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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经历许多繁花胜景，但贝塔
斯曼看上去总是很安静。

虽然图书出版如今只是业务板
块中一小部分， 但在很多人的心中，
贝塔斯曼这个名字依然呈现出一种
书香气质。

如果认真参详贝塔斯曼的发展
变迁，可以发现这个走过近两百年的
企业，本身就是一部阅读史。

2013 年， 贝塔斯曼集团从世界
500强榜单上消失了。

贝塔斯曼的黯然身影，是这个善
变时代又一桩无奈的失意。

阅读时代的祭奠
书，从来不只是一件商品，阅读，

也并非纸张对眼睛的贩卖。 贝塔斯曼
跌落 2013 年世界 500 强榜单， 失落
的不是高昂数字的利润，而是渐行渐
远的纸质阅读和日渐衰落的传统出
版。

1835 年 7 月 1 日，德国印刷商卡
尔·贝塔斯曼创建了以本人命名的图
书印刷公司。1950 年 6 月 1 日，“贝塔
斯曼读者圈”应运而生，其客户直销
模式被视为世界营销史上的巨大成
功。 在 1956 年进军音乐业务之前，贝
塔斯曼专注图书出版已有一个多世
纪的漫长岁月。

极盛时期的贝塔斯曼书友会覆
盖全球 56 个国家， 堪称世界最大的

“读者圈”。 风行全球的经营理念，将
阅读化成书友会的精神纽带和商业
链条。 在许多人的书架上，在每一次
静静的阅读中，贝塔斯曼书友会的好
时光绵延了半个世纪。

尽管现在的贝塔斯曼已是涉足
多个行业的庞大媒体集团，但在很多
人的心中，图书仍是贝塔斯曼最不变
的标签。 在读者看来，阅读是一种无
法用价格来衡量、也不能用商业来评
断的美好， 因为读书可以贴近心灵、
远离喧嚣———然而，“卖书的”却不可
以这样。

2008 年之后，以贝塔斯曼全面退
出中国市场为代表性事件，贝塔斯曼
告别了书友会、邮购目录以及实体门

店三大支柱， 最赚钱业务转变为
第三方物流和广播电视。 这家老
牌传媒集团的战略转型昭示出的
是当下传统出版和实体书店的生
存困境。

2012 年， 贝塔斯曼集团在世
界 500强榜单上排名第 492位， 这是
一个被认为极度危险的信号，因为不
小心就会滑到边缘， 直至跌出榜外。
2013 年，新一年的榜单上，贝塔斯曼
看似不意外地消失了。

从 2008 年排名第 316 位到 2009
年排名第 347 位， 再到 2011 年的第
444 位， 直至 2012 年的第 492 位，过
去的 5 年中，贝塔斯曼离开 500 强的
速度一直在加速，而与之相对应的是
数字化出版传统赶超出版业的大时
代背景。

在时代的流走中，依靠印刷出版
起家的贝塔斯曼最终远离了当初的
起点，成为对于曾经那段阅读时代的
祭奠。

“中国式”短暂青春
贝塔斯曼的中国青春来去匆匆。
尽管在 2008 年， 红极一时的贝

塔斯曼书友会突然在中国消失，但至
今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里，贝塔斯曼
依然只是一家经营邮购业务的图书
公司。

1997 年，还在读中学的赵先生第
一次在《读者》杂志的广告夹页里看
到一个新奇名词：书友会，同时他也
首度听说了贝塔斯曼这个品牌。 当时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贝塔斯曼”的名
字看上去十分“高端大气”。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 贝塔斯曼
给中国传统图书销售业带来了新的
业务模式，它也是在中国邮政之外最
早建立起自己送货上门和客户服务
系统的公司之一。在电子商务时代来
临之前，贝塔斯曼模式为许多中国读
者提供了另一种阅读消费的新鲜体
验。

2001 年，贝塔斯曼宣布在中国拥
有 150 万会员，有超过 800 万的会员
注册信息。 时年 19 岁的赵先生正是
其中的一名会员。 在购书没有更多选
择的时代， 在网络电商未发迹之前，

贝塔斯曼的“魔力”迅速而美好。 在赵
先生的记忆中，当时觉得“身为一名
贝塔斯曼书友会会员，说话感觉都能
大声一点”。

贝塔斯曼的到来，让中国读者在
新华书店之外终于有了更多选择。
2003年， 贝塔斯曼营业收入突破 1.5
亿元人民币。 然而， 就从 2004年起，
贝塔斯曼开始从巅峰滑落。 网络销售
书商的异军突起，加上贝塔斯曼长期
以来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高成本运营
难以为继等问题，导致其实体店与书
友会开始衰落。 2008年夏天，贝塔斯
曼宣布全面退出在华图书销售业务，
曾经风靡中国的贝塔斯曼书友会正
式从中国消失。

