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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月 全文本视角下文艺类图书出版的意义生成
郑　工　于广华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上海，200444）

随着当前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审美

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对美的造物和艺术的期待不断

增强，体现在图书出版领域，即对具有一定审美内

涵的文艺类图书的需求逐渐增长。 文艺类图书在

“中国最美的书”获奖作品中占比高达 73% [1]，这

些文艺类图书内容与设计有着统一的文化审美意

蕴，能很好地满足现代人的文化审美需求，在选

题立意、装帧设计、出版营销等方面对文艺类图

书的出版具有一定的范式意义，笔者试图以此为

例，探究文艺类图书审美文化意义的生成与传播

机制。“文本”概念，以往多指代文字内容，随着

融媒体的发展，传统“文本”概念得到拓展，赵

毅衡从符号学角度提出“全文本”概念，指出在

当今文化意义系统之下，任何文本生成后，伴随

而来的还有一系列相关的文本，“凡是必须进入解

释的伴随文本，都是文本的一部分，与狭义文本

中的因素具有相同价值”[2]。符号学全文本的理论

切入，对于明晰文艺类图书出版的符号意义生成、

传播和接受机制有着积极意义。

1　全文本：主文本与伴随文本意义的整合性 

“文本”概念原为文学理论术语，即若干语言

文字组成一个含有某种意义向度的文本整体，文

化符号学拓展了传统“文本”概念。“符号”即

携带某种意义的感知，也可称之为单个意义单元，

但我们处于一个复杂的意义世界网络之内，符号

很少单独表达意义，我们日常感知的意义往往是

若干表意符号的集合，这些若干符号组合成具有

某种意义向度的“文本”，也即“符号文本”，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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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审美文化需求方面，文艺类图书起着重要作用。文艺类图书出版，需
要考虑内容与书籍设计的统一性，融图书前文本的文化语境、解释性评论文本的引导意义和融媒时代的
链文本于一体，思考图书主文本如何与诸多伴随文本共同营造图书的审美文化综合体。笔者以“中国最
美的书”文艺类图书为例，从符号学全文本的理论视角，探究文艺类图书出版的新范式，以此明晰其图
书符号意义生成、传播和接受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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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接收者对符号的意义感知往往是组合化与文本

化的，符号的意义感知内含着文本化特性。“任何

一个符号文本，都携带了大量社会约定和联系，

这些约定和联系往往并不显现于文本之中，而只

是被文本‘顺便’携带着”[3]。我们处于一个多元

和复杂的意义世界之中，对任何一个文本的接受

和阐释必然碰触到文本周边的意义世界，具有意

向性的“人”往往会将该文本所关涉的其他附加

符号意义一同接收。这些伴随而来的意义单元被

赵毅衡称之为“伴随文本”，在意义世界的网络之

中，“所有的符号文本，都是显文本与伴随文本的

结合体，这种结合，使文本不仅是符号的形式组合，

而成为一个浸透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动态构造”[4]。

可见，符号很少单独表意，我们对符号意义

的感知是组合性和文本化的，对图书出版而言，

图书内容即赵毅衡所言“显性文本”，也即我们传

统意义所理解的显性的占据主导位置的图书内容，

换言之，“显性文本”是图书占据主导性的文本，

也即“主文本”。所有符号文本均是主文本与伴随

文本的集合，这个集合即“全文本”，“全文本”

