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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知识的爆炸，“概念”也爆炸

了，各种新名词和字母缩写让人应接不

暇。有的听来诱人，却争议不断，有的

来势汹汹，却去也匆匆，也难怪很多出

版社不知何去何从，不敢轻易行动。但

事实已经证明，信息化并不是这样一个

炒作出来的概念，它已经像“要想富，

先修路”一样，成为了企业提高竞争

力、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令人沮丧

的是，这样一条自强之路、致富之路在

中国的绝大多数出版社中却铺设得如此

艰难。 

 

什么是信息化 

 

 信息化是什么？这是一个有必要明

确一下的问题，否则口号喊多了，反而

容易忘了本来要做的事情。其实信息化

并不抽象，如果企业是一个果园，信息

化就是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水利系统，净

化、存储、分配水资源，让每一棵果树

都能够得到适时、适量的滋润。如果你

的果园很大，是否能够想象用几个人和

几只水桶完成灌溉的任务？即便你不计

成本给每一棵树都配备了专门的负责

人，那么对这些人又如何管理（管理难

度大），他们是否都能够准确洞察果树

所需（对员工要求高且全面），洞察到

需求后是否能及时补水（实效性差），

是否无论远近都得跑去同一个水源取水

（效率低下、劳动力资源浪费）⋯⋯这

就是信息化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

题上，最常见的误区就是对“信息化”

与“电子版”两个概念的混淆，许多人

总以为用了Word、Excel就已经十分现代

化了。当然，这种电子版是个伟大的进

步，但从信息化的角度，这仅仅是迈出

了重要的一小步，还远远不够。电子版

至多相当于在果园旁建起了一个水库，

而水的净化、输送、分配等都还尚未涉

及。 

 

为什么要信息化 

 

⑴ 信息化是对数据的尊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上的空

白点和机遇正在变得越来越分散和难以

把握。这就好比下围棋，眯着眼睛进行

宏观判断、占大场的阶段已经结束了，

此时虽然经验依然重要，但若没有缜密

的计算，就难以取得战斗的胜利。但面

对海量的数据，如果寄希望于肉眼，能

否得出结论暂且不说，即便分析出结

果，恐怕也早已时过境迁，悔之晚矣。

虽然大部分出版社都已经知道了信息的

重要性，但大家的目光大多还停留在搜

集数据的阶段，并常常以此作为工作评

价的唯一指标。殊不知，这些东西或已

长眠于纸面，或已数字化——却像在

Excel里写日记，期待着有朝一日被人阅

读。这样的东西称作数据已很勉强，纵

有百万千万又有何意义？出版人岂能辛

苦一年，最后却看着大库房里的成果沾

沾自喜？数据就像果园旁水库里的水，

只有真正用起来它的价值才能够实现。 

⑵ 信息化是对流程的尊重 

 作为曾经的事业单位，出版社在内

部管理上还保留着浓重的人治色彩。虽

然看上去好像事事都有规定，其实却是

什么都有的商量，这种作风和由其产生

的漏洞贻害无穷。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管理的灵活也许是一种艺术，但流程的

灵活肯定是一场灾难。相对于其他生产

企业，出版社对于产品质量的要求是比

较高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长期以来

这种对于图书质量的维护是以低效率为

代价实现的，在信息技术的冲击下，这

种低效率将难以为继。信息化就好像是

一场在企业内部进行的法治建设，出版

社要想真正完成从事业单位到企业单位

的转变并且高效率地保证图书质量，便

亟需它的梳理。 

⑶ 信息化是对时间的尊重。 

 谁都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的道

理，但埋头苦干、从早忙到晚是不是就

是对时间的最大珍惜了？同样的一条图

书信息，编辑部、出版部、发行部各自

根据需要录入一遍，互相知情却又不得

不做，结果是不是花了三寸光阴，却只

收获了一寸金外加混乱？显然，追求效

率、避免重复劳动才是对时间的珍惜，

在这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同样

的事情，不同的做法，在耗时方面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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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几个数量级上的差距，而这几个数

