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领教育出版!坚守文化情怀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郑周明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纪念建社
!"

周年

前不久!华东师大举行了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建社

!"

周年纪念
大会!众多来自出版界"文学界"学
术界的嘉宾学者回顾了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华东师大

社#$

!"

年的光辉历程# 如今!华东
师大社围绕$大教育%出版理念!带
着$引领中国教育出版!建设国内
一流& 国际知名的大学出版社%的
目标! 坚守出版理想和文化情怀!

成为出版界引人瞩目的出版力量#

华东师大社如今的成绩可以
说是它

!"

年来一以贯之的深耕
市场而得来#

#$%&

年!作为当时
全国仅有的两家大学出版社之
一!华东师大社仅以十多人的小
团队在两年里出版了

'(

种图书
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物理教
学(等

!

种学术教学期刊#

)$'"

年!又是华东师大社率先在众多

高校出版社中复社运作 ! 到
$"

年代初推行编辑策划制度!培育
敏锐的市场意识!推动了出版社
逐渐成为高校出版强社 # 据了
解 !

!"

年来 !华东师大社共出版
图书

*

万余种!目前年出版新书
)+,"

余种 !

(")!

年出版社实现
回款码洋

)"

亿元# 同时!'一课
一练 ('大学语文 ('英语听力入
门(等知名图书品牌也已深入人
心!为出版社推广同类品牌建立
坚实的市场信心#

每年参加各地书展! 都是华
东师大社一次次的全新亮相# 今
年上海书展上该出版社推出的重
点新作!便展示了$大教育%出版规
划下!向人文领域的深入开拓# 华
东师大社十分重视出版反映我国
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重要学术研
究成果的选题!书展上以'中国近
代地理()

$

卷本*"'中国文字发展
史("$与中国院士对话% 丛书等新
书为代表! 既填补了学术研究空
白!又着眼于少儿科普教育!培养
下一代的科学精神+ 而'保罗,策兰
诗全集('梁宗岱译集('周克希译

文集("$华语短经典系列% 等文学
类新作展现出华东师大社向文学
领域精品话题开拓的努力!这也突
显了$大教育%出版理念的内在逻
辑+ 华东师大社社长王焰介绍说!

目前华东师大社在国内教育学"心
理学出版领域排名第一!特别是教
育理论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和底气!

在此基础上!出版社有了更多开拓
的勇气和自信!$通过精品出版宣
传华东师大社的品牌!以及社品牌
下的子品牌!才能让出版社的路越
走越宽!越走越好+ %华东师大社下
属的众多产品线! 看起来分散!实
则有序+ 通过子品牌来整合产品!

不仅可以提高产品的辨识度!还能
通过优秀产品来培养品牌+

基于教育出版的品牌竞争
力!向上是人文领域!向下则兼顾
了童书阅读+

(")&

上海国际童书
展上! 华东师大社致力于在童书
出版中开拓经典!传承文化!'新说
山海经,英雄卷(再现了古籍经典
'山海经(中记载的十位神话英雄!

书写远古英雄的传奇事迹! 传递
慷慨激昂的民族精魂-'熊熊乐园

环游世界(系列!是一套汇聚了知
名

-.

"精美图片"丰富知识的大型
人文探索类科学漫画书! 让孩子
们在轻松有趣的阅读中!和他们最
喜欢的小伙伴一起饱览各国文明+

为了探索何为$好的教育模式%!以
及如何让孩子们在心智成长方面
得到更好的保护和滋养+ 华东师
大社还建立了全新的教育图书品
牌 $

/01234 567

%! 专注于教育创
新+如新书'游戏改变教育(尝试着
去观察数字游戏作为一种新体验
和新机制!是如何被引入教育改革
的领域!有哪些成功的案例-$瑟谷
学校传奇系列%则试图去揭示这所
创建于

)$!'