关于贝塔斯曼败走中国，有一个
令人惊讶的说法是：在中国的 13 年，
贝塔斯曼中国业务从未给德国总部
贡献利润。 相比较而言，“水土不服”
则是对贝塔斯曼遭遇“中国滑铁卢”
的一致评价。 曾有业内专家感叹“贝
塔斯曼拥有 100 多万书友会员，如果
当时转型 B2C 网络图书销售成功，网
络书商的机会会很小”。

2003 年， 贝塔斯曼建立了 BOL
网站， 同时面向书友会会员和非会
员，然而它还是错过了在华转型的最
后机会。 据说，当时来自贝塔斯曼高
层的意见是，传统书友会将来仍然是
主营收入，并不看好在线书店。 于是，
作为电子商务最早的开垦者之一的
贝塔斯曼，没能及时转型，而是任由
竞争对手迅猛发展。

2008 年， 贝塔斯曼书友会解散
时， 时年 26 岁的赵先生早已经是一
名“白金会员”，此时的他也已经大学
毕业步入社会。 对于贝塔斯曼的离
开，赵先生感到震惊和失落，但却并
不觉得缺憾，因为当时他已开始习惯
从网络书店订购图书了。

在文艺青年扎堆的豆瓣网，至今
存在着一个叫做贝塔斯曼的小组，在
其主页的简介里，这样写着：“来这里
是为了怀念， 怀念当年，那时，木有京
东、木有当当、木有卓越……”

当年从贝塔斯曼购得的书，至今
仍被赵先生整齐码放于书柜中。 他
说：“那是我青春的记忆。 ”———对于
贝塔斯曼来说，何尝不是？

吕晓艺 本报记者 高建生

本报记者 汪静赫

纪念日

1998 年 8 月 14 日至 28 日，
香港政府共动用 1180 亿港元外
汇基金，给国际炒家以致命一击。

1998 年 8 月， 一场前所未有
的“世纪豪赌”在香港展开。 一方
是以“金融大鳄”索罗斯为首的国
际金融投机家， 另一方就是以财
政司司长曾荫权为代表的香港特
区政府。 一时，这场“没有硝烟”战
火已燃。

8 月 13 日， 香港特区政府决
定向国际金融炒家“开战”。 香港
财政司司长曾荫权表示， 下此决
心绝非易事， 因为特区政府入市
有可能引起人们对香港金融经济
政策一贯性的怀疑； 而且一旦失
败，上百亿的美金将付诸东流。 虽
然香港是一个自由经济体系，但

绝非让国际炒家自由“提款”的地
方，正是意识到这一点，香港政府
痛下决心，迎头追击。

8月 14日，港府出击了。 这是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激烈程度
令所有亲历其中的港人心有余悸。
8 月 27 日战争已达到了白热化程
度。从上午 10时股市开市始，炒家
的卖盘就如排山倒侮一般扑来，短
短 15 分钟内，成交额即达 19 亿港
元，而在收市前的 15 分钟内，成交
额高达 82亿港元。这一天，香港股
票的交易额高达 790 亿港元，是平
日的 20 倍， 而港府则动用了 200
亿港元。

那个曾经在不同的地方赢过
不同的对手的索罗斯，最终以失败
告终。

（8月 13日—8月 19日）
一周史记

1998 年 8 月 14 日

8月 13日：
2009 年 8 月 13 日，中国银监会正式颁布《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

办法》。
8月 14日：

1998年 8月 14日，香港特区政府入市与国际炒家对抗。
8月 15日：

1988年 8月 15日，中共中央决定放开绝大部分商品价格。
2007年 8月 15日，国务院决定将储蓄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税率由

20%调减到 5%。
8月 16日：

1954年 8月 16日，中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试制成功。
8月 17日：

2000年 8月 17日，香港最大电讯商香港电讯正式与盈科数码动力
合并。
8月 18日：

1938年 8月 18日，袁牧之、吴印咸创办延安电影团。
8月 19日：

1948年 8月 19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

香港政府对抗“金融大鳄”索罗斯

广药集团整体上市后的新上市公司“广州白云山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广州药业)日前发布公告，广药集团董事
长李楚源担任该公司董事长。 公司原董事长杨荣明因退休原
因不再担任相关职务。 据悉，新上市公司“广州白云山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8月 5日正式揭牌。

