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职业素养与选题创新

汪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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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充当着中介的角

色——将作者的创作，通过出版的手段，以

最恰当的方式，传播给读者。这就是编辑的

定位。

编辑最重要的素质， 是其 “发现”

的能力，发现好的作者，发现好的选题，

而非 “策划” 的能力。



编书是另一种读书。

编书最大的乐趣就是分享阅读的乐趣。

出版人最重要的品质，第一是：爱书，

第二是：发现一部好的稿子， 就迫不

及待地要介绍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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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编辑马克斯韦尔 · 埃瓦茨 · 伯金斯说过：

有两种气质使编辑名满天下： 一是对于一

本好书能越过缺点看到优点，不管这些缺点多么

让人沮丧；二是任凭困难再大，也能不屈不挠地

去挖掘书稿的潜力。



巴金曾说：

编辑的成就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

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作品。



《风雨中的雕像》

李辉 著

发现（一）



本书以凝重的笔触，记述了11位富有代表性

的文化名人在 “文革” 中的遭遇，如邓拓、吴

晗、田汉、老舍、 胡风、 冯雪峰、赵树理、萧

乾等，并通过他们的遭遇，发出深刻、深长的感

叹，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和别具只眼的议

论，读来动人心魄，发人深省。





《图片中国百年史》

一本书主义

笨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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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遇难、阵亡、被枪毙等

起义——倒戈、投诚等

人民群众——民众、百姓、市民、学生等



《老照片》

巧劲

利用下脚料



《老照片》第一辑书末感言（发刊词）

20世纪，去日无多世纪末的一个明显特征，就

是人类普遍的怀旧心理好比一个人到了晚年，总喜

欢回头看看走过的足迹 ： 多少个惊心动魄或索然

无味的日子过去了，有痛苦，也有欢乐，然而无论

是痛苦还是欢乐，如今都显得那么珍贵 …… 还有

许多深奥的哲理和离奇的谜语，平凡中的深厚和伟

大中的浅薄——往事如同佳酿，放得越久，就越浓

烈而醉人……



动物虽有记忆，却不懂得回忆。回忆是人独有

的权力。回忆不仅是一种感情的投入，而且是一种

理智的收集，收集掉落的一切，进行崭新的排列，

于是生出许多发人深省的结果。一位外国哲人说：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一位中国哲人说：温故

而知新，恐怕就是这个道理吧！

稍微注意一下，还可发现，人们所怀恋的，往

往是生命中美好的东西，尽管为了这美好，曾付出

了巨大代价——怀旧是一种美好的情感。



有意思的是，回忆靠的是思维，思维是用词

语来进行的，而用词语进行的回忆，却永远是形

象的画面，不过这种画面，除了回忆者本人在冥

冥中可见外别人看不见。直到上个世纪中叶，照

相术发明后，这种情况才得到彻底改观。 照相

术使一段段历史定格， 成为永恒而真实的瞬间

。反之，现在是用词语来阐释一幅幅老照片的时

候了，那瞬间形象的定格，常常含有难以估量的

信息和意蕴，似乎说也说不完。

于是就有了《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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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旧事》

张允和口述 叶稚珊编写

发 现



本书是张允和先生九十岁时，对照自己六岁

（1915年）到五十岁（1959年）的一些照片，讲述

往事的结集。 她认为， 最最美好的和最最悲惨的

照片，都没有保存下来。但通过保存下来的 “不

足道” 的照片仍可回忆起最最美好和最最悲惨的

往事。这样，前后几个月的时间， 断断续续，叶

稚珊记录下了许多故事。张先生说：“ 我在你面

前已没有了闭谜（秘密）”。当然，发表出来的，

只是一小部分。





所谓职业素养，对编辑而言，不过是一种较为

理想的职业生活状态，比如，一边读书，一边编书

，一边买书，一边卖书，一边评书写书；平日是编

者，有时是作者……工作得有滋有味，有苦有乐，

并在工作中认识一个个作者、一位位读者，形成自

己的生活圈。此时，工作与生活已经融为一体了。

好编辑是编出来的，也是写出来的。

编辑要有“两支笔”，蓝笔自娱，朱笔编文。



1）你知道书市上近日的热点书、畅销书有哪些

吗？有什么特点？是哪个出版社出的？其作者的背

景情况？你读了或翻了这些书吗？

2）你是否了解自己所编图书在市场中的位置？

同类书的状况如何？

3）你是否关注并思考了所编图书的封面、勒口

、环衬、扉页、插图、字体字号、页码、书眉、版

权页、用纸、印制方式以及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读者意见反馈卡、序言和跋语？



4）你是否具备一定的版本知识，是否了解书

籍的历史？

5）你在出版界的朋友多吗？你与那些有水平

的出版家有接触吗？你了解他们的出版业绩和出

版理念吗？

6）你是否具备某一种特殊文化爱好？这爱好

怎样影响了你的出版事业？

7）你常关注书店吗？你买书多吗……



《我们仨》背后的故事

编辑策划与市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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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

