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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鹅经典：小黑书》中英双语版：让经典触手可及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企鹅经典：小黑书》中英双语版日前由中信出版集团推出，此系

国内首次版权引进。2015年，企鹅出版集团为庆祝成立80周年，推出80本“文学册子”，名为
Penguin Little Black Classics（《企鹅经典：小黑书》）。这套文学册子主打东西方名家“冷门”经
典，或选取名家的短篇作品，或节录其经典长篇。选目磅礴丰富，跨越时空，荟萃传世之作，
出版之后迅速风靡全球。

此次出版的中英双语版本，从英文原版的选目中，为中国读者精心挑选了30部兼具经
典性与当代性的作品，分3辑推出。除可读性较高的短篇小说之外，还收录了一些诗歌及未

曾译介过的非虚构作品。第1辑包含了薄伽丘、爱伦·坡、契诃夫、托尔斯泰、福楼拜、托马
斯·哈代、芥川龙之介、吉田兼好、威廉·布莱克、里尔克10位殿堂级作家的7本小说作品，还
有随笔、诗歌选集和书信集。10本小黑书均为名家译文，相信不会让读者失望。在装帧设计
上，小黑书保留原版“三段式”经典封面，以及口袋书大小的开本与厚度，更在每本书的勒口
处，添加了可以插入公交卡、火车票的卡槽，便于读者通勤、旅行时携带。此举意在让那些看
似“高冷”而让大众读者望而却步的经典，变得触手可及，尤其满足广大身处喧嚣，阅读时间
和精力都有限的都市青年阅读经典、阅读好书的精神需要。 （夜 雨）

《企鹅经典：小黑书》（第1辑）[意]薄伽丘等著、文洁若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1月
版/1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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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很多人都认为我们对天下霸