有消息称，在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 10 年总经
理的裴长江“因个人原因”离任。 裴长江的下一站将重返券商
寻求职业发展，不出意外，是到国内券商龙头海通证券担任副
总。 海通证券内部人士近日确认，裴长江已到公司上班，但尚
未宣布职务。

联想控股日前宣布，联想控股高级副总裁、佳沃集团总裁
陈绍鹏将同时出任丰联集团董事长兼 CEO，原丰联集团总裁
路通离任。 陈绍鹏 1993 年加入联想，转战多个极具挑战性的
市场和业务， 为联想集团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2011 年加
入联想控股后， 陈绍鹏构建起了联想控股现代农业———佳沃
集团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业务布局。

如果认真参详贝塔斯曼的发展变迁，可以发现这个
走过近两百年的企业，本身就是一部阅读史。

2013年，贝塔斯曼集团从世界 500 强榜单上消失的
黯然身影，是这个善变时代又一桩无奈的失意。

贝塔斯曼：
一部阅读史的消亡

江湖

日前，中欧基金正式发布董事会换届公告，窦玉明被选为新
一届董事长，原董事长唐步由于任期届满，已于 8月 6日转任公
司监事会主席。 这也意味着，窦玉明或将成为公募基金公司(不
包括香港子公司和专户子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第一人。“员工
持股计划”或许是窦玉明到了中欧基金之后烧的第一把火。

窦玉明任中欧基金董事长

陈绍鹏出任丰联集团董事长

裴长江离任华宝兴业总经理

李楚源担任新广州药业董事长

陈芳 洪雅如

3个月、 3大阶段， 老中青三代音乐人的热情参与和互
动， 第一季“361°童装中国新声代” 落幕。 作为20年来中国
首档儿童歌唱类节目，“361°童装中国新声代”为中国广大儿
童开辟了一片清新的音乐天地， 打造出一档充满爱、 梦想与
自由的强档节目， 开启了“新儿歌” 时代， 与广大儿童一起
唱响未来。

“361°童装中国新声代” 主要面向14岁以下青少年儿童，
旨在直面当前中国孩子没有属于自己的歌可唱的儿童音乐断
层现状， 通过对经典曲目进行时尚改编、 启动“新儿歌” 全
新创作等手段以及通过合唱、 轮唱、 竞唱等多元化的呈现方
式， 唱响最具时代感的新童声， 挖掘孩子的音乐才华， 更好
地呵护儿童成长。

361°童装秉承“多一度热爱， 多一份未来” 理念， 始终
倾听儿童心声， 希望呵护儿童成长的每一步， 从研发服装到
联合打造“361°童装中国新声代” 等儿童精品节目与线下活
动， 不断延伸企业价值观， 把帮助儿童健康成长更深入地融
入企业战略， 以求通过在更广泛的领域， 以更多元化的投
入， 激发人们对儿童成长再多付出一份关爱， 一起帮助孩子
们创造更美好未来。

“361°童装中国新声代”， 从节目最初创意， 一直到赛程
制定， 老师选择， 最终制作等环节， 361°都全程参与， 始终
坚持“要做就做标杆与范本” 原则。 也是基于这一原则， 节
目邀请了歌王羽泉组合胡海泉、 陈羽凡， 情歌天后陈明和实
力唱将杨宗纬组成导师团队， 对小歌手们进行倾情指导， 帮
助小歌手们普遍提高歌唱水平。 为了让孩子真正成为儿童
音乐的主角， 361°与金鹰卡通卫视发挥各自优势， 通过
节目营造出轻松的、 自由发挥的空间， 帮助孩子们在属于
自己的音乐世界里放飞梦想， 并让家长们通过温情互动，
完成对孩子们爱的表达。 观众则在音乐与温情交汇的感染
下， 深度融入纯净的音乐世界之中， 进而节目收视率一路
飙升， 成为省级卫视中唯一一档能在周末七点双黄金档播
出的音乐类娱乐节目， 也堪称具有开创意义的儿童音乐节
目。

此外， 借由361°传播资源优势以及全国近万家门店和终
端资源优势， 节目的传播效果也不断提升， 节目的平台作用
有效显现， 让小歌手、 音乐老师、 家长， 乃至多位音乐界前
辈紧密携手， 为中国儿童音乐发展、 新儿歌的兴起积蓄正能
量。 而这正是361°童装举资赞助该节目的深意， 也对361°童
装“多一度热爱， 多一份未来” 理念做出了新的深情诠释。

让孩子们尽情地歌唱

361°新闻

———“361°童装中国新声代” 首季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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