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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编校工作已发生深刻变化，编辑侧重选题策划、出版周期缩短等，造成文字加工粗疏，校

对承担着编辑职责“后移”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校是非”的挑战，编校流程不顺畅甚至矛盾重重，编校质量
打了折扣。必须对编校进行重新定位，加强编校沟通，协调编校关系，建立起新型的编校合作模式，使编校工
序流畅有序，保证图书编校质量，缩减编校成本，才能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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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editing and proofreading has changed deeply. Because of publishing period has been short

ened, proofreaders have to confront more pressures and challenge. There are always conflicts in publishing process,
so that editing and proofreading quality continue to decline. To make sure publishing process be fluent and high
quality, it is necessary to renew the position of editors and proofreaders, reinforc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m, and establish a new cooper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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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的编校关系

在出版产业红火发展的今天，编辑必须十八般武
艺样样俱全，既要有深厚扎实的编辑功底，又要精通

编辑与校对工作有着广泛的合作基础

1.1

市场调研、销售、广告、会计等业务；同样，校对也

一直以来，出版界就常讲编辑与校对是保证图书

被推向风口浪尖，承担着编辑职责“后移”带来的巨

编校质量的“两道防线”，在当今形势下这一准则仍不

大压力。然而很多出版社限于规模、资金等原因，很

能放弃。编辑与校对作为上下衔接的两个环节，他们

难将编辑队伍按照策划、组稿、文案等编辑职能进行

在图书编辑加工工作中为着共同的目标，从不同的角

细分，容易造成编辑加工粗疏，校对则应接不暇，编

度进行互补性的合作与协调，使图书得以保质保量地

校流程不顺畅甚至矛盾重重，不仅使编校质量打了折

顺利出版，实现出版社正常、高效运转。

扣，还可能制约出版社的长期发展。当前存在的“重

1.1.1

编轻校”等现象，不利于构建良好的编校模式。出版

编校合作的目标

编校合作应牢牢树立质量最优、成本最低、周期

社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协调编校关系，

最短的目标。编校质量直接制约着图书的生命周期、

建立起新型的编校合作模式，调动编校人员的积极性、

影响出版社的品牌，消灭差错、提高图书质量是编辑、

创造性，发挥全员的最大潜力，使编校工序流畅有序，

校对的重要目标。当前在图书出版业走入市场追求“时

保证图书编校质量，缩减编校成本，才能适应激烈的

间省、效率高”的新情况下，又必须强调成本意识，

市场竞争。本文试图结合现阶段出版社的编校实际讨

包括物质成本与时间成本，在这方面，早已密切接触

论编校关系，并提出一种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编校

市场的编辑人员很容易认同，但是校对人员可能体会

模式。

不深，因此，出版社必须采取措施，让校对人员也意

[作者简介]

高健，厦门大学出版社编辑。

25

出版科学
2009年第6期

第十六届闽浙赣鄂四省出版理论研讨会专稿
栏目主持：荷 清

第17卷

识到市场浪潮带来的压力和机遇，引导校对人员树

工作带来冲击，使一些编辑对校对工作产生了偏见。

立市场意识，从而主动地节约时间与物质成本，以

电子书稿将原稿与校样合二为一，
校对的传统职责——

及逐渐适应校对外包的发展趋势。出版社只有统一

“对原稿负责”——就失去了意义，大部分“校异同”

