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2

二○一一年九月十四日（星期三）辛卯年八月十七

讀書人副刊
策　　劃：曾家輝　責任編輯：梁小島　版面設計：謝錦輝

本版逢周三刊出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F e a t u r e

N城記：北京/上海 文：白金

趕 去五道營胡同55號院兒參加一部獨立紀錄片《大
山與人》的放映活動，突然在胡同裡看見「香港有線」
的攝影師在架機器，上前問一會是否有興趣到隔壁院子
裡拍一下一本介紹香港大嶼山的書在北京的故事，攝影
師笑 點頭。

《大山與人》既是一本關於大嶼山的書，也是一部紀
錄片，附在書的最後。這本書由建築師Norman
Foster1998年「出任」赤臘角機場導演開始，作者Lo

（盧燕珊）和她當時的男友Anthony McHugh以文字、攝
影和錄像等等不同手段，記錄了諸如隱居半世紀的河北
老修士在神樂院（The Trappist Haven Monastery）唱普
通話經文歌、九七回歸前國民黨村民的雙十節盤菜派
對、上山採藥中醫師與植物學家的燕尾蝶花園、曾替
Peter Gabriel樂手製造吉他的英國人、在LOHAS還未成
大潮前已「有機」耕種幾十年的老農夫、大英帝國子民
的跨種族家庭⋯⋯等種種維多利亞城看不見的世紀末另
類生活，從百年海盜漂流講到新世紀愚人船，重新構築
了「盛載一個海島的記憶」的大嶼山故事。

去五道營，是想看看這樣的一本書、一部紀錄片，是
在怎樣的一個地方講述香港故事，又有哪些北京人對這
樣的香港故事感興趣。

雍和宮對過的五道營胡同是京城文藝青年的新寵。所
謂新寵，當然是跟像是諸如南鑼鼓巷、煙袋斜街這樣的
舊愛相比，這裡暫時還沒有人頭湧湧的遊客，因此遛達
起來更有那種胡同裡轉悠的閒適、慵懶和隨意。據說北
上後的彭浩翔監製的新電影有很多場景都是在這條胡同
裡取景的。此地原為守城兵營駐地，清朝屬鑲黃旗，始
稱五道營，民國後沿用此名。

最早去那裡是差不多兩年前了，見一位在西藏做慈善
學校的福建女子，她當時打算在五道營胡同開一家專售
唐卡的小店。彼時胡同裡尚是民居為多，零星地夾雜了
一些個性創意小店。今天胡同兩邊幾乎開滿了餐廳、
咖啡館、設計店、書院、酒吧、青年旅館、死飛單車
舖⋯⋯最好玩的是，全長不過600多米的五道營胡同南
與箭廠胡同相通，那裡的「箭廠空間」可能是世界上最
小的畫廊，混雜在水果攤煎餅舖雜貨店之中，每次陪朋

友走到那附近，都會提醒他們留意這裡有一
家有名的畫廊，幾乎每一次，朋友們都是硬
生生地從畫廊前經過而沒有絲毫感覺，然後
再折返過去看裡面的展品⋯⋯

箭廠胡同再往南就是著名的國子監，那條
街上有幾家不錯的設計店，有專售漢聲產品
的，也有經營五六十年代懷舊風物品的「失
物招領」。這些店本身兼具書店功能，比如
漢聲小舖當然會賣漢聲的雜誌，失物招領裡
有《MONOCLE》，《蘑菇》和《PPAPER》
等設計類雜誌。

55號院兒是一個典型的民居四合院，放映是在正屋。
進去的時候，Lo正在葡萄籐下的院子裡跟人聊天。上去
問她之前的周末在大嶼山搞的露天新書出版慶祝派對如
何，我差一點就能趕上那個有趣的活動。Lo曾經在大嶼
山住過近12年，自2008年北京奧運前夕北上在團結湖附
近生活也已超過3年，自稱是個「京港人」，又或者是

「香港北京兩地『傳輸者』」。果然現場前來觀看紀錄片

的不少是講粵語的，有些就是香港
駐京機構的人員，但也有當地對大
嶼山或者本土文化保存感興趣的人
士。陸陸續續來了十幾二十人，坐
下聊天喝茶甚至點了餐準備開吃
了，突然通知說要換地方。大隊人
馬就這樣一頭霧水、嘻嘻哈哈、

