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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初的北京刚刚褪去暑热，记者随

德国图书信息中心组织的“少儿出版研修

之旅”团队一行 30 多人前往德国，在法

兰克福书展开幕前夕探访德国少儿出版业

的运营之道。

到达的首站是“啤酒之都”慕尼黑。

此时正值慕尼黑啤酒节期间，德国的天气

已有些许冷意，但仍阻挡不了来自世界各

地的啤酒爱好者涌向这座城市的热情。被

同行人称为“看不出来是大城市”的慕尼

黑是德国人口第三大城市，拥有一家规模

巨大的国家图书馆、43 家剧院，被誉为“伊

萨河畔的雅典”。

慕尼黑位于阿尔卑斯山北面，密集的

水系环绕城市，是德国最富裕的巴伐利亚

州的首府。不可小视的是，从拥有的出版

社数量来说，慕尼黑仅次于美国纽约，排

名世界第二，著名的兰登书屋的德国总部

就位于其中。

Mixtvision出版社：
游刃多媒体世界

我们拜访的第一站是 Mixtvision 出版

社——一家以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年轻

记者｜周   丹
而富有活力的小型出版社。它的办公环境

“实在是小”，只好将我们一行安排在其

主持的慕尼黑儿童艺术中心。

Mixtvision 出版社由塞巴斯蒂安·真

波尔于 2005 年创立，此前，塞巴斯蒂安

是一位出色的体育和教育科学家，同时也

是一位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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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xtvision 的主要

业务分为影视、数字、出版三个板块，塞

巴斯蒂安希望能以更加自由开放的姿态制

作书籍，开拓出版的边界，致力于创造不

秋天，与德国少儿出版相遇（一）

GU出版社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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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媒体之间的联系。小读者通过阅读、观

看Mixtvision 的图书、电视节目、纪录片，

在获得乐趣的同时学到知识。“如果孩子

们能被调动起兴趣和创造的主动性，将长

久地影响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塞巴斯蒂

安说。

走进慕尼黑儿童艺术中心，映入眼帘

的是专门为孩子准备的大画布，上面画满

了孩子们自由发挥的“战绩”。继续往里

走，左侧是摆放了很多图画书等儿童书籍

的书吧，右侧是一排放着包括小黑板、打

字机、笔记本电脑等不同技术阶段的工

具，“供小读者进行体验”。书吧的侧前方

有一个小小的活动室，里面陈列有可以满

足不同造型的服装。“孩子们可以针对书

中的内容进行话剧等不同形式的表演。”

塞巴斯蒂安说。再往里去的几台电脑上则

记录着孩子们表演的视频。Mixtvision 开

发的一个与书互动的程序可以引导孩子利

用GPS 自己去寻宝，寻宝的过程则被录制

下来，在 Mixtvision 的电视媒体上播出。

这些设置都秉承了 Mixtvision 希望“将轻

松的玩乐与孩子们的年龄相适的教育结合

起来”的原则。

成立 4年后的 2009 年，Mixtvision 才

开始定期推出出版物。出版社现有 5 位工

作人员，每年出版 10 到 12 本图书，目

前一共拥有图书品种 50 种，当真是“小

而美”的出版社。2009 年 11 月，巴伐

利亚州将有史以来的第一份巴伐利亚小

型出版社奖颁给了 Mixtvision。巴伐利

亚州科学研究与艺术部部长在颁奖时说：

“Mixtvision 凭借其高品质的出版物和

极具设计感的封面，为巴伐利亚的出版

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为起家于电视台，Mixtvision 在多

媒体世界里更加游刃有余，在生产不同

媒介的产品时，可以用“紧密相连的、

面向未来的方式去思考与行动”。塞巴

斯蒂安表示，因为自身的多媒体优势，

Mixtvision 可以根据内容对文本进行不

同形式的呈现。由于员工很少，塞巴斯蒂

安对每个项目都很熟悉，可以“很快做出

适合文本呈现的决策”。针对少儿读者，

Mixtvision 除了引进、开发有独特趣味和

价值的图画书外，也在致力于对记录片、

数字化的探索。其中，与记录片《无人入

眠》的合作获得了不错的反响。目前，

Mixtvision 拥有其出版的所有图画书在

德语地区的数字版权。“在购买图画书版

权时，德语区的数字版权一定要归我们所

有。”塞巴斯蒂安说，Mixtvision 自有图

画书的数字版权则“绝不外授”。

在现场，最引起中国少儿出版人关注

的是一本名为《非书》的手工书。这本书

从比利时引进，塞巴斯蒂安希望孩子们能

通过这本书获得比阅读更多的东西。这本

“用来撕”的书旨在培养孩子的创造力，

“看孩子如何创造性地破坏一本书”。据

悉，目前这本书在德语地区已经发行 52

万册，简体中文版图书版权已由上海九久

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购得。

兰登书屋：
畅销童书发动机

道别塞巴斯蒂安和他的同事们，我们

前往距慕尼黑儿童艺术中心 10 分钟车程

的兰登书屋出版集团。与 Mixtvision 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兰登书屋拥有一整栋的

出版大楼，负责接待我们的员工就已超过

Mixtvision 的所有人数。

兰登书屋德国总部的前身是贝塔斯曼

出版集团，1975 年迁至慕尼黑。1998 年，

贝塔斯曼收购兰登书屋，2001 年重组改名

为兰登书屋出版集团。2004 年，兰登书

屋儿童和青少年图书出版社改名为 cbj(C.