年!已然成为美国教
育系统中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的
全新教育模式背后的秘密+

对出版理念和文化情怀的坚
守! 让华东师大社陆续收获了更
多成绩! 在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
奖评选中! 华东师大社荣获先进
出版单位奖 !'中国文字发展史
)五卷*( 荣获图书奖+

(")%

年!

'华东师大版一课一练,数学(版
权输出到全球第二大教育出版集

团哈珀,柯林斯!在社会上引起了
巨大反响! 也在国际上打响了华
东师大社的招牌+ 在$走出去%方
面! 华东师大社输出引进比一度
达到

)!)8!%

! 王焰表示.$我们就
是尽力将书做好做精! 用优质的
内容来赢得国际出版同行的认
可!让版权走出国门!走进外国读
者的书架+我们不仅要输出文化!

更要赢得经济效益+ %

即使面对出版业一直在追赶
畅销书浪潮的大环境下! 华东师大
社依然坚信自己的出版理念和规划
有着更长远的意义和价值! 对于出
版精品好书! 出版社一直不遗余力
全情投入! 而数字阅读& 市场型图
书!则是谨慎试水!用以吸引新的读
者群关注出版社+ 正如出版社官网
标语所言!$给您一个智慧的人生%+

!,

年来!华东师大社一步步在教育
出版深耕细作!形成$大教育%出版
规划!覆盖全年龄段的读者!为他们
带来受益一生的优质阅读+ 未来的
华东师大社! 仍将继续坚守信念与
情怀!传承经典!创新文化!把更多
好书带给国内外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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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华东师大社能成为国内高

校出版社强社 !与多年来实行 "大教

育#出版战略密不可分 !从教育领域

图书到面向市场的畅销书!从成人阅

读到儿童阅读!都在呼应"大教育$这

个理念%

王焰!$大教育%是我们经营战略
的选择!也是我们教育理想的体现+

华东师大出版社是一家综合性
的出版社! 因为历史沿革的原因!产
品线比较长+ 教育出版&专业出版和
大众出版都有涉及!并且都各有一些
品牌建立起来了+ 在不同领域的建树
需要有一个灵魂贯穿!一个理念来整
合自己的优势资源 ! 突显自己的特
色!这个灵魂&理念&特色就是 $大教
育%+ 这也是经营战略的一种选择+

我们所说的$大教育%!不仅包括
狭义的教材教辅! 也包括教育理论!

还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这里有方法
的习得&思维的训练&趣味的养成&文
化的积淀&创新能力的培养等等+ 因
此在夯实狭义的教育出版的基础上!

我们在人文社科领域和文学板块都
有周密的规划和大量的投入+ 这样一
个理念!把我社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
体!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形成了一个
从

,

到
$$

岁的大教育产品矩阵+

记者!在"大教育 $框架里 !我们

的确感受到华东师大社近年推出了

许多面向成年人阅读的经典译作&华

语经典以及人文社科作品!这部分作

品筛选出版的考量是什么'

王焰!在华东师大出版社!我们一
直说!要做有理想&有情怀的出版人!

做出版!要不忘初心+ 我们也一直说!

我们不做畅销书!我们要做长销书!因
此!出版精品是我们永远不变的坚持+

借用我们出版的 $独角兽文库%

系列里的一句标语$经典照亮前程%+

出版精品!最典型的一方面是出版经
典!经典是经过时间沉淀留下来的精

品!文学作品的文学性 !学术作品的
学术性!以及它们所表达的思想与价
值都经过了时间的考验+ 但我们也并
非什么经典都出! 对于出版经典!我
们可能有这些方面的考量+

拿当代文学作品来说! 我们希望
能够出版经得住时间考验! 在未来成
为经典的作品+ 这就需要编辑具有独
到&专业和长远的眼光+ 在学术方面!

