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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接受德国及欧盟垄断调查
近日，德国政府部门对亚马逊德国网站展开调查，有不少通过亚马逊平台销售

商品的第三方零售商纷纷指责亚马逊有不正当竞争行为。欧盟也针对亚马逊使用

在线用户的数据展开调查。

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机构（Bundeskartellamt）的官员正在调查亚马逊是否有导致

网销市场不公平竞争以及滥用市场地位的做法。该机构列出了一系列亚马逊不正

当竞争的行为，包括扣留货款、不加解释地封锁第三方账户，以及使用第三方信息。

该机构表示将密切关注亚马逊是否有阻碍其他电商的行为，以及第三方零

售商是否须依赖亚马逊获得销售。欧盟对亚马逊展开的使用数据的调查包括

亚马逊是否有从其他电商那里获得产品数据并在自己的网站上销售山寨版的

行为。

德国相关机构表示，将继续关注亚马逊对德国第三方零售商的影响，这两项调

查将互为补充。亚马逊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已作好准备，与德国相关机构合作，继

续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目前德国有数万家中小企业都使用亚马逊，超过70%的

商品销往世界各地。” （乐 毅/编译）

□你们机构会以何种形式参加欧洲阅读联盟

发起的“欧洲阅读”活动（Europe Reads）？

■我们每年在全国举办有阅读周，明年4月

的阅读周活动期间将有一个环节是“欧洲阅读”