概念揭示了在符号的阐释过程中，接受者对于符

号主文本（传统图书文本概念）与伴随而来的文

本（文本的拓展性概念）整合性的意义感知与接

受。符号学全文本概念指出了符号意义接受者的

重要性，“符号”必定携带意义，哪怕是“空符

号”，也会基于语境压力被接受者阐释为具有某种

意义，因此决定符号意义的不在于符号的发送者，

而在于符号的接受者，符号是潜在的被阐释出来

的对象，即某个符号的意义就是被接受者感知到

的意义。“在互联网信息时代，受众有权选择自己

感兴趣的信息进行接触，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受

者，甚至是信息的主动传播者”[5]。全文本概念与

融媒体时代图书发展趋势相契合，为图书出版的

意义生成增加了符号接受者的阐释维度。读者在

接收和解释符号意义时，必然包含一个将符号“文

本化”的过程，必然同时性地接受图书的主文本（图

书内容）与伴随文本（伴随而来的书籍设计、文

化语境与社群阐释）的意义，也就是说，读者对

图书的符号意义感知必然是组合化和全文本化的。

读 者 对 这 些 文 本 化 组 合 意 义 的 感 知 具 有 瞬

间共时性。如 2019 年“中国最美的书”《梦影红

楼》，该书为清人孙温所绘《红楼梦》画册，当读

者在原初性地感知这部书时，整个书籍封面的设

计、色彩、字体及《红楼梦》文学内涵，会使之

瞬间获得对这部书的整体感知。但如若细分这种

感知，可以将《红楼梦》画册视为主文本，将装

帧设计视为副文本、当今文化人士的题跋和推荐

视为评论文本，将 “大观园海报”与人物贴画等赠

品视为链文本，它们与主文本一同被感知。换言之，

面对《梦影红楼》时，无论如何读者无法单独感

知红楼梦画册的主文本符号意义，主文本与书籍

设计风格、红楼梦的文化语境、符号接受者的文

化素养等诸多文本意义元素共同呈现，因此必须

将看起来不在文本内部的伴随文本当作该文本的

一部分进行共时性阐释。受众对于文本的意义感

知是综合了主文本与伴随文本的“全文本”式的

意义感知，这就是符号文本意义接受的“全文本”

意义机制。以下将进一步阐释影响文艺类图书感

知和意义接受的诸多符号文本类型，剖析文艺类

图书出版过程中意义的生成、传播和接受。

2　前文本与文艺类图书出版的文化语境

前文本也称生成性伴随文本。“文本生成时各

种条件留下的痕迹称作生成性伴随文本 ：前文本

是一个文化中先前的文本对此文本生成产生的影

响”
[6]。文本的生成必然处于一个特定的文化语

境，此文本生成之前的全部历史文化，均可称为“前

文本”，文本生成之际均会受到特定的文化语境的

压力，由此，“前文本”概念将图书文本置于一个

宽广的文化意义网络之中。

前文本涉及在该文本之前的与之相关的另外

一些文本。最近几年“中国最美的书”较多地涉

及当代艺术，如《欧阳春 ：凡夫俗子》，该书出版

之前，已经有欧阳春的“凡夫俗子”装置艺术展，

展示其创作的三十余件装置作品。欧阳春把即将

拆迁的家属楼的废弃物品制作成装置艺术，赋予

这些旧物全新的面貌，展示一个群体的历史记忆。

该装置艺术展就可以视为该书的前文本，《欧阳

春 ：凡夫俗子》图书的出版是对三维装置艺术的

二维平面转化，参观过该装置艺术展或者熟悉欧

阳春的读者在阅读该书时，会产生一种印象中三

维装置与二维平面的感知觉交错，前文本与图书

文本之间产生一种文本间性。《香格纳画廊 20 年》

记载了 20 年来该画廊的一系列展览，收录了大量

照片，该书按照时间顺序呈现画廊在不同年代的



54

编辑学

编辑工作

栏目主持　

舒月
展览，同时管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折射

社会和历史的变迁。当代艺术集中体现了当代人

的视觉审美范式和精神状态，“中国最美的书”同

样关注当代人的审美和视觉范式问题，在这一点

上，“中国最美的书”与当代艺术取得了联系，当

“中国最美的书”与其前文本当代艺术相遇，三维

空间的当代艺术转化为二维平面空间的图像文本，

某种交互意义便会生成于媒介样式的转变过程中。

图书选题必然涉及某种特定的文化意义，而

该文化意义承载着文本诞生之际和之前的全部文

化语境压力，并牵引和关涉图书内容周边的文化

意义网络。如雷蒙德·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

数十年前就被引进中国，一直不温不火，然而经

过重新策划改版，在 2018 年突然热销起来，并荣

获 2019 年“中国最美的书”。究其原因，小说主

人公马洛独特的生活方式与当下年轻人追求独立

的时代精神相契合，洒脱、自带醉意的生活方式，

贴切现代都市年轻人的心境。因此该书的改版再

出，是对前文化即都市文化语境的顺应，该书的

热销，反映该书在其所处的文化意义网络之中牵

引出了特定读者的文化共鸣。同年“中国最美的

书”《苏联人镜头中的新中国》也是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这个文化语境之下应运而生的。

