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登书屋出版集团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总部位于德国慕尼黑的贝塔斯曼出版集团自2001年改名为兰登书屋出版

集团，共有大约800名员工。兰登书屋出版集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具有悠久历
史的C.贝塔斯曼出版社。后者于1835 年在Gütersloh成立。目前，兰登书屋出
版集团旗下共有45家出版社，每个月出版约200种新读物，包括小说、儿童读物、
教科书、神学图书、各种指南、有声读物和电子书等。

1968年，当时属于贝塔斯曼家族的11家大众读物及专业读物出版社共同
组成了贝塔斯曼出版集团。其后将多家出版公司纳入旗下。1998年，贝塔斯曼
集团将美国著名的兰登书屋出版社收至麾下，并将其与Bantam Doubleday Dell
合并。这就是新的兰登书屋国际出版集团公司。

兰登书屋儿童图书出版社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性英文儿童图书出版公司。
该公司通过年轻的成年读者为学龄前儿童制作图书，其图书形式从纸板书到手
工用书，再到插画书和小说应有尽有。兰登书屋儿童图书出版社吸引了多位获
奖作家和插画家的加入，还拥有很多世界知名的儿童故事角色的独家经营权以
及数以百万计的图书的重印版权。

网站链接：www.randomhouse.de

●GRÄFE UND UNZER 出版社
GRÄFE UND UNZER出版社总部设在慕尼黑，是德语指南类图书市场上销量

最大的出版社；该社在全欧洲范围内的很多分支市场上都是领先者。GU的烹饪
指南类图书自1975 年以来都是全球最为成功的烹饪系列丛书。

“出谋划策”一直是GRÄFE UND UNZER出版社所擅长的领域，其核心竞争力
体现在理念、指南的可实现性以及对各种领域的指南类图书的市场营销上。其
中一个最重要的成功因素是其对旗下品牌的打造。该社旗下拥有GU、TEUBNER、
HALLWAG以及GRÄFE UND UNZER作家出版社等众多品牌。GU作为其核心品牌，主
要出版烹饪和家居、身体保健、思想与灵魂、伴侣和家庭、园艺、家养宠物和自然
等领域的图书。TEUBNER主要为烹饪爱好者和专业人士出版菜式比较复杂的烹
饪书，而HALLWAG专门出版关于葡萄酒的书籍。GRÄFE UND UNZER作家出版社为
各种各样的作家提供机会出版各种领域的书籍。

网站链接：www.gu.de

●拉文斯堡股份公司Ravensburger AG
拉文斯堡股份公司是一家在欧洲市场上领先的儿童与青少年出版物、拼图、

游戏等产品的供应商，同时也是德语国家中领先的儿童青少年读物出版商。其
蓝色三角形的标志是德国最负盛名的品牌之一。

拉文斯堡股份公司1640名员工2011年取得的销售额达3.195 亿欧元。公
司拥有约8000种在世界各地销售的不同产品（包括针对不同国家的版本），其中
有85%的产品是拉文斯堡自己生产。拉文斯堡出版社的书目中包括1500 种图
书，而且每年出版400多种新书。拉文斯堡出版的图书涵盖所有给少年儿童阅
读的图书种类，其中包括纸板书、图画书、文学书、儿童知识读物、儿童手工书、辅
助学习书和口袋书。在整个德语儿童出版市场上拉文斯堡出版社堪称领头羊。