唱的投资和回报是不可实现的；但现在看，

这一投资决策非常精准。我们认为，作为

IP运营者，要想去抓一个内容、一个作者，

一定要有前瞻性，具有精准的眼光，对内容

有所判断，耐得住作者、作品在未来3年或

者5年的成长期。

作为“鬼吹灯”的姐妹篇，《摸金玦》原

是知名网络作家天下霸唱的小说作品，讲

述了一个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边陲小镇的

故事，情节包罗志异、探险、悬疑等主要元

素。小说未出版上市时，《摸金玦》的电影改

编权，就已经以 4000 万元的价格签约售

出。小说出版后，新华先锋携手天下霸唱

在北京召开《摸金玦》全版权运营发布会，开

始正式构建摸金玦文化IP的板块矩阵。

近年来，天下霸唱笔耕不辍、潜心创

作，自2015年开始，有多部优秀作品被连续

搬上荧幕，他的作品在爱奇艺、优酷、腾讯等

热门视频平台的播放，为摸金玦IP聚拢了

大批“网络视频爱好者”。其2015年上映大

荧幕的两部电影《九层妖塔》《寻龙诀》总票

房共收23亿，一扫探险寻宝类型影视剧市

场的阴霾，无论是豆瓣口碑，还是电影票房，

市场表现优异，观众一度赞誉当年的大荧

幕是“天下霸唱年”，为摸金玦IP积累了广

泛的“院线观众”。

由作者原生作者粉丝，聚合小说读者、

网络视频爱好者、院线观众而来的庞大受

众群体，形成了摸金玦IP强大的“IP粉”矩

阵，使得摸金玦IP在传播影响力上，呈几何

倍数增长，达成规模化发酵趋势，覆盖受众

相当广泛。

小说《摸金玦》出版后，图书码洋出版

当年超过4000万，目前电影版权、电视剧版

权、网剧版权、舞台剧、游戏版权均已售出，

还有一些文娱产业渠道也在积极布局；衍

生品方面，《摸金玦》已开发了充电宝、抱

枕、手机壳、饰品等产品，还在接洽摸金玦

IP 主题公园、密室逃脱等真人互动、实景

“网游”、线下社交的商业项目等。很多跨

界融合的版块目前还在搭建，这是一个亟

待开发的领域。总体来看，新华先锋运营

的《摸金玦》已然成为一个现象级超级IP，

影响潜力不可小觑。

归因一个产品、一个项目如何成功时，

人们常常会说“天时地利人和”。新华先锋

在发掘IP、影视化IP时，除了关注作品的影

响力、作者知名度外，还会回归 IP 内核本

身，立足“讲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好

内容一定要故事性强，有人们共同关心的

点；题材具有特殊性，独一无二，不可复制；

有民族特色的更佳，利于面向世界传播。

正如《摸金玦》首先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

学作品，虽然宣传主打悬疑探险题材，但其

核心灵魂价值，还在于阐释几位青年主人

公，在特定年代背景下，积极谋求生存、克服

困难、敢于挑战，努力成长的故事，由此引发

出几位主人公的不同命运走向，在面对正与

恶、生与死时，关于人性的抉择与考验，给当

下青年以正面的价值观导向和励志意义。

在构建IP文化产业方面，新华先锋一

直认为，从来靠的都是智力资本的投入，而

不是经验的积累。一个优质IP，讲述的一定

是一个让人能产生回忆、印象深刻、极具共

鸣感和传承感的内容。而好内容，其本身影

响力就巨大，且具有长尾效应，让IP的商业

价值随着时间延长，获得更高的回报率。

文影游联动、全版权立体化运营，不仅

可以深度挖掘IP的内在价值，还能给辛勤

耕耘的作者以最好的回馈。新华先锋深知

作者创作不易，多年来在IP全版权运营联

动上苦心造诣，帮助多位作者的原创IP作

品在文影游多方面互相借力、互相造势、合

作共赢。

让优秀的内容创造者，通过内容平台实

现收益最大化，给优秀青年崭露头角的机

会，是新华先锋一直以来运营的宗旨，也是

内容平台反哺社会的一项重要责任，新华先

锋期待与更多的原创作者合作，共同助力文