活动。

□你如何与学校、图书馆和出版社合作举办

作者阅读活动或其他活动？

■我们为学校和图书馆提供一个基于网络的

服务，便于各学校和图书馆来加入作者阅读活

动。去年通过我们举办了 1300 多场作者活动。

这些活动都是由学校、图书馆和社区自己出资，有

的作者活动由基金会赞助，是我们组织的项目的

一部分。之后我们通常会做一个关于人口、主题

和调研的问题研究。

□成功举办阅读活动的奥秘是什么？

■父母在推动孩子阅读发展当中发挥的作用

是非常关键的。最近一项促进国际阅读素养研究

（PIRLS）的调查显示，芬兰4年级学生的读写水平

不仅受社会、经济背景影响，也受父母的阅读习惯

和态度影响。因此鼓励儿童阅读的第一步是提供

一个榜样，让他自己阅读。当父母广泛阅读并从

中获得快乐时，孩子也更容易被图书吸引。父母

对阅读的支持和鼓励以及他们花在阅读上的时间

都直接影响孩子的学业成绩。

一个提升读者阅读水平的最有效的方式是

给他们大声朗读。芬兰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约

30%的母亲和不到25%的父亲在孩子2~3岁时给

他们读书。阅读的榜样作用对男孩养成阅读习

惯非常重要，尤其是父亲在阅读中发挥核心作用

对激发男孩的阅读动机非常重要。德国的一项

调查显示，经常给男孩读书可以激发他们形成阅

读动机。对有父母经常大声朗读和没有大声朗

读的男孩之间的一项比较调查发现，父母经常大

声朗读的男孩中，44%的男孩都享受阅读，而父

母没有大声朗读的男孩中，只有24%的男孩享受

阅读。有趣的是，大声朗读对女孩的影响就没那

么大了，无论哪种情况，超过 50%的女孩都喜欢

阅读，而在父母经常大声朗读的女孩中，63%的

女孩都享受阅读。

将大声朗读与日常生活自然结合到一起非常

重要。比读什么更重要的是共度一段亲子时光，

孩子熟悉图书而且身边有读书的大人。如果一个

家长对书中的内容产生了兴趣，那么就自然影响

到了孩子。

虽然家中图书的数量对儿童初期的阅读水平

有帮助，但是阅读并不依赖于家庭的富裕程度。

阅读也可以通过一起到图书馆借阅图书来提供有

效支撑。

□如何让亲子阅读更有趣？

■识字水平与快乐阅读相关。喜欢阅读的孩

子就读的更多。因为他们读的更多就读得更好，

然后又读的更多。积极的态度产生良性循环，而

识字水平刺激了阅读动机和阅读效果。识字水平

也有助于其他学科的学习，如数学。

家庭环境和家人对阅读的支持度发挥着核心

作用，家中图书的数量会影响孩子的识字水平。

但是学校的识字教育是不可或缺的。

教师的影响可能跟父母和朋友的影响一样

大。阅读动机在学校的阅读教育中应占中心

地位。

儿童加入学校各种阅读以及与图书相关的活

动中，才能提升阅读动力。例如，到图书馆以及见

作者、得到阅读奖状以及完成一个图书项目可以

鼓励儿童与青少年从阅读中找到快乐。

能够访问多样性的文本和替代性的阅读方

式，对青少年和儿童的阅读动机非常重要。学生

应有机会影响到在学校阅读什么文本的选择。

名人也可以以积极的身份参与阅读。媒体应当

对成人作为阅读榜样以及青少年儿童的读物有

更多关注。我们知道大众对阅读和文学的态度

直接影响到青少年儿童的阅读动机和阅读效果，

这非常重要。

□你们与保健中心的合作是怎样的？

■明年，我们的“芬兰阅读起步走“项目将与

保健机构合作，我们提供图书大礼包，内装2本图

书和父母指南，从2019年到2021年向芬兰的每一

个幼童提供。我们也向保健中心的专家提供单独

的资料。这些资料和信息也向儿童日托中心的专

家提供。

□在与政府合作方面有什么经验？

■我们刚刚开始做“芬兰阅读起步走”项目，

因此还没有具体的研究数据。我们将跟踪这个项

目并研究其效果情况。

但是我们发现，最有效的是提供与数字、统计、

视觉元素相适应的研究信息，并整合成易于发现的

证据。我们每年都提供“10个关于阅读的事实”，

如最近发布的关于青少年儿童阅读的5个事实，这

些事实很受领导人和媒体的欢迎。当实施一个新

项目或争取资金来启动一个项目时，我们先提供相

关的研究论据、可视化的论据并与日常生活建立起

联系，这对于推动项目进展是非常重要的。

□你们去年开展的“阅读起步走”活动进展如

何？主要挑战是什么？

■2017年，我们在10座城市开展了名为“给

孩子读本书”（Read to a child）的“阅读起步走”活

动。今年我们把这项活动推广到全国，因为有政

府提供资金，把活动拓展到全国300座城市、社区

和5万名婴儿。明年我们将把“给孩子读本书”拓

展为“芬兰阅读起步走”，这个活动得到了政府和

基金会的资助。

“芬兰阅读起步走”将在明年正式启动，尽管

今年我们已经通知大众和保健机构了。最大的挑

战是开始阶段，我们必须要证明父母需要获得信

息指导，家庭也需要阅读。

我发现阅读推广最大的挑战是倾听真正的问

题在哪里。统计数据指向一个维度，而专家说的

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从数据中分析需求一直都非

常重要。如果我们为职业学校办培训工作室，我

们就必须了解师生以及他们的需求。否则项目就

浪费了。

□阅读推广的未来会怎样？

■芬兰的阅读推广活动，规模正越来越大，影

响越来越广泛。我们努力整合不同机构一起合

作。这也是欧洲阅读联盟正在做的。虽然挑战无

处不在，但我们仍要共同努力来推动阅读。

链 接

芬兰阅读中心成立于1972年，得到芬兰教育

与文化部以及芬兰几家慈善基金会的资助，组织

作者活动，为学校、图书馆、大众、媒体和决策者

提供资料、信息和专业指导，出版两本文学杂

志。该中心与作者、出版社和文学机构有密切联

系，也与欧洲其他机构保持密切联系，以交流经

验分享成果。

■受访者：艾米·雅科（Emmi Jäkkö，芬兰阅读中心公共事务及项目经理）
□采访者：陆云（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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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以来，除了2015年是唯一一次例外，美