网站链接：www.ravensburger.de

●玉婷歌尔出版集团Verlagsgruppe Oetinger
Friedrich Oetinger 出版社成立于1946 年，总部设在汉堡，是玉婷歌尔出

版集团的第三代家庭企业。
发现并塑造新的作家和插图画家，一直以来并且在未来也是 Friedrich

Oetinger出版社的工作重点。这些作家和插图画家曾经给他们那个时代的孩子
们带来过深刻影响，并时至今日仍然影响着孩子们。Astrid Lindgren的Pippi
Langstrumpf(长袜子皮皮)这一全世界最成功的儿童图书之一的作品就是
Friedrich Oetinger于1949 年出版的。这一作品的出版使得该社成为斯堪的
纳维亚儿童文学的先驱。充满想象力的纸板图画书、不同寻常的插画书、极为畅
销的儿童书和青少年读物、既具趣味性又很实用的非小说类图书、深受欢迎的
Erstlese 系列丛书《太阳、月亮和星星》，极具创意的Non-Book 和富有创新精神
的Apps & E-Books——所有这些出版项目组成了今天的Friedrich Oetinger 出
版社。

网站链接：www.oetinger.de

●Zuuka 公司
在国际儿童应用程序市场上，Zuuka是高质量、创新和创意的代名词。Zuuka

通过与传统出版商合作以及争取电影和娱乐行业的全球许可项目的形式，将儿
童书籍和电影转化为数字媒体。这种广泛合作使Zuuka在全球许多最重要的市
场上都居于领先地位。Zuuka专注于为“数字一代”及其家庭提供最佳的学习和
娱乐体验。

公司拥有从策划、UI / UX 设计、美术设计、音视频制作、应用开发到市场营
销、媒体推广等完整的组织结构，具有将优秀作品迅速本地化到超过40种语言
并在全球市场进行营销的能力。公司目前的产品系列中包括行销80多个国家
的120多个应用程序。超过75万人的用户群也为未来产品的交叉营销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Zuuka不断扩大这个产品阵容，并确保所有产品都满足其在内容、设
计和功能方面的高标准要求。作为一个重要的数字内容开发商，Zuuka是许多著
名出版商的最佳合作伙伴。 Zuuka本身也是拥有执照的数字出版商。其成功作
品“米卡的冒险”目前已有8种语言版本，确立了关于应用程序创建的欧洲标
准，并在市场上推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产品类别：互动式故事书。

网站链接：www.iStoryTime.com 。

●Mixtvision 出版社
Mixtvision出版社创立于2005年，其创始人Sebastian Zembol是一位出色

的体育和教育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记者。他主张“引导创新的图书
出版理念应从娃娃读物开始：孩子们不仅应该听到大人们讲的故事，而且应该将
所听到的故事主动付诸实践”。

作为一家并非源于平面媒体而是来自电视界的小型独立出版社，
Mixtvision 出版社充满创新活力，要以更加自由开放的姿态制作书籍，开拓出版
的边界，并致力于创造不同媒介之间的联系。他们的作品一贯秉承将轻松的玩
乐与和孩子们的年龄相适的教育结合起来，希望挑战性和娱乐性在青少年儿童
文学中并存，将唤起好奇心和鼓励创造性放在最重要的核心地位。“我们的书就
是要让小读者们养成敢于担当、勇于批判的思维。”因此，好看的故事、现代感十
足的插图以及精美的排版是他们作品的标志。

网站链接：www.mixtvision-verla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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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法兰克福书展重点关注儿童与青少年媒体
法兰克福书展是2012年“德国出版研修之旅”的最后一站，也是整个研修活动的高潮部分。而2012年

法兰克福书展的新鲜之处就在于，它将儿童青少年媒体和教育作为核心关注点。
“明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在正在学习阅读的人以后将拥有什么样的创造

力”——著名儿童书作家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的这句话引发了一系列思考：明天的读者们将喜欢什么样的内
容？哪些趋势将发展成为被普遍接受的标准？新技术是会限制想象力还是将创造想象力？这些问题也正
促成了2012年法兰克福书展的主题重点——关注儿童青少年媒体和教育领域。

2012年法兰克福书展专设了儿童和青年媒体论坛以及儿童&电子阅读热点展区。儿童&电子阅读热点
展区汇集了所有的数字化和社会化的阅读和写作，参加热点区展览的有文学门户网站、社会化阅读供应商
和自媒体平台。更喜欢印刷书籍的参观者还可以到宜家儿童咖啡馆一坐，那里有大量当代青少年读物供人
阅读。