化IP产业发展。 （王笑东）

从畅销小说到超级网剧，“黑马爆

款”这样炼成。2017年由作家赵乾乾

同名畅销小说《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

改编的同名甜宠青春剧，不仅捧红男

女主，还凭借高流量与好口碑成为精

品黑马剧。也因此，作为爆款IP《致我

们单纯的小美好》的官方姐妹篇，《致

我们暖暖的小时光》一开始就成为了

备受瞩目的“种子”IP。

《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由记忆坊

策划推出，是暖萌青春言情代表作家

赵乾乾的系列作品，讲述了氧气少女

司徒末与怪咖学霸男主顾未易意外相

遇、毕业合租后发生的一段温暖、有

趣、怪甜的恋爱故事。司徒末的单纯

活泼可爱，遇到外冷内热臭脸学霸顾

未易，由干净纯粹的相遇到美好逗趣

的同居时光，开启高甜撒糖模式。

在纸质图书之外，《致我们暖暖的小

时光》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合作的有声

小说颇受欢迎，获得了超预期的点击和

口碑，网友直呼“也想把普通日子过成恋

爱段子”“这就是恋爱的美好”。记忆坊

与企鹅影视、双羯影业合作的超级网剧

也已杀青，正在后期制作阶段，将于明年

在腾讯视频独家上线。此外，双羯影业

正在构建《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电影、

动漫等全版权IP开发的运营矩阵，试图

在行业中打造标杆级的现象IP。

抓准受众需求的内容升级，以小

博大好内容才是王道。在记忆坊图书

总编辑杨雪春看来，IP首先要有一个

好故事，能走入读者的内心。而潜心

打磨故事，构建价值观，是小而美IP得

以撬动大市场的基石。

从整体风格来看，《致我们暖暖的

小时光》与其姐妹篇《小美好》类似，依

旧是少女感十足的甜宠青春剧，延续

温暖治愈路线，同时聚焦大学生群体，

内容更加生活化。从文本来看，《致我

们暖暖的小时光》抓准女性受众的少

女心，在毕业合租这一切入点下，打造

“后宿舍时代”的象牙塔初恋感，放大

恋爱日常的甜宠元素，还融入当下热

议的“毕业即分手”“大四焦虑”“初入

职场”等情感和话题，试图满足年轻观

众需求，引发群体共鸣。

每个人的青春都会迷茫，但每个

人的青春也定会有一段难忘的“暖暖

小时光”。在《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

故事中，个性迥异的两人，从一开始的

欢喜冤家式怪甜斗嘴，到慢慢走进彼

此心底，经历了毕业、求职、工作，两人

才明白原来最温暖的小时光，是遇见

对的人，携手走一段对的路。

可以说，《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

一直紧追青春书写当下，寻找能引发

群体共鸣的情感细节，以及呈现积极

的主题与价值观，并在潜移默化中将

青春、爱情、友情、职场等价值观的转

变与成熟一一呈现。此外，在影视化

改编的过程中，原著作者赵乾乾操刀

剧本创作，深度参与到拍摄中。

对于记忆坊和双羯影业来说，任

何事物热门得过头，就会让人担忧，所

谓 IP 热潮也是如此。因为在他们眼

中，观众是这世上最聪明的人，想要走

得更远，必须踏踏实实去打磨内容。

在每位营销编辑手中，都有按重

要性依次分为A级、B级和C级的图书

产品，A级重点推广品，意味着更多的

人力和更大规模的推广，往往是畅销

书作家和重磅作品的专属。但若能将

属于 C 类的小众作家的作品通过策

划，推动其成为受欢迎的人气产品，这

其实最见出版人的营销操盘力。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第二产品中心的营销经理刘晓晨及其