量级实际上也就是成本投入的差距，是

竞争力的差距。 

⑷ 信息化是对资源的尊重 

 在很多人的头脑中，出版社是理所

当然的用纸大户，即便今天，计算机和

网络的普及看上去也好像仅仅是为了给

打印创造方便。一摞摞的流程卡、申报

单、登记表、加工记录⋯⋯纸笔操作不

仅费时费力，而且孤本真迹格外珍贵，

识别、存放、查找、传送⋯⋯汇总之后

又是一系列的问题。此外，出版社平均

每出版一本新书，光是打出加工和校对

用的书稿就要耗费打印纸近2000张。这

些做法看似金科玉律，实际上与图书质

量并没有实质的联系，它只是天长日久

形成的思维惯性，早已落后于时代。 

⑸ 信息化是对人的尊重 

 为什么21世纪人才最重要？因为人

的思维和创造力是机器所无法替代的。

那些重复的劳动、批量的操作、繁琐的

统计和计算就让计算机去完成吧，人需

要这些省下来的时间去决策、去思考、

去创造。如果我今天决定要给5月份过生

日的重点大学的女法律老师每人赠送一

本样书，那么几个简单的鼠标操作后，

在我思考完下一个问题之前，几百个大

信封就应该已经打印完毕了。其实，对

数据、流程、资源和时间的尊重，归根

结底也还是对人的尊重，只有“人尽其

才、物尽其用”才能创造最高的效率，

这也是信息化最根本的目的。 

 

为什么还没有信息化 

 

 口号喊了十年，各大出版社也都普

及了计算机和局域网，可信息化建设却

迟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⑴ 垄断行业压力小 

 有人也许会问：“我们这么多年没

有信息化，过得不是也挺好么？”是

的，过去没有计算机、没有网络、没有

竞争，我们不懂什么是效率低。现在，

有了计算机、有了网络，但还没有高效

率的竞争者，我们仍然不知道自己效率

低。全国500家出版社，14亿人口，尤其

是教育缺口巨大，大家都还远没到揭不

开锅的时候，不必冒这个险去投入，去

学习和适应自己不习惯的工作方式。 

⑵ 社领导信息化意识不够 

 社领导需要很高的信息化意识么？

成立一个信息中心，招聘几个懂计算机

的人不就行了？然而，信息化并不是一

个局部项目：①它包含管理层面的建

设；②它需要有较长远的发展规划，难

免要放弃一些眼前利益；③它需要较大

的投资；④它需要动员全社力量，各部

门协同合作。很遗憾，我们的出版社企

业化之路尚在初级阶段，大部分社领导

都没有相关的知识背景和经验，难以评

估出一个具体岗位的效率空间，“人多

力量大”的传统处理思路目前仍然广泛

存在着。头脑中勾画不出信息化所带来

的美景，自然没有动力迈出脚下这一

步。 

⑶ 核心部门没有紧迫感 

 在我国的出版社中，编辑一般带有

浓重的教师色彩，文化程度相对较高。

编辑部也一直是出版社中的核心部门，

社内地位高、意见份量重。而编辑长期

以来一直习惯的是手工作坊式的工作方

式，对于纸、笔、打印有着超乎常人的

依恋。他们所关注的焦点大多是作者难

找、稿子难改、选题难批，很少考虑到

信息化的问题。而且，越是资深的编

辑，就越是对信息化了解得少，虽然他

们有时也会抱怨网站信息不全、目录错

误不少、工作量难以统计之类的问题，

却很少认为是信息化程度低下的过错，

往往将其归咎于是其他部门的工作不够

认真负责。编辑部门的这种认识是出版

社信息化工作的又一大障碍。 

⑷ 职员计算机操控能力差 

 今天，出版社里的绝大部分工作都

已经离不开计算机的帮助，但大部分员

工对于计算机其实还很陌生，很多传统

的操作习惯的还根深蒂固。他们虽然能

够录入、打印、上网，但对于计算机的

特长是什么、每个软件的特长是什么、

怎样使用效率最高、如何保存数据才能

够便于计算机的批量处理等问题缺少概

念，对计算机以及很多软件的使用都处

于非常皮毛的阶段。此外，大量的误操

作也往往被指责为是计算机的过错。在

很多人眼中，计算机很慢、很不安全、

性格怪异、很容易坏、难当大任。由

此，信息化的也缺少了自下而上的推动

力。 

⑸ 事业单位人治色彩较浓 

 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企业领导这样的

置疑：“为什么一搞信息化，就搞出这

么多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早已存

在并一直在严重拖累企业的发展，信息

化只是把它们暴露了出来，使之有机会

得以解决。如前所述，虽然我国的许多

出版社名义上已经企业化，但要想完全

摆脱事业单位的色彩，还尚需时日。在

人治制度下，很多矛盾和问题被长期掩

盖，反而渐成惯例，被人忽视。出版社

作为传统的文化单位，其信息化往往会

比一般的企业暴露出更多、更深刻的问

题，也会遭到来自某些利益集团的抵

触。在目前的情况下，大部分出版社还

没有勇气去直面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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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突破口 

 