图书出版之际所关联的文化历史语境，并不

直接体现在显性的图书主文本之中，图书的文化

语境压力以隐形的方式影响着图书接受者的意义

感知，因此对于文艺类图书的出版，需要考虑选

题的前文本以及所处的文化语境，这些前文本往

往影响该文本的阐释和解读，特别是系列图书的

选题，先出版的选题往往对后来系列选题的意义

接受产生语境压力。再版图书往往面临更大的前

文本语境压力，此前出版的图书构成再版图书的

前文本，再版往往有着前文本对照，因此如何再

出新意至关重要，再版书的书籍设计需要考虑前

文本书籍设计风格，思考如何统筹书籍设计前后

风格关系，并契合当下时代审美范式。此外，再

版书需要考虑图书再版之时的文化语境压力，思

考如何把握时代文化热点以及社会群体的审美阅

读趣味，在前文本压力之下重新激发再版图书之

新意。文艺类图书主要契合人们审美文化需求，

图书的设计及所处文化语境至关重要，因此，文

艺类图书出版更需要考虑前文本问题。

3　副文本、型文本与文艺类图书出版的意义编码

图书相关的前文本与文化语境是隐性的，但

有些伴随主文本而来的伴随文本，会以显性的方

式出现在图书之中，这些文本可以称为显性文本。

显性文本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副文本，如电影海

报、唱片专辑的封面设计、图书的装帧设计、印

在作品封面的作者姓名或创作团队、电影的片头

片尾等。另一类是型文本，“指定这个主文本所属

一些集群，即文本被文化所归类的一些方式”
[7]，

如爱情、恐怖、谍战等电影的不同类型，青春文学、

中国古典文化、儿童文学等文艺类图书出版类型

与系列。图书出版者将意图编码为副文本、型文本，

意图提示和引导读者的意义接受，因此这些显性

的副文本、型文本也成为文艺类图书出版意义生

成的编码环节。

3.1　副文本 ：书籍装帧设计

副文本“是‘显露’在文本的表现层上的附

加因素，它们是显现的，并不隐藏。可以把它们

看作文本的‘框架因素’”[8]。对于图书而言，书

籍设计是书籍内容的物质承载者，也是图书最主

要的文本框架因素。书籍装帧设计对图书内容审

美意义的传达至关重要。“中国最美的书”文艺类

书籍主要满足人们的审美文化需求，读者购买此

类书籍的目的主要是满足个人的审美文化想象，

因此文艺类书籍的装帧设计需要细致地考量设计

元素如何与文本内容相互融合，从而营造一个系

统性、意义整合性的文化审美共同体，进而契合

图书意义接受者的审美文化需要。

图书装帧设计直接影响读者对图书的感知，

良好的装帧设计往往与图书内容相得益彰，有着

融洽的意义交互，书籍设计的材质、排版、风格

都会影响读者对文本内容的意义获取。如《漫长

的告别》为侦探类型读本，为了契合故事发生的

语境，该书设计时增加了六张原创插画，将书中

六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刻画出来，同时在插画

之后附了一张洛杉矶地图，标明故事涉及的一些

地点，由此更好地全景呈现钱德勒笔下的罪恶之

城。又如 2019 年“世界最美的书”《江苏老行当

百业写真》，该书讲述江苏逐渐消失的一些老行当，

其纸张采用的是一些老行当老店铺包点心的粗陋

纸张，而且纸张周边呈现手裁的毛边效果，灰色

粗糙的纸张背后是一个即将消失的历史空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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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纸张粗糙，上面印刷的字和颜料会出现掉粉状

况，使书籍内容和文字样式具有一种斑驳淋漓之

感。此外，该书在装订方面采用传统纸钉方式，

页码采用传统“苏州码子”。设计者的材质选用和

设计处理，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当其触及这些

粗糙纸张、掉粉的印刷、凸显的纸钉时，会随之

产生一种模糊的、不确定的对老行当的感知觉。

书籍材质和书籍设计风格这些副文本，关联着读

者的记忆空间，文本意义的获取方式也是“全文本”