编校人员对出版工作的认识，编校环节才能形成合

工作不存在了；校对软件校对书稿识别率高、速度快，

力来积极主动地、想方设法地保证质量、缩短周期、

并且操作简单，编辑与作者都可以做；校对外包已被

降低成本。

实践证明具有可行性。如此一来，疑问就产生了——

1.1.2 编校的互补性

校对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在

虽然编辑、校对在工作中有交叉和重复，但就整

这些新的挑战出现后，校对工作也不断地发展：校对

体而言，两者各有侧重。编辑审读加工，主要是在宏

的功能已转化为“校是非”为主、“校异同”为辅；校

观上把握书稿思想内容，以提升书稿的精神内涵；校

对人员不断摸索人机结合校对书稿的规律，避免校对

对过程则是微观考察，即字词、标点、量和单位的使

软件在语法、逻辑等方面的局限性；专职校对人员积

用是否准确，以及版面格式是否规范统一，使书稿的

极参与，对校对外包进行管理、质量控制等工作。

形式趋于完美。编辑长于判断与专业相关的差错，校

1.3

对则善于发现常识性差错；编辑常受思维定式影响，

新型的编校关系
编校合作互补则相得益彰，相互推诿则两败俱伤。

对自己加工稿件中的差错“熟视无睹”，校对则能站在

在明确当前编校工作广泛合作的基础以及编校矛盾产

客观立场进行审视，发现编辑忽视的错误。总之，二

生的原因后，出版社应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根据

者各有侧重，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不能互相取代，

自身出版实际情况与发展趋势，建立一种新型的编校

只有取长补短，通力合作，才能保证提高图书的编校

关系。

质量，这也正是“两道防线”的意义所在。

1.3.1 关系的调整与定位

1.2

编校矛盾及其存在的原因
第一，“重编轻校”倾向的长期困扰。“校对工作

对编校人员的工作重新定位——让编辑人员把精
力主要放在研究图书市场、选题策划与提升图书内在

是编辑工作的延续和完善，要尽量弥补编辑之不足”，

质量方面，并对排版、装帧、校对、印刷等环节进行

是出版界在谈到编校关系时常常提及的话语。但是，

全程监控；校对人员则在编辑发稿“齐、清、定”基

仔细推敲，则不难发现，其中包含着“重编轻校”的

理上担负起由编辑负责的部分文字工作，在控制书稿

倾向，甚至有人将编校理解为上下级关系，认为校对

编校质量环节处于主要地位。换句话说，编辑的主要

不能为出版社创造利润。显然，在编辑重策划轻“案

职责是选题策划并将选题思路贯穿到整个出版流程，

头”、校对“校是非”功能提升的今天，这种观念与现

编校质量主要由校对人员来控制。在整个出版流程中，

象对校对来说是不公平的，在实际工作中易于造成编

校对工作已不仅仅是编辑文字工作的延续和完善，尤

校矛盾。

其在书稿进入校对环节后，校对上升为主要地位，编

第二，编校分工模糊性带来摩擦与矛盾。虽然各

辑反而要配合校对把好质量关。这样，经过重新定位

种出版规章都对编校工作的职责范围进行了规范与指

后，在出版过程中就会形成平等共济的编校关系，为

导，但在实际出版过程中，前后衔接的编校工作，仍

编校高效合作扫清障碍，更好地激发编校人员的潜能，

然存在分工界限的模糊性，在责任分解上常会出现矛

既保证了图书编校质量也不影响出版周期，还能够提

盾。再加上现今编辑侧重选题策划，发稿量日益扩大，

高书稿内在质量。

出版周期不断缩短，编辑加工不可避免地存在粗疏的

1.3.2 将编校结为整体

问题；校对在出版流程中的任务加重，
“校是非”方面

编校分工界限模糊的情况错综复杂，决定了出版

的工作大量增加，时常会出现质疑不当或擅改原稿等

社难以从根本上完全划清编辑与校对的分工与责任，

问题。于是，编辑校对在工作中经常发生摩擦和矛盾，

硬性划分编校分工界限势必又是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

编校关系难免紧张。

处理编校关系的明智之举应该基于提高书稿质量，将

第三，电子书稿、校对软件、校对公司等给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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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结为整体，避免互相推诿。

建立新型的编校关系与编校合作模式
A New Relationship and Cooperation Model between Editors and Proofreaders

其一，
为图书质量的第一道防线——编辑加工——
设置底线。即将书稿“齐、清、定”，基本解决三审处
理意见，书稿层次清晰、版式标示清楚等作为发稿条
件。同时，编辑在向作者提出修改意见时，应将统一
人名、注释格式等编辑加工意见结合进去，使书稿尽
量规范，这样可以减轻校对负担，减少编校时间，降
低成本。
其二，扩大校对人员纠错的责权，强化校对环节
的质量把关功能。以往出于校对人员总体学历不高的

