嗎？沒

有一本書的版權頁上

不印有官方出版社的

名字，絕對看不到民

營出版的痕z；民營

出版不存在嗎？有那

麼多書商和公司在，

有那麼大銷售碼洋與

發行碼洋的差額在，

名義上不存在的事情

事實上不可更改地存

在è。未來誰主沉

浮？只有中國書業自

身的歷史能夠作出回

答。

也一定能夠苟且偷生。在這個前提

下，還可以肯定的是，維持下來的民

營出版業，因為沒有經歷過現代商業

整合，一定會出現嚴重分化。

未來誰主沉浮？只有中國書業自

身的歷史能夠作出回答。

中國當代的民營出版是一個巨大

的研究課題，而我的這篇文字卻不能

說是研究文字，更沒有學術規範。比

如，本文通篇談論的「民營出版」，可

對這個概念卻難有一個明確界定。民

營出版不是產權分明的私營企業，也

不是以往被國家壟斷如今向民營開放

的行業（比如金融業），事實上，它從

來沒有明確的產權關係，也從來沒有

被法律或政策承認過。充其量它只是

官方以許可證——書號的方式向民營

資本的尋租，是官方人為地以書號為

成本強行參與分配的方式。民營出版

存在嗎？你到任何一家書店看過成千

上萬種圖書，沒有一本書的版權頁上

不印有官方出版社的名字，絕對看不

到民營出版的痕5；也沒有一個出版

社肯承認有買賣書號的行為。民營出

版不存在嗎？有那麼多書商和公司

在，有那麼大銷售碼洋與發行碼洋的

差額在，名義上不存在的事情事實上

不可更改地存在5。所以，如果這個

課題還有價值的話，它幾乎只需要擺

事實，不需要講道理。所以，我盡量

擺我親歷的和眼見的事實，擺我能夠

搞懂並且理解的事實，並希望這些事

實對未來真正從事研究的人能夠有所

幫助。

徐　曉　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副總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