团队，就将一本被公司定级为C级、定

价为168元的作品，通过近半年的营销

推广，做到了半年销售近20万册，仍在

持续热卖，并正在开发多元跨界合作。

这就是由绘者杉泽和文字作者梁

超共同完成的作品《观山海》。杉泽耗

费3年，以《山海经》作为灵感来源，将

上古传说中的几百种神奇异兽形象，

进行了瑰丽的全新演绎。文字译注部

分专业且通俗易懂，知识新奇有趣。

早在策划编辑与作者谈成合作，

开始编辑策划时，营销部门就已经深

度参与。中国创世史诗、上古奇幻巨

著《山海经》本身就是一个大IP，团队

在讨论后，将《观山海》定位为集中华

文明与大众审美于一身的绝美《山海

经》通俗读本。在对外宣传推荐中，他

们选择了诸如——中国绝美《山海经》

震撼来袭，“百鬼画师”杉泽全新作品，

为华夏上古志怪传奇插上另一种想象

的翅膀等多个推荐语，并邀请人气大

V进行推荐。

作为以精美画作阐释《山海经》的

作品，《观山海》的营销文案强调《山海

经》先有图再有文字，甚至图画是其灵

魂，强调杉泽笔下的异兽不是凭空想

象，而有深厚的文化原由，并弥补市场

缺憾。还强调《山海经》作为“史地之

权舆，神话之渊府”，为古往今来众多

名人大家所推崇。同时强调该画册轻

奢文艺范，版式典雅精致、可供收藏。

在广告学出身的刘晓晨看来，市

场化营销要制定战略计划，越是复杂、

有效、能动量大的合作，越是消耗时

间、精力，越要提早准备。在筹备工作

中，他们除了准备视觉化宣传素材、产

品资料、媒体宣传包，在图书预售期提

前联系媒介预热，沟通销售，还进行了

多次受众调查。为了击中读者，他们

写了10多篇推送文章，从舌尖到怪兽，

从作家到友人……可谓角度刁钻，根

据媒介属性定向推送。因为画册《观

山海》形象丰富，也因此制作了多个动

画视频，结合热点时机，及时发布。

在联络主流媒体，在线下举办签

售和分享会之外，他们选择以新媒体

为渠道，帮助作者建立抖音、B 站账

号，在微博、微信、豆瓣进行社交互动，

与不同风格的新媒体如设计类、艺术

类、泛二次元、读书类、文化类、科普类

进行内容合作和分销，尤其以分销换

曝光形式，目前已覆盖约30余个新媒

体渠道。同时与视频类平台，如B站、

抖音、梨视频等官方视频平台进行内

容合作。还利用电影《神奇动物：格林

德沃之罪》上映热点，进行借势营销。

无论是卖场营销，还是社会化营

销，在刘晓晨看来，选择多媒介、多形

式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多维度、多渠

道，去影响不同的受众，让作品产生知

名度和美誉度，从而促成购买转化。

此外，《观山海》项目成功跨界到

互联网领域，与小米科技和黄油相机

合作了“观山海”系列手机主题、壁纸、

相机贴图等虚拟产品。由于前期营销

取得的良好效果，该项目也成功撬动

西西弗书店与上海世茂广场，在今年

中秋与国庆期间举办线下展，这也是

不多的直接脱胎于图书的IP展。在涉

及跨行业的多个品牌合作中，在沟通

和协调中，他们也在思考和总结，要得

到对方的认可，就需要理解合作方的

商业模式、思维模式，明白对方诉求，

找到双方的重合维度和共同利益。

湖北是全国高校最为集中的地区之

一，而武汉拥有着全国最多的高校学生。

佳思漫知识服务馆，从2017年成立伊始，便

希冀依托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整合内容

和渠道资源，做好知识服务，为高校知识分

子服务。

佳思漫知识服务馆目前整体运营团队

有40余人，从团队构成来看，分为连锁运营

部、市场策划部、业务部、新媒体小组以及艺

术设计中心。

其团队正以四大路径开展工作，第一

种是以“高校书吧+水吧”的模式，进驻高校

核心商业区，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书

香，并定期邀请专家作者、知名编辑走进校

园，进行读书沙龙分享，让学生爱上阅读，为

校园的书香气文化感助力；第二种是构建

高校知识服务平台，贴合高校师生实际需

求，融合中国知网、腾讯互娱、传神语联网、

懒人听书等知名企业为学生学术赋能，定

期邀请行业内知名教育机构专家对学生进

行英语口语、小语种、等专业类考试进行公

益指导，一站式解决学术学业需求；第三种

是打造学生校园生活服务平台，为高校师

生提供画册定制、毕业照拍摄、黑科技体

验、游学路线设定等服务，更定期提供高校

师生手作类体验活动，让高校师生足不出

户感受便利；第四种是依托华中科技大学

出版社，整合优质商业资源，每年定时定期

举办大型招聘会，更深度开发校园招聘技

术平台，开设职场预备课，邀请企业HR或

知名企业家走进校园，为学生对接更多的

就业机会；第五种是与高校双创团队进行

深度合作，深度开发校园专属文创打造校

园文创平台，更引进知名年轻设计师作品，

为校园潮流助力。

目前已经有一些高校邀请佳思漫知识

服务馆入驻该校图书馆或给予一定的活动

场地支持，同时校方在其举办大型活动时，

给予大力支持；并已和华中科技大学机械

学院工业设计师生团队联手打造华科文创

IP。目前他们比较受欢迎的有高校读书会、

高校手作活动、高校知识分享、高校论文查

重和高校文创等服务。

在佳思漫知识服务馆连锁经营负责人

丁璞看来，他们希望通过知识产品的服务，

构建师生喜欢的交流和阅读的文化空间，

让佳思漫知识服务馆成为在高校师生中受

欢迎、实用的品牌和地标。并希望高校师

生能在茶余饭后到佳思漫知识服务馆坐

坐，能畅所欲言，从学术提升到生活服务，全

面满足高校师生需求。目前，佳思漫知识

服务馆在湖北地区已覆盖20余所高校，多

家地面店普遍集中于武汉地区，在未来蓝

图里，将覆盖华中区乃至全国。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以佳思漫知识服务馆探索知识服务
在出版社的多元发展中，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以佳思漫知识服务馆作为其在新媒体时代提供知识服务的全面探索。