「穿門過店」沿 胡同走到另一
頭。

在一家咖啡吧的二樓，經過好一
番折騰，放映終於開始。雖然沒有

在投影機的大屏幕上放，但最終也避免了在筆記本電腦
上欣賞的尷尬。十幾個人團團圍住一台大液晶電視，看

大嶼山上瘋長的草在夜風中搖弋，彷彿北方農村的高
粱地⋯⋯透露二樓平台的玻璃，可以看見不遠處雍和宮
的金色屋頂，二環上川流不息的車子，三三兩兩坐在店
裡翻書的老外，你會覺得這座城市正在變得多元、混雜
而豐富。

繫緊安全帶，開始讀雜誌吧。新加坡航空（Singapore Airlines）公司正在把傳統的
紙質航機雜誌轉化成數碼雜誌，從而節省飛行重量和減少航油消耗。

誰曾想到過航空公司可以把紙質航機雜誌轉化成數字內容來節約能源？事實確實如
此，把紙質雜誌轉化成數字格式能夠顯著地減少燃油的消耗。

減少飛機上攜帶的雜誌數量（能夠減少飛行重量並節省燃油），每減少11.5千克的
雜誌能夠為飛機每年省下4.4萬美元的運營費用。如果考慮到數以千計每天在空中穿
梭的飛機，這將省下一筆很可觀的費用。

從2010年7月開始，新加坡航空公司選擇與SmartPapers航空公司（SmartPapers
Aviation）合作將其出版的3本航機出版物進行數碼化轉換，在紙版之外發行數碼版。
兩架波音777-300ER型飛機率先進行了這種嘗試，提供新的數碼版《銀色克里斯》

（SilverKris）、《克里斯商店》（KrisShop）和《克里斯世界》（Kris World）雜誌。
很多航空公司都希望能夠減少飛機的飛行負重。達美航空（Delta）和法國航空

（Air France）都在考慮為飛機更換輕型座椅。這是個好主意，但是把航班上的紙質雜
誌變成數碼內容輸入座椅的後屏上，無疑是一種更簡單的減輕飛機負重的方法。

新加坡航空公司表示，他們正計劃將這一創新性的措施推廣到公司更多的航班上，
並計劃把其他紙質產品也進行數碼化轉換，包括機艙裡經常攜帶的100種國際及地區
性雜誌，甚至包括飛機上的餐單。

「航機數碼雜誌」必須是高分辨率的，乘客可以選擇自己習慣的字體，並能實現
「關鍵詞搜索功能」，SmartPapers航空公司負責人向physorg.com網站表示。據悉，
SmartPapers使用了一項專利技術把雜誌和報紙內容壓縮成數碼格式。

當航空公司絞盡腦汁也難以找到節省成本的辦法時，數碼化航機雜誌產品提供了一
種削減開支的前沿的、無害的方式。新加坡航空公司也將藉此成為首家實現數碼化雜
誌出版的航空公司。

點評：
把紙質航機雜誌數碼化的方式，對於那些廣告額巨大的航機雜誌來說有一定的

風險，因為數碼化出版可能會讓出版商面臨廣告客戶流失的風險。但是對於那些
出版物經營不善，又希望削減運營成本的航空公司來說，出版數碼化航機雜誌無
疑是個不錯的選擇。

同樣需要指出，航機雜誌的數碼化還有一個巨大的市場空間——建設數碼資源
平台。憑借航機機艙的封閉性，以及航空公司對某些資源的壟斷性，把傳統PC互
聯網建設數碼閱讀平台的思路搬到飛機上。通過聚攏傳統紙質出版物的版權資
源，通過飛機座椅的後屏來展示給讀者，無疑還是個藍海。數碼出版平台們，趕
緊來搶飛機屏啦！ （內文由中國期刊協會提供）

2007年，香港三聯出版《號外》30
周年紀念套盒《號外三十》，從過
去300多期的雜誌裡，重新拼貼一
個香港社會「畫夢錄」。這本雜誌
曾是香港本土精英懷舊文化icon，
卻在2002年易主，新東家是中國政
府經濟研究背景的內地商人邵忠，
後者從98年開始收購香港傳媒產業。
其實對於雜誌的前路，早在97回歸之
時，《號外》已開始思考。對那時的
內地來說，來自香港雜誌在題材和視
覺設計上，無疑具有導向作用，但時至
今日，隨 內地資金的注入和兩地資源
的進一步互融，香港本土雜誌則通過愈
來愈「去脈絡化」而達到國際化，以便
被更大的市場接收。本地文化研究學者馬
傑偉就曾對香港作為現代文化輸入的角色
變遷，做過專門的論述。