和儿童与青少年媒介紧密相连的是教育这一话题。法兰克福书展自2006年以来一直致力于为该话题
提供一块主题场地。今年，参观展览的观众们可以在300多平米的“未来教室”里亲自体验一下未来的学生
怎样学习：带着3D眼镜参与多媒体互动，使用数字化学习材料、电子墙或电子白板。同时，旁边的教育论坛
在整个展会期间都有培训专家、教育家以及研发人员围绕教育话题做各种演示及讨论。

2012

企业名片
10 月 3日，当世界出版人还在为 2012 年法兰克福书展倒计时

的时候，一行 30余人的德国出版研修团队在朦胧的秋意中踏上了

那方盛产童话的土地。从 2009年起，德国图书信息中心每年组织

一次“德国出版研修之旅”。继德国出版业的数字化进程、少儿出

版、教育出版的年度主题之后，2012 年研修的主题再次聚焦少儿

出版。德国图书信息中心对主题选取的贴心考虑在于，一方面，少

儿出版是中国出版业的“大热门”，出版人士针对这一板块取经的

愿望仍然表现得十分强烈；另一方面，少儿出版是 2012 年法兰克

福书展的重中之重，书展的口号即为“进入孩子们的新世界”。

在 3日~14 日的研修行程中，来自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接力出

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斗耕林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