10年前，新华先锋看好天下霸唱，以1000万版税签下他的作品；如今，其中的“摸金玦”IP项目经过其运作，收益已接近2亿元。

我们特别邀请王笑东就其在影视IP孵化、运营推广的一些经验，以作品《摸金玦》实操为例，与业界共享泛娱乐红利。

新华先锋：让优秀的内容创造者实现收益最大化

小而美的精品IP如何撬动大市场？

《观山海》：畅销黑马营销记

在寻求跨行业的多个品牌合作中，刘晓晨和他的团队一直以开放的心态勇往直前。

通过运营，《观山海》半年内销售近20万册，仍在持续热卖。

在去年的中国书业实力榜图专刊，我

们以《看中国IP如何崛起》为题，提出作为

内容提供商的出版业者应有何作为。时光

倏忽，在今年以 IP 为关键词的盘点中，随

着中国泛娱乐产业的深入发展，我们关注

IP资源聚集情况。

正如北京新华先锋出版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笑东所言，伴随“网络+”和新媒

体的崛起，文化 IP 产业已经进入了一个

“流变融合”的时代，泛娱乐产业链被优质

内容打通。IP的内核及价值表现方式也在

不断进化，以多种形式运营发展，如图书、

影视剧、游戏、动漫、舞台剧等，彼此之间不

再孤立，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协同，越来越

融合，带来了现象级IP“文影游”开发的链

式共振。此次盘点，我们从4个案例出发，

为读者梳理IP资源聚集的不同方向。

当王笑东 10 年前大手笔签下畅销书

作家天下霸唱时，有多少人能预测到伴随

泛娱乐平台的融合，文艺产品以越来越多

的表现形式在多个渠道流转、呈现，吸引越

来越多受众的注意力，IP的影响力越来越

广，也因此，回头看当年的合作，眼光精准。

而当市场逐渐冷静，不再一味追逐大

流量、大卡司、大IP，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探索IP改编的新出路，思考有哪些小而美

的腰部 IP 有望成为下一个爆款。由北京

记忆坊文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和上海双羯

影业有限责任公司联手打造的青春IP《致

我们暖暖的小时光》凭借其优质内容、超强

网感和书影联动，脱颖而出。这是一个IP

精耕细作的案例。

IP 首先是知识产权，具有内容属性。

如何将作品打造成为爆款，让作家更具影

响力，是出版机构的日常运营工作。而将

小众作家的作品通过策划，推动其成为受

欢迎的人气产品，最见出版人的操盘功

力。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营

销经理刘晓晨及其团队，将一本默默无名

的作品，通过运营，半年内销售近20万册，

并开发了多元跨界合作。这是一个深度运

营、跨界营销的案例。

对许多出版机构来说，笔记本和台历

是一直以来独具特色的文创产品。而且，

这一服务愈加受读者青睐。如南京大学出

版社的《南大故事》笔记本一直畅销，其还

根据畅想书《香奈儿的态度》开发了笔记本

《至魅》，根据网红学术书《景观社会》开发

了笔记本《居依·德波：遭遇景观》，均取得

了不错的市场与口碑。又如今年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以“加油！书店”活动为主题，

配套推出书店护照、主题帆布袋等受读者

追捧；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开设微店销售

作家签名书、帆布袋很有一套；机械工业出

版社的咖啡和拼图等文创产品也一直有不

错的销量。从产品研发到线下渠道，如何

依托母体品牌优势，满足读者需求，将知识

服务从线上做到线下？从出版知识产品到

营造线下空间，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以佳

思漫知识服务馆进行探索。这一次，他们

走得更远。

在我们此番提及的案例和路径之外，

出版机构自身的组织再造也非常重要。以

磨铁为例，据磨铁集团董事长助理陈平介

绍，磨铁作为一家综合性的文化娱乐集团，

其核心就是 IP以及以 IP为驱动的内容产

业链。在 2017 年向全行业开放自己的 IP

池，寻找合作伙伴后，2018年，磨铁上线了

版权管理系统，科学高效地管理 IP 资产。

内部完善IP运营组织，建立IP评估及推进

小组、IP 运营中心、磨铁文学 IP 内容事业

群，磨铁动漫还成立了动漫 IP 运营团队。

磨铁生态内的 IP 输入通道、运营平台、运

营模式、运营资源、成果输出逐渐完备，成

为一个系统化、有逻辑、有组织、有工具、有

资源的开放式 IP 运营平台。如果说磨铁

的愿景是提供全方位的泛娱乐内容产品，

打造IP全产业链运营能力，构建完整的内

容产业生态，组织再造便是IP良性运营的

基础，让IP在公司平台获得更长久的生命

周期，以形成更大的影响力。

坚持慢步调，专注细分市场，深耕故事本身，才能打造更多有价值的精品优质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