然而，香港、內地雜誌業跨境合作的創新
經驗，能在多大程度上參與國際市場對話，
還要拭目以待。作為國家新聞總署名下的非
營利機構中國期刊協會，他們在去年主辦的
亞太數字期刊大會上，邀請了《創新報告》的
主編做主題發言，成為他們引進《創新報告》
中文版的契機。為了填補無中國區案例入選，
他們更同步啟動「尋找中國期刊創新案例」活
動。為此，我們聯繫到協會秘書長譚海燕女士，
進一步對《報告》內容以及中國特別是內地期刊
業現狀做一個評論。

四合院裡的大嶼山

中國期刊業的後香港時代

記：原版《創新報告》中的案例分析是此報告編寫的

一大特色，而非其他報告常見的數據和圖表，如

何評價這種風格？

譚：因為聚焦於「創新」，這份報告沒有採用我們通常
見到的大量數據加圖標的寫作樣式，而是採用案
例式寫作。採取「理論+實踐」的寫作方法。研究
者通過生動的語言，先進行期刊在某一領域的數
字化創新理論介紹，然後再附以案例介紹具體的
操作方法，做到了理論性和實踐性的有效統一。
如報告的另一主創編輯John Wilpers所說，因為沒
有任何形式能比具體的成功案例更能詮釋「創新」
的案例。
每一篇案例相當於一個主題，圍繞這個主題，可
能會將相關的多家期刊的創新行為融合進來。所
以全文34篇案例，涉及的公司有上百家。全文的
寫作風格，相較我們國內報告的學術性，更為生
動活潑。
我們在引進這份報告之後，還根據中國的期刊業
實際，提供了一些適合於本土操作的延伸性闡
述，因此具有很強的操作性。

記：《創新報告》對於中國期刊行業的啟發是甚麼？

目前國際期刊業發展中，有哪些是值得我們關注

的話題？

譚：如果說啟發，我認為整個報告30多個案例，每個
案例主題所指引的都是一片巨大的藍海，讓我們
知道：哦，雜誌也可以這樣玩。是的，它是指
引，是世界期刊最前沿的路標。這份報告將告訴

你明天的雜誌世界會是甚麼樣子。
對於中國期刊業最大啟示，則是：一定要用創新
思維、創新實踐來改造傳統期刊業。在數碼化的
衝擊下，傳統期刊業要想獲得生存和發展，目前
最重要的就是創新利用網絡平台和數字技術，尋
找自己的增長動力。只有跳出傳統的辦刊窠臼，
徹底的思考期刊產業正在變化的產業鏈條，採取
創新性的市場拓展手段，才能在數碼化時代找到
自己的坐標。
目前國際期刊業發展的過程中，「數碼化、品牌
化、集約化、細分化、國際化」這個「五化」是
最重要的發展趨勢。數碼化的核心是幫助期刊找
到曾經流失了的受眾；品牌化的核心是建立期刊
與客戶（包括讀者和廣告主）之間的忠誠度與信
賴度；集約化的核心是降低期刊生產過程中的成
本浪費；細分化的核心是對受眾進行區隔提供更
個性化的內容和服務；國際化的核心是拓展其他
國際和地區的市場從而複製成功辦刊經驗尋找新
的利潤增長點。
《創新報告》裡面所列舉的案例，已經突破了傳
統刊社的邊界，譬如有些案例是介紹IT技術在雜
誌上的新運用。我想，從中得益的，不僅會有中
國期刊，也包括其他類型媒體，甚至互聯網公
司。

記：中國期刊與國際期刊在內容、設計、包裝、出版

制度方面有怎樣的差距？

譚：目前，隨 愈來愈多版權合作期刊的出版，以及

辦刊水平的不斷提高，中國已經湧現出了一大批
完全可以比肩於國際知名期刊的著名期刊，如

《時尚COSMO》、《智族GQ》、《第一財經週
刊》、《中國國家地理》、《三聯生活週刊》等，
這些雜誌不論是從內容、設計、包裝或者出版流
程都與國際一線刊物相差無幾。至於出版制度，
如果是指出版管理制度，我想無所謂差距。中國
有中國的媒體管理規定，相比報紙、電視，中國
期刊應該是市場化程度最高的，而且會愈來愈開
放、愈來愈活躍，所以我不擔心出版管理制度的
問題。
如果是指期刊本身的出版流程和編輯規範，國外
期刊尤其是美國期刊由於發展時間長，市場規模
大，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套嚴格的編輯流程，是一
種工業化的期刊生產方式。而內地期刊雖然有一
些目前的出版流程和編輯規範已經非常專業化，
但是整體水平參差不齊，良莠共存，大多數期刊
仍然停留在小作坊式的辦刊水平。這是最值得國
內期刊借鑒和提高的地方。