式的，因此我们也很难分清副文本和主文本的界

限，书籍设计和文本内容交错融合为一个整合性

的审美感知体。

3.2　型文本 ：归类、丛书与系列

型文本也是文本框架的一部分，诸多图书类

型与系列丛书往往指明文本所从属的某种文化集

群，诸多类型的文本方式其实是某个文化群体的

归类方式。文艺类图书出版的型文本往往指向一

个集群，背后有着它的文化意义集合，这种文化

意义集合经过公众社会的集合阐释而具有某种规

约和范式，读者会以特定的方式去阐释此类型文

本。对于图书出版而言，型文本主要采用系列丛

书方式，而丛书的归类方式又多种多样，比如某

个作者的系列丛书、某个地区或文化主题的系列

丛书、某个类型题材的丛书等。

部分型文本来自于书籍的类型和题材，比如

言情、侦探、动漫、历史题材等，很多读者群体

喜欢购买某一题材类型的图书，有着某种型文本

的偏执，如 2018 年再版的《漫长的告别》，在图

书营销策划之时，该书被策划者贴上了最新流行

的悬疑类型的标签，宣称颠覆了福尔摩斯式侦探

模式，从而吸引了悬疑侦探类图书的读者群体的

注意。在当前消费社会，消费关系重构了诸多人

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现代人“人生在世的基

本生活感、生活情调、情绪样式以及需要等，归

根到底要在消费关系的结构性背景中才能得到说

明”
[9]。也就是说，读者在购买某类文艺类图书时，

不仅为了满足个人的审美文化需求，同时在确认

某种个人身份和文化认同，某一类图书背后是某

个群体的文化想象共同体，比如《陈从周造园三

章》与《漫长的告别》的购买群体背后的文化想象、

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均有所不同，如果某类文艺

类图书契合某个读者的文化气质和价值体系，那

么该读者也需要这些图书来印证和彰显个人特质，

因此会持续关注具备同样审美倾向的书籍。

“中国最美的书”书籍内容与设计相融合，追

求文化审美意义传达的统一性和有机性。“中国最

美的书”也出现部分作者兼书籍设计师的作品，

如 2017 年洛齐的《是我 ：一个书法主义者的无言

之诗》，文本与设计无间统一，呈现了一位艺术家

对书法现代转化的思考。《书·筑 离合》《虫子书》

《黑白江南》等“中国最美的书”获奖作品也是作

者兼设计者。由此可见，优秀的文艺类书籍的主

文本与伴随文本虽然界限模糊，却整一性地呈现

出某种特色鲜明的审美文化范式，而每个独特的

审美文化范式又契合着不同读者群体的文化审美

想象，比如 2019 年“中国最美的书”《草贴手页》

契合热爱自然草木、追求自然化生活品质的群体，

《大桥记忆》契合喜好桥梁建筑及南京本土历史文

化的群体，《中国古代门窗》《中国园林》《观照》

契合喜好传统文化、有东方式美学品位的群体。

被文化归类的方式还有很多种，对于“中国

最美的书”而言，“最美的书”奖项本身就是这类

书籍最显著的型文本。随着当前人们对文艺类图

书文化审美内涵要求的提高，书籍设计所营造的

整体审美感知越来越重要，“中国最美的书”系列

也成为凸显图书的审美文化内涵的型文本，部分

文艺类图书利用“中国最美的书”这个型文本进

行出版营销，直接将“中国最美的书”标签写入

推广文案，点明“中国最美的书”型文本，以此

影响读者的意义接受。部分读者对“中国最美的

书”的设计师有所偏好，他们往往会购买该书籍

设计师的系列作品，如《梦影红楼》的文案直接

写明，“世界最美的书奖获得者潘焰荣，亲自操刀，

耗时一年，精心设计”。《东坡乐府·雅集》营销

文案标识出“‘中国最美的书’大奖连续获得者白

凤娟 2018 年唯一图书设计作品”。“中国最美的书”

已经举办十余年，有一定的受众群体，熟知此奖

项的读者也对“中国最美的书”有一定的型文本

偏执，认为此奖项在某种程度上是图书的质量保

证。此外图书的作者或者制作团队也会形成型文

本，比如 2017 年“中国最美的书”《金圣叹选批

唐诗六百首》的创作团队在 2018 年继续推出《东

坡乐府·雅集》，其广告文案就直接标出“原班人

马重新推出年度爆款《东坡乐府·雅集》”，当《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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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叹选批唐诗六百首》的读者感知到“原班人马”