国小说市场销售一直下滑。根据美国出版商协会发布

的数据，2017年成人小说销售比2013年下滑了16%，

从52.1亿美元跌至43.8亿美元。

小说过“小年”

有人认为，小说能够被读者发现比非虚

构图书更有偶然性。这与美国图书零售环

境有关。

现在，美国实体书店数量比5年前减少

（尽管美国书商协会的成员数量增加），出版

商不能只依赖实体书店来让消费者了解到

新书信息，也不能仅依赖媒体来弥补实体书

店萎缩带来的空白。因此，出版商推新作者

越来越难。

另一个原因是，作者的知名度对小说销

售很重要。出版商必须为打造作家知名度

投入资金，获得更大的忠诚度。而要推出一

位新作者，更需要不同的策略和巨大的耐

心。咨询公司Codex Group调查显示，很多

类型小说通过 Kindle 平台以不到 5 美元的

价格销售，赢利空间很小。一个读者通常要

读一位作者的3本作品才能成为粉丝。出

版社要为不能马上写出畅销书的作者做长

期的投入，这个过程要出几本书。但是出版

社越来越不愿意支持那些不能立即大卖的

作者。

出版商在打造新作者方面遇到的困难，

可以从尼尔森图书监测（BookScan）统计的

纸质书销售看出，小说销售一直处于疲软态

势。2016~2017年，美国市场上没有一本小

说的销售超过 100 万册，只在 2015 年，有 4

本小说销售超过100万册，分别是《设立守

望者》销售160万册、《格雷》（Grey）销售140

万册，《火车上的女孩》销售130万册，和《所

有我们看不见的光》销售100万册。

成人小说市场，从 2010 年开始，在“千

禧年三部曲”的引领下，形成了一个畅销书

系列方阵，这以前一直是童书市场的独特

现象。

如今，出版商要面对消费者对图书注意

力减少的市场竞争，流媒体技术则增加了人

们获取故事内容的新通道，如以看电视剧替

代看书。

在流媒体服务繁荣之前，品牌作者可以

一夜成名。2012 年，“格雷三部曲”卖出了

1400 万册纸质书，另外还卖出了几百万册

电子书。2年之后的2014年，没有一本小说

达到100万册的销量。

政治题材带热非虚构图书

现在出版商和书店都认为，读者希望阅读非虚构图书。

而非虚构图书一直都更容易引起关注，总统特朗普的一些言

论、做法又使政治题材图书成为近年来的热门类别。

2016年总统大选以来，诺普夫出版社执行副总裁保罗·博

加兹（Paul Bogaards）表示，广播和有线电视节目现在都对采访

专家，尤其是政治领域的专家很感兴趣。

即使市场有变化，出版商仍对小说保持长销很乐观。博

加兹负责的“千禧年三部曲”纸质版在2010年卖出了630万册，

他相信小说市场会回暖，还会有小说大卖。

链 接

英国非虚构童书领跑市场

英国童书市场的销售收入自从2016年增长7%以来表现

平平，2017年仅增长了0.07%，非虚构童书今年进入井喷。截

至8月18日，英国市场上非虚构童书卖出375万册，收入2470

万英镑，分别增长了8.5%和10.2%。英国整个图书市场收入增

长了0.71%，销量下滑了0.4%。

不少非虚构童书都大受欢迎，如《我的世界》（Minecraft）、

《复仇者联盟：最伟大的英雄》（Marvel Avengers The Greatest

Heroes）、《给我讲个故事》（Bake Me a Story）等。在《口袋妖怪

Go》（Pokemon Go）游戏2016年推出后，《堡垒之夜：空降行动》

（Fortnite Battle Royale:Beginner's Guide，Templar出版)一书自5

月上市以来也卖出了2.59万册。

这个圣诞季儿童非虚构图书最火的是《叛逆女孩睡前故

事》及续集，从去年春季以来卖出39万册，收入达500万英镑。

4 月推出的同款男孩读物《个性男孩故事》（Stories for Boys

Who Dare to be Different，Quercus出版）一问世就登鼎榜首，到

9月已卖出近5万册。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出版的凯特·潘克

赫斯特（Kate Pankhurst）的儿童读物“了不起的伟大女性”

