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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主题出版？在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看来，主题出版指的是

把治国理政作为大方针，为国家大局服务、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出版物。“很多人仅

对 2020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习近平扶贫故事》熟悉，认为商务印书馆在主题出

版方面的成果不算太丰富，这大概是因为读者对主题出版的定义比较局限所致。”

近年来，商务印书馆在主题出版方面推出了众多不同类别、不同类型的出版物，仅

2020年和2021年，就分别出版了100余种主题出版图书。

回望历史，无论是解放前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传播的重镇，还是新中国成立后

在语言普及和学术引进方面作出的系列创新，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直与国家进步息

息相关。近年来以主题出版的方式记录社会变革，反映时代进步，更是商务印书馆

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写照。

内容涉猎广泛 打造多个优质选题库

百年传承，商务印书馆积淀了深厚的编辑力量，为其在主题出版方面的发力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何做出自身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商务把握国家之需、时代

之需、社会之需，用理论、学术、大众等多种形式“讲政治”，努力实现主题出版

多元化、精品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战略目标。基于多年来对时代发展主题的理解

和把握，商务在主题出版方面的发展，可概括为12个字：品种多、范围广、质量

高、有亮点。

推陈出新，加速完善产品线。10年来，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的主题出版选题逐

年增加，形成可观的出版规模，逐渐打造了选题领域涉猎广泛的主题出版产品线，

既有“中国道路丛书”、“国家治理丛书”、“扶贫书系”、“微观中国”系列，

还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领域的选题。

商务印书馆“着眼正处于历史转型时期和伟大复兴时期的当代中国，以学术视

角和学理思考阐述“中国问题”和“发展问题”。国家治理丛书”推出《中国现代

化之哲学探讨（修订版）》《全球化和中国的再崛起》。“一带一路”专题书系，

将推出《“一带一路”建设案例研究：包容性全球化的视角》《“一带一路”

2.0：新思考、新进展、新探索》《关通天下：“一带一路”建设与口岸和海关》

等。商务还将出版一系列关于社会、法制、经济、农业等问题的学术类主题出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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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多、范围广、质量高、有亮点

商务印书馆主题出版：挖掘核心价值 记录时代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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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以精深的学术研究服务国家战略，如《中国城市社会与城市化道路》《社会主

义与市场经济》《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经济社会效应研究》等。

精雕细琢，重视精品出版。质量是出版社的生命线。百余年来，商务印书馆始

终坚持高质量出版，这一品质也被完整的传承到主题出版中。商务十分重视主题出

版选题的学术含量和稿件质量，着力将每种主题出版产品打造成内容过硬、可读性

强、设计美观、装帧优质的精品图书。正如顾青所言：“我们做主题出版，也提倡

精品化。符合图书的规律，挖掘图书的核心价值，你把这个核心价值挖掘出来了，

你才能做出好书。”在《习近平扶贫故事》一书的出版工作中，商务投入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商务印书馆总编室主任孙舸表示：“为确保《习近平扶贫故事》以最高

的编校质量和成品质量呈现，我们审校了23次稿，付型前全稿通读10次。”

近年来，商务印书馆主题出版图书在各类评选中屡获殊荣，如《国家相册》获

评2018年度“中国好书”、第14届文津图书奖，《习近平扶贫故事》获评2020年

度“中国好书”、入选“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红色气质》入选中宣部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好书荐读书单、2022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

版物”书单。

聚焦重要节点 助力中国话语体系构建

商务印书馆2020年出版了17种扶贫题材的图书，2021年推出了“马克思主义

三个来源经典著作译丛”，出版了面向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多语种纸质

术语手册《冬奥会体育项目名词》……基于对时代发展主题的理解和把握，商务近

年来的主题出版出版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形成了可观的出版规模。

抓住建党百年主题，策划系列图书彰显“商务”气质。在建党百年之际，商务

印书馆策划出版了《红色气质》、《人间正道是沧桑——百年红色印迹手绘本》

（上下卷）、《风雨砥砺：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等，形成“建党百年”

系列图书。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还策划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精

典著作译丛”，包括德国古典哲学经典12种、空想社会主义经典20种、古典政治经

济学经典13种，共计45种55册，形成了可观规模的主题出版基础性产品，在为中

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礼的同时，展现商务独特眼光。

其中，《红色气质》的表现尤为突出。该书依托中国照片档案馆独家收藏的珍

贵照片，以独特视角深情讲述了照片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人与事。回顾该书出版缘

起，商务印书馆人文艺术中心《红色气质》责任编辑柯湘颇有感触。将时间拨回至

2018年，当时商务印书馆与新华社合作出版《国家相册——改革开四十年的家国

记忆》，她在看到栏目组制作的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微电影《红色气质》

后，被深深打动了，当时就约定在建党百年之际编写出版一本反映共产党人精神风

貌的图书，书名就叫《红色气质》。柯湘说：“该书从开始策划到最后成稿历时一

年多，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策划和重新创作。”2022年2月底，《红色气质》

最终与读者见面，新华社发布新闻通稿，全国130多家媒体予以报道，客户端总阅

读量340多万次，并入选各级各类榜单和推荐书目。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实现中国经验“走出去”。把中国经验介绍给全世界，展

示一个并没有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而依然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是主题出版的

题中应有之义。商务继续推进《习近平扶贫故事》的多语种外文版权输出工作，努

力推出《中央文献核心语汇外译词典》（日语、英语、俄语版），通过这些选题，

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准确地、广泛地传播到世界更多角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现代化治理能力等时代命题讲述给全球读者。

乔叶：以文学为掌，捧献出一颗赤子
之心

在乔叶看来，《宝水》是岁月、生活和家

乡赐予她的一份大礼，“而我能作为回礼

的，只有以文学为掌，捧献出一颗赤子之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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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商务印书馆关注国家战略布局，出版了《从贫穷走向繁荣——解释中国

增长奇迹的A-C理论及其国际适用性》《重塑田园——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新农人返

乡手记》《指引：从小康到共同富裕》等书；策划出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选题《民间书信里的中华美德》《一辈子一件事》《中国哲学智慧》等；组织出版

了《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中国风骨》《中国节日》《祥瑞中国》《北京的春

节》等图书，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拓展深度广度 构建商务主题出版版图

主题出版一直都是商务印书馆的出版重点。未来，商务印书馆将结合作者资

源、选题资源、编辑资源的特点和优势，持续积极拓展主题出版的深度与广度，进

一步提高主题出版物的数量和质量，构建具有商务特色的主题出版版图。

一是继续以扎实的学术研究为基础，多角度挖掘选题资源。商务印书馆以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学术研究成果为内容素材，形成多元化、

精品化的主题出版板块，并把主题出版选题的组织与策划融入到日常出版工作当

中，形成编辑的主动意识而不是“接受政治任务”的被动状态。二是高度重视把握

年度历史时间节点，抓住时代性、时效性和现实性，力求及时发声，以出版工作奏

响时代强音，凸显社会效益。在编、印、宣、发全流程的各个环节中，商务将在组

织选题和生产产品时想到读者，在宣传产品时考虑效果，在发行产品时关注市场，

将主题出版图书做成受市场欢迎、受读者喜爱的畅销书、常销书。三是加强版权输

出工作。通过版权输出，实现主题出版“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真正实现

主题出版的国际化。

日新无已，望如朝曙。主题出版是百年商务记录时代之音的新课题，未来也终

将成为商务出版基因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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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赋予人世间的风风雨雨，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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