这个型文本时，往往也会留意《东坡乐府·雅集》。

因此，文艺类图书出版与策划需要考量受众对不

同的型文本的偏执，以此把握受众的审美心理。

4　评论文本与文艺类图书出版的意义交互

前文本、副文本、型文本是在文本出现前就

已经发生，在文本出现之后，置身于意义网络之

中的文本，在意义的传播过程中，出现了前受众

的阐释的反向传播，即在受众感知某本图书之时，

已经存在部分评论和阐释文本，由此出现前阐释

文本与读者接受语境的意义交互，并影响图书文

本意义的接受。

4.1　显性评论文本 ：书评、序 / 跋、评论

评论文本，指在文本生成之后且被部分读者

接受之前，出现的能够影响意义解释的各种文本，

如相关评论、新闻、传闻、批评、道德或政治标签等。

此处的评论文本，其概念落实在具体的受众接受

语境之中，融媒体时代信息大爆炸，诸多符号信

息的交互传播复杂多样，对于图书而言，在一本

书被受众感知和接受之前，融媒体时代即时的信

息交流往往已造就出诸多相关评论和阐释群体，

他们的意见会影响其他读者的意义接受。在融媒

体时代，某个读者在感知图书时往往已受到诸多

评论文本的影响，这些评论文本与读者个人感知

产生意义交互，由此生成某个读者或阐释群体的

评论文本意义，该意义生成后又会产生二次的意

义传播，影响到下一层级受众的意义接受，因此

评论文本定义为某个传播层级的受众在接收意义

之时能够影响其意义接受的一种伴随文本。

评论文本，一方面以显性的方式体现在书籍

封面或内页的书评、序言之中，如《梦影红楼》的

部分评论以显性评论文本形式出现在该书的序言题

跋中，与内容共同呈现给读者，该类型的评论文本

往往具有强烈的导向意义，如《梦影红楼》由中国

美术学院教授范景中和古典文学名家骆玉明联袂

推荐并评论作序，这种权威的阐释群体极大地影

响了文本意义传达和接受。《漫长的告别》宣传语

直接标出“怪不得村上春树读了 12 遍”，表明村

上春树对于该作品的态度，由此吸引了部分喜好村

上春树的群体。豆瓣“年度最佳科幻小说”《与罗

摩相会》，凭借“怪不得是刘慈欣的偶像”的宣传语，

从小众读物一夜爆红。相关文化权威和知名人士

的评论以副文本的形式出现在图书中，积极引导

受众按照图书编码者的意图来进行意义阐释。

4.2　网络评论文本 ：网络文案、贴吧、豆瓣

融合媒体时代涌现出诸多信息共享和交流平

台，受众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组成网络社群，在

网络平台即时共享和交流相关信息。网络社群同

时是个体对于身份认同的一种反映，即个体认同

自己属于某个社会群体并认同该群体的价值和情

感意义。网络社群会围绕某个主题在网络平台上

相互跟帖交流，如豆瓣将作品分为电影、读书、

音乐等若干大类，每类有相应的榜单。豆瓣读书

对现有书籍进行整体归类，受众群体对书籍进行

评价打分、互动交流，个体的评价往往不同，但

是经过社群化的筛选整合，某些具有代表性的评

论会被集群筛选出来并置顶，如豆瓣某本图书的

点评打分就代表了某社群意见。个体化集结而成

的社群化阐释效力逐渐凸显一定的诱导力，部分

读者在购买图书之前，会先去相关的点评网站收

集评价信息，因此诸如豆瓣之类的社群评价逐渐

成为重要的评论文本，极大地影响图书的意义传

播和接受。除了点评类的群体评价文本之外，一

些大 V 以及有影响力社交媒体公众号的推荐和品

读也成为日益重要的评论文本。以 2018 年“中国

最美的书”《市井西仓》的网络评论文本为例，一

是“什么值得买”网购推荐平台上出现了个体评

论《品味市井的味道，2018 年度最美图书 ：〈市井

西仓〉》，讲述作者参加京东众筹时遇到此书及购

买此书的过程，评论穿插大量手拍图片，最后对

该书做出评价。二是因为该书定位于西安本土文

化，因此该书文案主要出现在介绍西安本土人文

的公众号内，如蜻蜓 FM 有声读物平台的“文化

三秦”公众号推送《市井西仓》的有声读本，部

分西安本地微信公众号在推送西安的古今历史时