图 1 新型编校合作模式示意图
2.1 编辑加工阶段

考虑，校对的主要任务是“校异同”，对“是非”问题

在本编校合作模式下，编辑加工工作量较传统模

原则上只能用铅笔标出，无权修改，要由编辑最终裁

式有所减轻，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实现。其一，充分调

决是非，这无疑加重编辑工作量，来回反复也是对人

动作者。一方面，尽早介入作者写作，使书稿符合出

工、时间的浪费。目前，校对人员的文化程度、专业

版规范；另一方面，在退修时，将作者可以处理的修

素质已有大幅度提高，比如，厦门大学出版社 6 名校

改错字、统一格式等加工工作交由作者处理，并请作

对全部都是大专以上学历，包括 1 名研究生，所以，

者核实有无误改之处。其二，提醒校对须注意的事项。

出版社应在条件允许范围内，赋予校对人员直接校改

编辑在加工书稿时，应对自己已发现、预测而未完全

的权利，包括“发现并改正违反语法规则和逻辑规律

处理的问题，以书面形式提请校对注意，并对书稿中

的错误；发现并改正事实性、知识性和政治性错误”，

出现的校对可能不熟悉的术语、专业知识等加以说明，

但一定要坚持改必有据，找不到确凿根据时应写明疑

以此来减轻校对的负担，提高效率。

问及理由。

2.2 校对阶段

其三，编校人员要及时沟通，相互配合，妥善安

书稿进入校对阶段后，应统一由责任校对负责。

排工作。编校人员在编校过程中产生不一致时，要及

责任校对要协调三个校次的关系并负责与编辑进行沟

时沟通，可以根据问题的重要性分别采取口头或书面

通。一般，一校由社外校对承担，为缩短周期，可请

的形式进行，在最短时间内达成一致，解决问题。沟

多名外校分工校对。二校由责任校对直接承担，负责

通的目的是相互了解，从而相互协调，所以形式可以

统一、整理外校和作者返回稿件的修改，并在编辑提

多种多样。比如，厦门大学出版社就实行了新编辑必

醒的注意事项基础上通读书稿，有意识地实现“校是

须先从事专职校对工作且考核合格后才能从事编辑工

非”，并对没有把握修改的地方向编辑提出质疑，小问

作的制度。

题可以集中起来以书面形式提出，由编辑统一处理，

上述前两个方面是对编校工作的基本约束，避免

重大问题应与编辑当面沟通，充分交换意见共商修改

流于形式，最后再经过频繁沟通的环节，我们就有理

办法。二校后，请编辑通读并处理校对质疑。最后，

由认为对书稿的修改校正是由编辑、校对共同认定的，

由校对主任或经验丰富的校对人员承担黑马软件扫描

应该共同承担责任，参与同一本书的编校人员由此就

与三校工作，如发现问题，请编辑一同处理。

结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整体。

2.3 质检阶段

建立新型的编校合作模式

为了在根本上保证图书编校质量，应抽调经验丰

《图书质量保障体系》
《图书编辑规程》
《图书校对

富的编校人员组成质检委员会。终校改版后打出付印

工作基本规程》，在总结出版实践的基础上，为图书编

清样，由质检人员按书稿字数 20%—50%的数量进行

校流程提供了原则性的行业规范，但出版社要想发挥

抽查。经抽查不合格者，质检人写出“质检意见”，书

出自己的优势，就必须在规范基础上结合本社实际，

稿退给责任编辑重新编校；经抽查合格者由质检人签

灵活处理，建立新型的编校合作模式（如图 1），以实

字付印。“质检意见”由总编室存档。必须注意的是，

现优化质量、缩短周期、降低成本的目标。

同一书稿的质检人员与编校人员不得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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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处理阶段
在后期处理阶段，责任校对要与出版部门积极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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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图书的编校质量与编校人员合作的密切程
度分不开。在市场化浪潮下，出版社必须以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来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对编校人员工作

编校沟通

进行重新定位，坚持以人为本，顺应编校人员工作重

编校的良性沟通，是新型编校合作模式中始终应

点的转移，明确合理的编校关系，建立符合实际利于

予强调的因素。只有编校之间及时、充分、全面沟通，

发展的编校合作模式，提升校对人员的地位，分担编

书稿质量问题才能得到完满的解决，图书的编校质量

辑的加工工作，使编辑人员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

才能得到保障。同时在编校沟通的过程中，编辑与校

调研图书市场与选题策划工作。建立新型合理的编校

对逐渐相互理解、相互信任，从而形成一种平等共济、

关系与编校模式，将有利于整合出版社的编校力量，

相互提携的编校合作关系，利于创造一种轻松愉快的

形成编校合力，实现优化质量、缩短周期、降低成本

合作氛围。需要强调的是，理想的编校沟通不应局限

的目标。

于解决具体的书稿问题，而应是编校之间的一种常态
关系，在工作中形成共同负责的习惯。
模式的执行与管理
图书的编校质量和编校水平直接关系出版社的形
象与信誉。在如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出版社要把本
社图书的品牌打出去，就更需要对图书的编校质量予
以高度重视，必须花大气力、费大精力、下大功力来
执行与管理图书编校合作模式。
第一，依据《图书质量保障体系》
《图书质量管理
规定》，参照中国版协校对研究委员会的《关于校对工
作的两个建议》，结合本社编校人员与出版情况的实
际，制定图书编校质量管理制度，包括编校岗位责任、
校对工作程序、校对质量管理，以及奖惩等制度，规
定要具体明确，可操作性、可检查性强，切实保证编
校合作模式的有效实现，并根据模式执行的实际情况
不断作出调适。
第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切实提高编校质量的
宗旨，制定《图书质量跟踪表》
（有条件的出版社应在
编校系统内增加此项），要求每位编校人员把在编辑加
工过程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情况一一列出，此举
能使整个编校痕迹有据可查，并能有效避免误改、错
改问题。
第三，质检委员会应就每次图书质量检查结果发
表综合评述，分析差错产生的原因，提醒编校人员注
意容易疏忽的工作环节，帮助编校人员提高辨别正误
的能力。
第四，奖优罚劣。对获奖图书、优质图书给予奖
励，对不合格图书进行经济处罚，并且奖罚金额由编
辑、校对按比例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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