司、北京天域北斗有限公司南京博凯分公司、深圳少年儿童图书

馆、深圳市星嘉艺纸艺有限公司、黄金书屋、西安太阳娃插画、北京

记忆童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业内人士以及由本报等出版行业媒

体和文化媒体组成的记者团拜访了德国 6家出版机构，从一年只

推出10~12本书的“小而美”出版社Mixtivision到每个月推出约200

种新书的“大而优”的兰登书屋出版集团，从领先于指南类读物出

版领域的 GRÄFE UND UNZER出版社到欧洲市场上开发儿童与青少

年出版物、拼图、游戏等产品的佼佼者拉文斯堡股份公司，从数字

内容开发商Zuuka 公司到发现并塑造新作家和插图作家的玉婷歌

尔出版集团，每一家都特色鲜明：我走我的路。就如同Mixtivision

出版社项目负责人所说，“我们不同流”。这种个性化的坚持给出

版带来了一种生态美。这种美很健康，很有生命力——记者曾在

法兰克福书展上拜会了法兰克福出版社，这是一家小型的出版社，

它的负责人认为，这个出版社最重要的决定就是保持这种小型化，

不接受任何来自外界的资金和援助，保持思想的独立性，把发现新

作家并为他们持续提供动力支持作为从业追求。就是这家在法兰

克福书展上设了一个仅十多平米展台的小型出版社，慧眼识珠，挖

掘了博多·基尔霍夫、马里昂·波士曼等一系列卖座作家：前者写就

了畅销小说《公主》以及被誉为当代德语小说界最重要作品之一的

《朗诵调》，后者则已经有《游弋在暴风雨中》等作品输出到中国，

并曾经凭借《黑与白》摘得 2005 年鲁尔文学奖等奖项。法兰克福

出版社就是很坚定地传达出，我很小，但是我很好。反观国内出

版，在做大做强的口号里，是不是有谁有哪些出版机构丢掉了真正

有价值的自己？

这次研修途中，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出版创意。这

种创意不一定表现在产品内容里，而是表现在任何与出版相关的

活动里。在慕尼黑儿童艺术活动中心，与年轻而富于创新的小型

少儿社Mixtvision 座谈，感受出版社如何让孩子获得比阅读更多的

东西，比如他们一本名为《非书》(《Kein Buch》）的图书产品就是让

孩子通过“毁”书的过程动手、动脑，激发他们的创意能力。在拉文

斯堡出版社所属的拉文斯堡城市博物馆，可以看到一样样新奇的

展示，比如说如同珍宝一样摆置在玻璃罩里的畅销品种，比如说可

触、可感的阅读体验室。

在为期 11 天的德国出版研修之旅中，由内容创作者、出版

者、印刷者、书店管理者、图书馆从业者等组成的出版小生态圈身

处德国出版业的一角，也许并不能很深入地了解异国书业运转现

状，但是感受理念，打开心灵之门，便是不虚此行。而值得一提的

是，随行的出版人中已经有意向与所拜访的出版社展开较为深入

的合作。

“两年前大家还在质疑电子阅读器是否真的
会对传统出版产生影响，两年后，很显然，已经不
仅仅是电子阅读器的问题了，数字出版正成为每
个出版商都绕不开的话题，我们需要停止议论，
开始行动。”在2012法兰克福书展“热点”专区，一
场关于“数字化创新”的论坛上，发言人的上述观
点得到了与会者认同。这一点，在此次德国出版
研修班对少儿出版的整个考察过程中，也表现得
相当明显。

传统出版商尽管仍在努力维持纸质出版的
市场份额，但也意识到了数字出版的快速成长，
因此积极应对数字出版可能带来的各种机遇和
挑战，或者基于原有业务进行产品转型的试水，
或直接介入新兴媒体形态。

据德国玉婷歌尔出版集团版权经理、德国少
儿出版联合会主席Renate Reichstein 女士透露，
2013年夏季学期，德国的部分中小学将开始试点
使用平板电脑，而不再使用纸质教材，平板电脑
的供应商来自中国。由于平板电脑目前售价仅
为每台100欧元，低于学生购买各种教材的费用，
而且明年还会更加便宜，将降低学生家长的负
担 ，也 因 此 得 到 了 家 长 的 支 持 。 Renate
Reichstein 女士表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因
为德国的教材印刷精美，所以很沉，使用平板电
脑可以减轻学生的负担”。同时她也坦言“这是
一个挑战——从孩子开始阅读电子化，他们可能

就很难再接受纸书。而且我认为这个进程会很快”。在她看来，要应对
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的冲击，需要传统出版在纸张、印刷、设计等多个
方面更多花些心思，从而带给孩子超越电子书的体验。玉婷歌尔就正
在尝试一系列关于装帧、设计等的改进，计划一年后推出产品。在数字
出版的各个热门领域中，玉婷歌尔出版集团目前还没有增强型的电子
书，并认为“也没必要有”；非常重视APP应用，“但APP的生产制作费用
实在是高，而销售费用又实在太低，因此实在是不值得做，又不得不
做”。通过出版一些非小说类图书，玉婷歌尔出版集团创造了一种现代
化的传播知识的方式，如建立了自己的门户网站 Lunaleseprofi.de 和
Onilo.de，将图书与互联网联系起来，以及开发了多语言的互动应用程
序和电子书，为家庭阅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拉文斯堡股份公司是在欧洲市场上领先的儿童与青少年读物出版
商，该公司成立了专门负责数字产品开发的拉文斯堡数字公司，2009年
就尝试推出电子书，目前还有不少适合低幼儿童的点读笔。记者从兰
登书屋出版集团了解到，该集团旗下的童书出版社CBJ、CBT也全力迎
合青少年的阅读需求变化，进行包括APP在内的新产品形态开发。

作为德语指南类图书市场上的领跑者，GRÄFE UND UNZER 出版社基
于自己的纸质图书产品分类建设了若干网站，如美食、育儿、减肥等等，
更把重点放在了APP应用程序的开发上。该公司版权经理展示的一款
关于鸟类的应用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小读者首先搜索定位到他所生
活的区域，程序可以告诉他这个区域生活着哪些鸟类，不仅有色彩艳丽
的写真照片、生活习性的介绍，更能点击发出某种鸟儿的叫声；如果小
读者自己发现了某种鸟，也可以拍照上传，实现在线分享。