介绍该书，文末附购买链接。

基于销售数据而形成的榜单也是社群阐释评

价的直接体现，比如双十一期间，京东、当当均会

制作当年的销售榜单，这是基于大数据的评价文

本，部分图书的文案也会标明该书销量、榜单名次

等，如“2015 年中国最美的书邂逅双十一，《上海

字记》销售 800 册”等文案。网络评论逐渐成为

重要的评论文本类型，其阐释效力和对读者的影

响力甚至逐渐超过传统的推荐、题跋、序言之类的



57

出版科学

（双月刊）
2020 3

28
期年第

第 卷

PUBLISHING
JOURNAL

评论文本，个体因共同兴趣而集结的网络社群，其

内部逐渐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文化身份认同，经过群

内即时信息交流与相互意义阐释，生成的颇具信服

力的社群评价，直接影响了图书出版的意义接受。

5　链文本与文艺类图书出版的意义接受

链接性的伴随文本，即“链文本”，又称为

超文本 (hypertext)，指与读者在接受图书意义时

一同呈现的可被“链接”起来一同接受的各种其

他文本。该文本类型与型文本类似，但是型文本

是在符号意义生产时故意营造的同类型文本的集

群，从而诱导受众的意义解读，而“超文本是在

符号文本被接受同时的延续行为，一道接受的不

一定是同类型文本，某个符号文本的接受变成一

批文本的集团接受”[10]。链文本一方面指代融媒

体时代网络图书平台之间的相互链接，另一方面

指代与图书相链接相邻近的其他媒介或文本类型，

诸多不同类型的文本之间有着符号组合轴的关系，

如图书相关文创产品及衍生品等。链文本会对读

者图书意义接受产生影响，因此文艺类图书出版

需要考虑意义接受之时的相关链接性文本。

5.1　融媒体时代的超链接

在融媒体时代，读者在接受图书意义之时，

出现了与图书相关的诸多链接性文本。比如，在

网络购书平台，链文本将与某本图书相关的其他

图书展示在同一页面之内，读者在搜索某本“中

国最美的书”的同时，可能会跳出其他“中国最

美的书”的链接 ；读者在搜索某个作者的某本书

之时，与该作者相关的其他图书也会被推介到网

页界面。链文本经常出现在多媒体网络之中，通

过链文本读者可以直接跳转到相关网页和购书平

台客户端。如读者在阅读“中国最美的书”相关

新闻网页、网络文章、公众号文章时，可以通过

点击图书图片直接链接到相关购书平台或者图书

点评客户端。在豆瓣的图书点评页面，读者通过

在线试读可以链接到豆瓣读书手机客户端，也可

以通过点评页面直接链接到相关购书平台。

诸多网络新媒体对图书意义接受进行系统化

整合，通过便捷的链接方式将图书的审美文化意

义与图书文化消费整合在一起。消费社会将个人

与社会的诸多关系性需求整合进消费系统框架之

内，我们在消费商品的同时也在满足个人精神文

化需要，这就是消费社会文化全面进入经济基础

领域的文化与物质的非二分性。就图书而言，读

者通过点评网站、公众号、软文案等媒介渠道收

集相关文艺图书信息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地了

解某本图书的审美文化取向，然后通过链接性文

本，完成对图书的初步感知与购书消费。

5.2　图书相关衍生品

链文本一方面指代读者接受图书意义之时同

时出现的相关的其他图书、点评及购书客户端链

接，另一方面指代与该文本一同被接受感知的其

他类型文本，受众往往会集团化地将这些不同类

型的文本意义共同接收。图书相关文创周边产品

及随书附赠的衍生品，都可被视为链文本，拓展

图书的审美文化内涵，如《漫长的告别》附赠钱

德勒的珍藏版书迷手册，讲述钱德勒的生平，拓

展读者对图书的理解。图书文本本身具有一定的

文化意义，作为副文本的书籍设计使得文化意义

具有了物质载体，“中国最美的书”图书内容意义

和设计美学意义共同构筑了一个审美文化意义整

体。读者在购买“中国最美的书”时，往往看中

了这些图书营造的审美文化氛围，而不单单是书