除了传世经典与知名学者的著作的引
进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六点分社近年
来出版的$轻与重%系列!$轻与重%系
列文丛是一套以哲学&文学&艺术为主
的当代译丛!这些作品内容在深度&力
度& 可读性及学术性上都能够达到一
定的$重量%!然而在体量与开本上又
是$小而轻%的!这样的形式在市场上
也是较为稀缺的! 因此出版之后业内
评价以及市场反馈一直非常好+

记者 !您曾说 !品牌是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 卖产品还是卖品牌!大有

不同% 华东师大社出了许多口碑很好

的丛书!但最出名的品牌仍是 "一课

一练$! 如何打造等量齐观的多个品

牌方面!或许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王焰! 出版是一个特殊的行业!

特殊就在于它是内容产业!出版物品
种又特别多+ 同一家出版社的图书!

品质可能有很大的差距!内容也迥然
有异 + 因此出版社的品牌形象很重
要 ! 但是有出版社品牌的背书并不
够+ 在细分领域的子品牌可能起的作
用更大+ 在$一课一练%的品牌建设上
我们尝到了甜头!因此比较自觉地在
其他领域也很重视品牌打造+ 比如提
起$六点%!大家就会想到优秀的学术
著作- 在教师教育方面!$大夏书系%

品牌十余年来出版了
!,,

余种教师
教育用书!成为读者美誉度高 &市场
反馈好的经典图书品牌+

未来我们仍将以品牌统领产品
线!条件成熟时可以围绕品牌推进融
合出版+

记者!(华东师大版一课一练)数学*

版权输出到全球第二大教育出版集团哈

珀)柯林斯是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对于

中国学生在国际数学赛事上的优异表

现! 西方对中国的教育是抱有好奇和期

待的!在输出展示中国教育特色或成果

方面!我们的出版社可以做些什么'

王焰 !

(,,$

年和
(,#(

年上海中
学生连续两次在

.-9:

的数学能力测
试中折桂!不仅促使英国教育界赴上
海$取经%!也使我们认识到 !我国的
基础教育的数学成绩向来受到国际
的认可+ 国外学习借鉴我们的教育教
学可能需要时日!而参考借鉴训练体
系却要简单快捷得多+

这个项目的成功输出和英国版
不俗的销售业绩!进一步激发了我们
的热情和思考!去开拓其他基础教育
学科训练领域的版权输出与合作+ 另
外!近年来!我们的教育理论&学科教
育方面的学术和实操著作目前也开
始为国外教育和出版领域的专家关
注!我们也正在积极促成这类教育成
果输出海外+

记者!如今数字化转型对任何一

个出版社都提出了挑战!华东师大社

对于+互联网
9

教育$带来的机遇和挑

战有哪些应对'

王焰!华东师大社很早就意识到
数字化浪潮将给传统出版业带来巨
大的挑战和机遇!并制定了战略和应
对策略+

首先作为$互联网
;

教育%出版的
参与者 ! 我们的优势一是我们的专
业!特别是依托于既有教育资源的底
蕴-第二!图书作为最好的用户入口!

从线下带动线上 ! 从而提升自身的
$互联网

;

%的水平+ 第三个优势就是
我们既有产品的渠道+

出于这种清醒并不断深入的认
识!出版社先后承担了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

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等重大产业化示范升级和科
技攻关项目共计

('

项!

(,)+

年获得
了全国首批 $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
位%称号-今年

&

月!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出版融合发展 )华东师大社*

重点实验室揭牌!力求推动传统出版
和新兴出版在内容& 渠道& 平台&经
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

记者!在 "大教育 $基础上 !未来

华东师大社远期发展目标是什么'

王焰 !就在前不久 !我社举行了
!,

周年建社纪念大会!大会的主题是
$转型,融合,发展%+ 站在

!,

周年的
全新起点上!华东师大社将会继续深
化内部改革!积极追求创新+ 今年!在
听取各方意见和获得校领导的支持
和肯定后!出版社将发展目标定位为
$引领中国教育出版&成为国内一流&

国际知名的大学出版社%+

可以说! 从内容上我们还是聚焦
$大教育%! 从出版形式和商业模式上!

就是$转型与融合%!手段就是$改革与
创新%!当然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发展%+

王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