 尽管现状有那么多的合理性，但既

然要企业化，既然要走向市场，这条必

经之路还是难以回避的。 

⑴ 从合适的局部功能入手 

 面对上述障碍，要使信息化的魅力

深入人心并不容易，有时只能从大处着

眼，小处着手，逐渐强化员工对于信息

化的渴求。但在局部功能的选择上，要

避免病急乱投医，眼前的路很多，应尽

量从具有数据源性质的区域入手。很多

出版社就是在这方面选错了路，走到尽

头又不舍得回到起点，只能原地踌躇。

比如“先把门户网站做好”就是一个常

见的误区。门面固然重要，但门户网站

上的信息是否准确、完整、分类合理、

检索方便，实际上是整个出版社信息化

水平的体现。“澄其源者流清，混其本

着末浊”，在社内尚无像样的信息流之

前，片面追求完美的外在表现，只能让

背后的维护工作捉襟见肘，而增加人力

又会带来新的混乱，最后难免陷入恶性

循环。 

⑵ 各部门之间增进了解 

 在一个企业的各个流程中，上游的

操作方式和工作质量所产生的效果往往

会在下游得到放大和强化。当每个编辑

都用纸笔填写图书信息表时，可能并不

觉得跟在电脑上输入有太大的差别，但

这样的成百上千张表格汇总到下一个部

门，就会变成巨大的工作负担，最终造

成不可挽回的信息损失。在出版社的各

个流程中，有很多类似的情况，本来应

该是流畅的信息流却仍然在以物流的形

式勉强运作着，它不仅风险高、效率低

下，而且也给各部门的合作在心理上造

成了很多隐患，甚至大大影响了企业的

凝聚力。在当前这种企业化、信息化的

转型期间，各部门的互相了解至关重

要，尤其是编辑部对其他部门的了解，

否则，这个核心部门作为出版社决策的

主要参考点和大部分产品数据的源头，

就难免拖企业进步的后腿。 

⑶ 勇于探索新的编校方式 

目前，国外的先进出版社早已实现

了无纸化编校，但对我国的大部分图书

出版单位来说，“光与电”的时代还远

未到来。浪费纸、加工稿不易复制、编

辑与排版人员重复劳动、环节多造成新

的错误、原始记录不便留存⋯⋯和无纸

化编校相比，现行的纸笔加工弊端多

多，乏善可陈。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和

具体情况，我们的确不可能在短期内统

一实现无纸化编校，但完全没有这方面

的尝试则无疑是惰性的体现，也充分反

应了编辑部在信息化意识上的先天不

足。等到将来高效率的竞争者站在面前

时，恐怕人家就不会再给我们尝试、摸

索和适应的机会了。 

⑷ 与时俱进，加强学习 

当今社会，终身学习的理念已经渐

渐深入人心。今天你代表先进，稍有懈

怠，明天就可能诠释落后。在信息化的

问题上，很多人为的抵触都来自于对新

事物的恐惧和不了解，它正如一把利

剑，善用则披荆斩棘、无往而不胜，反

之则畏其寒光、裹足不前。信息化说大

了是一种管理理念，说小了是一种操作

习惯，它和出版社从上到下每一个员工

都是息息相关的。一个对数据库一无所

知的人自然无法理解Access表格和Word

表格到底有什么区别，如果他是领导，

便难以想象信息化会带来怎样的效率，

如果他负责处理数据，则难免会成为信

息的掘墓人。对于学习，大可不必拘泥

于计算机技术，就像汽车，它是如何制

造的只有极少数人需要知道，但它能跑

多快、能负多重、何时适用却几乎对每

个人的生活都很重要。 

⑸ 抓住机遇，敢为天下先 

 寻找合适的局部切入点、通过学习

和交流提高全社员工对信息化的认识等

做法都是在整个出版社思路不清、魄力

不够的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实际上，一

场战役的胜利并不需要每一个士兵都有

洞察全局的能力。面对多种选择，眼前

的平坦或崎岖往往带有迷惑性，出版社

的决策者们只有站得高看得远才能够知

道哪些是死路，哪些是正途。普遍低下

的信息化水平，虽然是一个让人感到无

奈的现状，对于各出版社来说，却也是

一个巨大的机遇。相对于对读者和作者

的争夺，这是一场在更高层面的竞争，

起跑线上的差距也许将会放大为生死存

亡的问题。面对市场压力，很多出版社

都不惜血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财力、乃至尊严，但“性价比”如何却

无法计算。对于一个本身体弱多病的人

来说，再怎么竭尽全力也只能是效果有

限却大伤元气。码洋固然是我们追求的

目标，但“水 积而鱼聚，木茂而鸟

集”，相信有远见的出版社领导们会平

静下来，做好这件培元固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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