籍的内容意义。在书籍设计之外，诸多随书附赠

的衍生品将图书的文化审美延伸到日常生活层面，

共同打造一种生活美学。比如《东坡乐府·雅集》

随书附赠《万事从来风过耳》填词本，精选苏轼

词中的春夏秋冬四时词句，以时为序，以词牌为律，

留下些许空白，读者可随兴填词。此外还赠有《一

肚皮不合时宜》日程本，读者可以记录日常生活

的点点滴滴，日程本内部也间杂一些苏轼造酒、

美食、制墨等趣事，将图书文本衍生的东坡文化

氛围与读者日常生活交互起来，将图书的审美文

化意义拓展到生活层面，使得日常生活审美化。

在媒介融合时代，由于受众往往全文本式地

感知图书审美文化内涵，因此出版者不断地将图书

审美文化意义拓展整合到其他媒介形式和相关文

创产品，向“动漫、游戏、电影、电视等方向进行

开拓，立体化挖掘 IP 价值”[11]。所以对于文艺类

图书而言，在媒介融合时代，应该充分利用图书

相关的文创、影视、漫画等链文本，不断突破原

有图书文本类型，延展 IP 产业链，通过多种媒介

的交互应用共同打造整一性的审美文化综合体。

6　结语：全文本与图书审美意义综合体的营造

图书作为文化样态的商品，在消费社会“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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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爆炸”时代，整个文化扩张进入基础领域，图

书出版的审美文化也与消费联系在一起，构造出

一个审美效果综合体。一本图书的出版，从图书

市场调研、选题、联系作者、定稿、书籍设计到

活动推广，是一个宏大的多维的文化系统工程，

而不是简单的选题、出版、营销的历时性、割裂

性的步骤。一本书的成功出版需要多部门的综合

统筹和通力合作，才能共同打造出具有整体审美

意蕴的综合体，这个审美综合体的生成恰好又契

合部分读者群体的文化审美想象。消费时代，商

品生产需要探究商品的消费群体，以及商品如何

契合消费群体的文化审美想象，“从最原初的环

节——产品定位开始，就一步一步把文化、意义

消费的预期深度铭刻、植入到物质生产的每一个

环节之中，直至释放为一波又一波的消费浪潮，

然后又重新开始”[12]。对于图书而言，文化全面

进入基础领域的意义即文化精神与物质经济“非

二分性”，书籍精神文化意义须无间地植入图书物

质生产的每一环节，并创造出契合读者趣味的审

美综合体，方能释放一波又一波的消费浪潮。

图书出版从图书的文化语境压力、意义编码，

到传播过程中的个体与群体评价阐释，再到图书

接受时的链文本相关产业链，意义的生成与接受

是一个系统化过程，符号学全文本概念的提出，

很好地阐释了文化意义世界内图书意义的传播和

接受机制，图书的文本意义不仅限于图书内容主

文本，而且在主文本之外，诸多伴随而来的文本

如副文本的装帧设计、前文本的文化语境、传播

过程中的评论文本、书籍接受时的链文本，这些

伴随文本与主文本意义相互交错，生成一个具有

完整系统性意义的审美综合体。“中国最美的书”

文艺类图书的出版推广，既利用“中国最美的书”

这个型文本标签，又不断探究书籍文本与前文本

的交互意义，解释性评论文本的引导意义，与链

文本的网络超链接及文化衍生品，共同打造审美

的意义综合体，这对文艺类图书出版有一定的借

鉴意义。读者有不同的审美想象，当前的文艺类

图书需要思考如何统筹文本与诸多伴随文本的关

系，将书籍文化意义融入图书出版的每一个环节，

打造审美意义综合体。由此“生成一个审美文化

场域空间，也为诸多历史、记忆、经验提供一个

存在场域”[13]，这样方能契合读者的审美感知，

激发图书消费浪潮。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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