Bertelsmann Jugendbuchverlag) ；2008

年，兰登书屋出版集团的儿童和青年少

出版项目被划分到两家出版社——cbj 和

cbt。目前，旗下拥有 40 多家出版社的兰

登书屋出版集团中只有这两家出版社致力

于少儿出版。

目前，cbj 主要出版图画书、儿童图

书、青少年图书和非虚构类图书，每年出

版 130 种精装书和 200 种平装书。cbt 以

青年幻想类图书、青少年期刊、青少年惊

悚和推理小说为主，面向 12 到 14 岁以上

的读者提供服务，每年出版 25 种精装书

和 60 种平装书。

依傍世界上最大的畅销书出版集团，

cbj 和 cbt 也经常出版一些畅销书。其

中，cbj 最近出版的面向 6 岁以上儿童

的图画书《KOKOSNUSS》，目前已销

售 240 万册，版权销至 17 个国家。根据

兰登书屋的实力保证了其少儿图书的畅销。

摄影｜汪军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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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OSNUSS》中的小飞龙形象，cbj

同时开发了包括帽子、书包、玩偶、水壶

等周边产品。针对 8 岁以上读者的《小姑

娘 nele》实现 11 万册的发行量，版权已

被卖往以色列和西班牙。Cbt 出版的《释

放 9》（liberty 9）面向 12 岁以上读者，

目前已经卖出 120 万册。

从历史上看，兰登书屋拥有儿童出版

的优良传统。1957 年，兰登书屋率先开始

推出了入门型读物，最开始推出的是苏斯

博士的经典作品《戴帽子的猫》（The Cat 

in the Hat）。1984 年，兰登书屋再次一

马当先，凭借“进阶式阅读”（Step into 

Reading）系列开创了一种新的阅读风格。

那是第一次有出版社为初级读者制作便于

携带的平装书，并在封面上标明了阅读等

级指南。

GU出版社：
为生活“出谋划策”

在斜风细雨中，我们从兰登书屋出发

前往德国最著名的指南类图书出版社——

GRÄFE UND UNZER 出版社。为包括小

读者在内的所有读者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出谋划策”是 GRÄFE UND UNZER 出

版社最擅长的领域。据称，每一个德国家

庭中都至少有一本 GRÄFE UND UNZER
出版的图书。

据 介 绍，GRÄFE UND UNZER 出

版社的前身是 1722 年在普鲁士成立的

Gottfried Eckart 书店。后来，该书店

的规模不断扩大，并于 19 世纪初改名为

GRÄFE UND UNZER。在魏玛共和国时

期，它是欧洲最大和最先进的综合类书

店。在二战后的经济繁荣时期，GRÄFE 

UND UNZER 成为一家纯粹的出版社，在

巴伐利亚州出版各种图书，并成为 20 世

纪最为成功的出版社之一。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GRÄFE UND UNZER 成为德

国最厉害的烹饪图书出版社。

GRÄFE UND UNZER 旗下拥有 GU、

TEUBNER、HALLWAG 以及 GRÄFE UND 

UNZER 作家出版社等品牌。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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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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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UBNER这一

品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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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任何形式

与流派的束缚。GRÄFE UND UNZER 成为

德语指南类图书市场上销量最大的出版社。

GRÄFE UND UNZER 出版社每年出

版新书品种 160 到 170 种，拥有 120 名员

工，每年实现销售码洋 5000 万欧元。说

起在德国图书市场的成功，它对品牌的清

晰定位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GU 出版

社对于目标读者群的年龄、家庭等条件都

有清晰的划分。“今年我们重新调整了以 4

位女性为代表的目标读者群，年龄分别在

20 岁、30 岁、40 岁、50 岁以上。以生活

指南类图书为主要出版特色也让 GRÄFE 

UND UNZER 出版社在选择销售区域时，

可以将图书放在与生活搭边的宠物店、超

市、火车站、家庭生活用品店等场所。

在数字化的潮流下，GRÄFE UND 

UNZER 出版社也开发了 50 多种不同的

App，其中一款 App 可以帮助读者在分布

众多鸟类的慕尼黑城市中分辨不同叫声的

鸟的种类。另外，它还开发了一些帮助

家长掌握儿童健康，帮助儿童吃药、安

慰儿童入睡的程序。在电子书的合作上，

困扰 GRÄFE UND UNZER 的最大问题是价

格问题，“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定价机

制”。GRÄFE UND UNZER 出版社目前

拥有 300 多种电子书，其对电子书的定

价为实体图书的 60% 到 70%，如果价格

降低，虽然能吸引更多的读者，“但最终

利润相差无几”。

离开 GU 出版社，我们在慕尼黑最有

名的啤酒馆皇家酿酒坊体验了热情似火的

慕尼黑啤酒节。至此，慕尼黑出版之行全

部结束。我们驱车前往拉文斯堡，继续德

国出版之旅。（待续）■

Mixtvision出版社在书展上的展位虽小，却也经过了精心的设计。

摄｜注军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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