把一本书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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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诊所》 桥梁作用

谢宏军著，“睹画思往录丛书” 之一。 作

者从美术学院毕业后，找不到可心的工作，曾在

乡下的老家里闲居，无聊间，每天去一所乡村诊

所画速写和素描，画各种各样的病人。面对疾病

和苦难，他一边画一边思考了许多人生问题。后

来，他将这些思考写成文字，与速写、素描合成

一本书，呈献给读者。



与作者交往

尊重作者的作品：1、读者立场；2、作者的

立场；3、编辑或编辑部的立场。

能够让作者接受正确的修改意见，是一个

编辑的基本功之一。





稿子没编好，您的意见提的都对，我都同意。

书名是安上的， 序也写得牛头不对马嘴 …… 我已

经觉察非改不可。至于当初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以

后如有机会面谈。

我想能不能这样办：稿子寄给我； 在目录上，

请按您的看法，加上或取或舍的标记，供我重编时

参考。

—— 叶至善先生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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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朝清供

汪曾祺





葡萄月令 时节自然动物

夏天

淡淡秋光

冬天

岁朝清供

下大雨

花

夏天的昆虫

昆虫备忘录

猫

草木虫鱼鸟兽



宋朝人的吃喝 记吃食

葵·薤

五味

故乡的食物

食豆饮水斋闲笔

萝卜

豆腐



午门忆旧 记事和记人

自得其乐

随遏而安

多年父子成兄弟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闻一多先生上课

名优逸事

《水浒》人物的绰号



黄油烙饼 小说和故事

晚饭后的故事

晚饭花

鉴赏家

金冬心

黄英——聊斋新义之一

石清虚——聊斋新义之二



学话常谈 语言和写作

语文短简

“揉面”——谈语言

谈读杂书

写字

小说笔谈

小说陈言





《汉字王国——讲述中国人和他们的汉字的故事》

一书多做 一鱼多吃

[瑞典]  林西莉， 瑞典文的名字是塞西丽娅·林

德奎斯特， 教授、 作家和摄影家、汉学家。1961

年至1962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此后曾数十次到中国

访问。1971年起在瑞典任汉语教师，1978年后为瑞

典电视台做有关中国语言的节目。曾任瑞中友好协

会会长。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述中国文字的起源和特点，

共分16章，主要选取一些与人的生活有关的字，按章

讲述，如人与人类，水与山，家畜，车、路和船，农

耕，酒和器皿，麻与丝、竹与树、工具与武器，屋顶

与房子，书籍与音乐等，同时分析和讲述中国人的生

活方式和风俗习惯 ，从而加深读者对文字的理解。























这是一个关于古琴的故事，是一个瑞典汉学

家深入古琴世界的经历和体会。她不仅有对古琴

本身的描写，更有关于古琴之于古代文人生活的

意义，关于古琴与人的命运，与音乐、诗歌的相

互关联，甚至是关于我们应当怎样生活的探讨。

分为 “北京古琴研究会” “乐器” “远古及

传说” “琴谱和弹奏技巧” 等章节。





这是一位瑞典留学生半个世纪前在中国的难忘

经历。 作为一名就读于北京大学的学生， 1961—

1962年的中国与她所生活的欧洲反差巨大，她对好

多事情不了解、不理解，但也对所历所见所闻感到

好奇，所以她的记述有种陌生感，有种探求、疑问

的色彩。留学生活的反教条抗饥饿，古琴学习的温

馨激动，市集上生动的杂耍表演，观者寥寥的名胜

古迹，上海、杭州、广州、武汉、洛阳等城市的独



特游历 …… 她对一砖一瓦、一事一餐都不放过，

真切地写出了自己的感受和看法。她从难以忍受要

逃离中国， 变为深深地迷上了中国文化。 书中的

250多幅照片，大多首次发表， 再现了上世纪60年

代初的真实中国，比文字更直观、更具冲击力，也

让我们再次走进曾经生活过的岁月，回到那个我们

深深怀恋又不堪回首的时代。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