（Fantastically Great Women）系列自年初以来共卖出近 10 万

册。这一类叛逆女孩的读物推动了儿童非虚构图书在今年前

8个月销量增长30%，收入增长31%。

《泰晤士报》记者马修·赛伊德（Matthew Syed）的《你真棒》

（You Are Awesome，Wren & Rook出版)，是他创作出3部成人

非虚构图书后，首次转战儿童图书领域，卖出了近7万册。

今年截至8月18日，儿童小说增长0.05%，占童书收入的1/3

以上。《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大卖，但青少小说下滑22%。

关
键
词

作
者
知
名
度
流
媒
体

非
虚
构

■

陆
云/

编
译

出版商聚焦网络营销 开发社媒大V
Bookstagrammers 和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大

V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出版商也开始转向这些

网 络 大 V 来 做 图 书 宣 传 。 11 月 中 旬 美 国

PubTechConnect早餐会上，众多专家分享了有效

的营销做法。大家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讲述每

本书的独特性。

“我们都愿意认为大 V 宣传活动是免费的

营销和宣传。”西蒙及舒斯特旗下的Atria出版公

司 整 合 营 销 业 务 副 总 裁 克 里 斯 汀·法 斯 勒

（Kristin Fassler）表示，即使我们在社媒渠道没有

投入太多资金，它也需要投入时间。要花很多

时间找到这些大 V 并对他们进行研究、培育并

建立信任，这样就可以激励他们传播你的图书，

发挥他们的作用。

法斯勒表示，Atria的大V活动开始越来越关

注销量，也就是说吸引更多潜在读者。这有助于

树立品牌实现销售。但是，每本书都各有不同，有

的书可能面向不同用户举办有针对性的活动。

企鹅兰登消费者参与及分析业务高级总监莱

斯利·普里维斯（Leslie Prives）表示，该社的营销方

案是，发送电邮通讯或通过该社的社媒账户进行

营销，同时也需要对更广泛的消费者做宣传。他

认为，出版人出书前要接触 Goodreads 网站的大

V，可以提前造势，也可以获得如何营销一本书的

建议。

Goodreads网站公关部副总裁苏珊纳·斯凯瓦

拉（Suzanne Skyvara）表示，出版商应主动去联系

Goodreads网站，出版商需要做功课，要以个性化

的方式联系Goodreads社区的人。“这需要花很长

时间研究网站。社媒营销最重要的是相互信任和

权威性。”

社媒技术公司Carbon联合创始人布里塔尼·
轩尼诗（Brittany Hennessy）表示，如果一个营销活

动的目标是增加直销，那么就需要在Instagram上

有1万以上粉丝的大V 。一旦大V发了照片给出

版社使用，那就要广泛地传播。大V创造的内容

总是比品牌创造的内容好。

他建议出版商广泛了解社媒可以做什么，

现在每个行业都只看本行业有哪些社媒大 V。

很多人大量阅读但从来不讨论阅读，只要他们

对你的话题感兴趣，就可以去联系他们。读者

线上社区网站Belletrist的联合创始人卡拉·普莱

斯（Karah Preiss）表示，有好多年轻女孩都创建了

自己的bookstagram账户，“她们希望让人们知道

自己在读书。我们网站要吸引这些女孩。这意

味着培育一个新群体”。普莱斯表示，图书和阅

读在 Instagram 网站已经形成了热潮，每一个读

者都在社媒上有话要说，这不是发布一张照片

那么简单。

法斯勒表示，出版社更明确了营销重点，也

开发了评估活动的指标体系。有许多消费者都

希望获得阅读推介，口碑宣传是图书销售最有效

的推动力量。大 V 营销活动可以把这些整合到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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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推广

芬兰阅读中心积极推动国民阅读，右图为该中心制作的指导儿童早期阅读的宣传页、杂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