記：中國期刊業市場似乎進入百家齊放期，怎麼評價

這種現象？有甚麼成功的案例？

譚：中國期刊的發展還沒有到飽和期。與成熟國家相
比，我們的人均擁有雜誌數及雜誌閱讀時間，都
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所以有人認為在中國紙媒
的衰退期要相對延後。所謂百家齊放，當然是好
現象。雜誌本身就是分眾讀物，愈成熟的市場，
雜誌也愈細分，定位愈精準。像近年來男刊市場

的活躍，就是證明。如時尚、瑞麗、康泰納仕幾
大雜誌集團，在競爭白熱化的女性雜誌市場之
外，紛紛針對男性 力打造或者推出新刊《男人
裝》《男人風尚》《GQ智族》等，都取得了不錯的
成績。
百家齊放，我們認為有幾點原因：首先最重要
的，相比於報紙，期刊受到互聯網的衝擊相對
較小，因為期刊的深度閱讀和情感交流功能是
互聯網難以取代的。因此，大多數人判斷，中
國內地的期刊市場仍然是一個不飽和競爭市
場，在未來5至8年的時間裡，仍然有巨大的市
場機會。加上期刊業本身的限制比起報紙和圖
書要小，因此使得湧入期刊業的辦刊資金非常
多。目前的內地期刊業，每年都有眾多新刊亮
相，顯得活力充沛。
同樣，還有讀者的閱讀需求有關。期刊一直被認
為是能與讀者產生情感交流的最有效媒體形式，
因此互聯網時代的讀者仍然有閱讀期刊的情感需
求。這也是促進新刊不斷湧現的一個重要動力。
近年來的新刊，成功的案例有《第一財經週刊》
和《看天下》等。《第一財經週刊》創辦短短三
年，已經取得了很大的受眾規模的讀者規模，靠
的就是對「80後公司人」這一群體的精準讀者定
位和清新、獨特的辦刊風格。《看天下》則是把
傳統的文摘雜誌進行了進一步的提升，加工成可
讀性更強、時效性更高的「新聞文摘」，而且採用
了強而有力的發行手段，在發行終端投入巨大，
因此在短短的時間內快速打開了市場。

中國期刊業市場遠未飽和 記：記者　譚：譚海燕

《2011世界期刊創新報告》案例示範：

數碼航機雜誌

「尋找中國期刊創新案例」面向港、澳、台地區徵集：
申請日期：即日至9月20日
要求：由媒體公司（不僅針對期刊出版商，也包括有期刊業務的其他類型公司）提

交100字有關創新項目的概述，再由《報告》編輯部衡量後決定是否作進一步採寫。
評審團隊：由國際期刊聯盟、INNOVATION創新媒體公司及其顧問團隊組成的

《報告》編輯部衡量。中國期刊協會的譚海燕秘書長說，案例能否入選，取決於創新
措施有無價值。譬如，它是否明顯的幫你開源節流；是否提升了用戶體驗或讓品牌影
響卓有成效。

參與方式：港澳台地區有意參加者請發郵件至 qkcxchina@sina.com.cn，索取申請
表，填寫後返回即可。

去年由國際期刊聯盟FIPP和INNOVATION創新媒體公司推出的《世界期刊創新報告》（INNOVATIONS IN

MAGAZINES WORLD REPORT），搜羅全球期刊行業經典案例，以呈現世界優秀雜誌的運營創新理念及成功之

道。今年他們的《2011創新報告》，首次獨家授權中文版給中國期刊協會，本月在中國內地和港、澳、台地區同

步發售，定價不菲，1980元人民幣，已經比英文版299英鎊還便宜了1/3。

厚度猶如大部頭教材的原報告，並沒有將中國區納入視野。中文版的引入，不僅預示 中國期刊業對行業高

端分析類資訊的需求，也是近十幾年來，尤其是內地期刊業，視覺文化、消費市場開始成熟的反射。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 部分內容由中國期刊協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