新兴的小型出版公司，则从一开始就嗅到了数字化转型中的市场
空间，无论组织架构还是产品研发，直接或间接地围绕满足数字出版的
各种新兴需求而设计。

Zuuka公司就是敏锐地捕捉到iPad上市所带来的商机并迅速打造
出一种成功商业模式的典范，其创始人非常自豪于“我们是世界上第一
家专注于童书应用的公司，目前全球也仅有五六家类似规模的竞争
者”。记者在Zuuka公司看到，他们拥有从策划、UI / UX 设计、美术设
计、音视频制作、应用开发到市场营销、媒体推广等完整的运营流程。
据了解，作为一个重要的数字内容开发商，Zuuka 是许多著名出版商的
最佳合作伙伴，如哈珀·柯林斯、兰登书屋等，将其儿童书籍转化为数字媒
体。Zuuka还发布了Zuuka 漫画、iTalk 以及iStoryTime ——将一系列家
长为孩子们创作的有插画及配音的图书，通过移动设备方便地实现互动
阅读的体验，是2 岁及以上的孩子教育和娱乐的优秀工具。Zuuka公司
曾在2011年参加BIBF，他们认为“北京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市场，目前正
积极了解中国市场，希望能做出适合中国小读者的产品”。

发源于电视界的小型独立出版社Mixtvision 出版社同样看好数字
出版市场的前景。尽管这家“小而美”的出版公司从2009年至今只推出
了共计50种图书，其中既包括自己的原创产品，也包括购买版权的产
品，但该公司版权负责人的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我们愿意购买那些

‘能获得乐趣、传播知识’的图书版权，前提是电子版权、有声书版权、礼
物书版权、戏剧版权等必须一并购买，”而被问及“该社销售版权时是否
遵循同样的对等原则”时，答案却是“电子版权不卖”。当下出版商对数
字版权资源重要性的认识由此可见一斑。据了解，该公司旗下三个品
牌之一的“数字化”品牌，正是专注于将绘本转变成数字化的内容，并可
应用于电视频道的播放。以系列读物“Dramatiker erzahlen für Kinder”
（《编辑为孩子们讲故事》）为代表，该公司已经把自己出版的多数书籍
制作成了电子书。

2012年“德国出版研修之旅”中，“版权”绝对是第一高频词。在拜访行
程中，拉文斯堡出版社、GRÄFE UND UNZER出版社、兰登书屋出版集团等都
派出版权代表，专门对相关产品进行版权推介。对于两国出版业者而言，
版权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深层合作和交流的最为直接和有效的开始。

相对于买卖版权，德国出版从业者也更加认可原创出版物的价值。
例如，Mixtvision出版社年均购买的版权数量占到了总出版品种的50%，
决定今后尽量压低这一比重。对于此次拜访的出版社，欧美国家的图书
产品是他们购买版权的主要来源，从亚洲国家购买图书版权的品种数则
大大减少。记者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与意大利一家出版机构的版代交流
时获悉，该出版社短时间内并没有考虑与中国出版商合作，一方面地域
与文化都相“隔”甚远，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书业也毫不了解。这也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出版“走出去”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值得一提的是，法兰克福书展不仅是版权贸易的商业平台，也是版

权贸易的学习平台。例如，法兰克福学院组织的讲座——版权速递：跟
专家学版权，讲座内容包括如何定位和划分版权市场的优先级、如何发
现潜在的版权购买客户、如何进行成功的版权买卖对话、与作家签订的
合同中包含哪些版权、如何为版权建立数据库等，实操性很强。此外，持
续举办的国际版权经理人大会则以主题演讲的方式帮助版权人理清版
贸的国际发展走势和最新动向，分享经验和教训。2012年国际版权经理
人大会上，3位华语出版人的亮相成为一大亮点。在研修过程中，部分
人士在版权合作方面收获颇丰。据北斗耕林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在法兰克福书展现场决定购买的绘本达11种。

德国图书信息中心 年“德国出版研修之旅”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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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合作：是一种贸易，更是一种交流

■商报记者 金 霞 刘海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