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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讲开这个抖音号之前，对图书类

抖音做过一些调查吗？

■我们对抖音平台上相关同类账号进行

了收集调查，这么做的理由有三点：1. 图书类

抖音有多少人做，是个人号居多，还是企业号

居多。我们发现只有少数企业号，大部分都

是个人号的形式，这坚定了我们做个人号的

信心。2. 图书类抖音的推荐量数据，找到话

题的曝光点。斯读、图书放映菌等抖音账号

进入了我们的视野。《3D西游记》《S.忒修斯之

船》《W脑洞》等说书账号的流量较好，书单鸡

汤类似的PPT视频无法长久保证账号活跃

度，内容也不够有趣或深度。这奠定了我们

前期选品的方向。3. 寻找合适的内容表现形

式，基于我们想把所有关注点放在图书上，决

定做真人讲解的风格。这是当当淘宝等电商

平台没有的体验，我们可以为用户提供拿到

书后，展示书本翻开的真实效果。

□为什么叫“好书博物馆”？

■账号起名“好书博物馆”就要让用

户、让抖音后台能够快速判断这个号是干

嘛的，是做什么内容的。当内容体量扩张

到一定程度时，做细分领域的内容是大势

所趋。我们放弃了鸡汤励志类的图书，这

一类不适合我们账号的风格和表现形式。

我们大部分都是好玩的书和有品质的书。

□这个号的盈利模式是怎样的？

■好书博物馆的盈利模式主要有两

种。第一：果麦作为出版公司，拥有大量优

质好书，为自家公司带货卖书，直接带来收

入。第二：接商务推广，为适合账号定位的

图书或其他产品做营销服务。最开始的设

想就是这两种变现模式。这一点我们还是

有经验的，在对账号做规划的时候，我们已

经考虑好如何实现商业变现。在开通了抖

音购物车功能后，我们就开始尝试带货卖

书。第一条带购物车的视频是《喧哗与骚

动》，这本书最难读的地方在于意识流叙事

结构，而这个难点也成为全书亮点，正文用

14种颜色来标记复杂的叙事结构，并配上

解读卡。这条视频播放量466万，带动销售

580 本以上。这让我们第一次体会到抖音

强大的宣传能力。

后来策划的《诗经》也十分火爆。做这条

视频的时候，如果单讲这套书很漂亮，很难引

起购买欲。我翻阅《诗经》的时候，发现很多

电视剧里的名字，竟然都能在里面找到对应

的诗句，于是在讲完高颜值诗经后，切入点就

是《诗经》可以用来给孩子起名字，视频最后

还反问一句：大家的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出处

吗？当时，我提问纯粹想增加互动，因为留言

率高，可以把这条视频送进大流量池，增加视

频推广权重。这一问，带来4200多条留言，

大家纷纷说出自己名字对应的诗句或者出

处。这条视频在推送后3小时内，《诗经》在天

猫店被卖下架，联系同事后，紧急上架1000

本。这条视频的产品，打进抖音好物榜第三

名。最终，3天内，三网卖掉4234本以上。这

成为我们目前“带货”最多的一条抖音视频。

□选品推荐是怎么考虑的？从哪个角

度切入？童书？

■选品要从抖音的算法说起，抖音的

流量分配是去中心化的，这种去中心化算

法，抖音会根据作品点赞率，完播率，评论

率，转发率来判定是否推到下一个流量

池。当然，账号做大后，基础播放量会提升

很多。基于这个算法，账号冷启动时期，考

虑更多的是趣味性和吸引力，能获得高流

量是我们的唯一选品标准。而趣味性强的

图书，大部分是童书，所以我们前期做童书

比较多。

□产品思路是怎么样的？

■拿到一个产品后，我就开始找这本

书有意思的点，能引起我注意的地方，有

的书很好找，比如童书，拿到手后翻看 10

分钟，这本书基本就看完了，我能迅速掌

握这本书的亮点，能形成大致框架，具体

脚本磨一小时就 ok 了。1 条抖音视频前

2~5 秒是最重要的，5 秒内还不能切入主

题，用户就会划走，抖音沉浸式体验加快

了用户看视频的速度，要迅速亮出重点，

吸引粉丝停留。

□什么节点这个号突然火起来？

■冷启动阶段，我们会适当地购买

dou+等流量扩充服务（dou+简单讲就是花

钱把自己送进流量池）。后来《我们的身

体》视频进了一个小流量池，从99个粉丝，

涨到1000，2天内获得1分钟权限。有个这

个便利后，加之我们比较准确的选题方向，

《丝带》和《今天吃什么》的数据都非常不

错，播放量分别为586万、214万，基本奠定

了这个优质账号的基础。其他前期的运营

手段主要是视频发布后转发到公司群里，

人为获得一波小流量，并进行转发评论点

赞完播率等维护，这非常重要。此外发布

频次上，双休是我们特别重视的发布日，有

时会适当作日更，增加账号活跃度。（完整

版请见“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官微）

近两年历史类读物在童书市

场十分火爆。2012年以前，本土原

创历史少儿书基本少人问津，大家

都在关注少儿文学类产品，人文社

科类读物不多，形式精美、内容新

颖有趣的产品更是凤毛麟角。以

报纸的形式讲述历史，在国内尚属

首创。经过 6 年沉淀，《历史穿越

报》不但没有被淹没，反而从当初

的无名之辈蜕变为历史书中的佼

佼者，得到市场的认可，实现 100

万册的销量。

爆点策划 有爆点，才能打动

读者。很多人说，用“穿越”这个

词，很容易引起家长反感，家长最

喜欢的是那些正统，一看就有学习

价值的书。一开始，我们也很犹

豫，为了迎合市场，迎合家长，光书

名就起了七八个，比如，什么“华夏

报”，什么“中国报”啦，等等。但最

后还是坚持了最初的想法，觉得

《穿越报》这个书名更符合这套书

的策划精神和内容基调。如作者

彭凡所说：“有多少孩子喜欢的东

西，是家长也喜欢的呢？我们的书

到底是做给孩子看的，还是家长看

的呢？答案当然是前者。”

形式有创意 在《穿越报》出来

之前，中国写给儿童的原创历史书

很少，除了林汉达老先生的那套，

其他的几乎没有。为什么呢？因

为历史书实在是太枯燥了！味同

嚼蜡的讲述，容易消磨小读者学习

历史的热情。以前的历史书，都是

以过来人的视角，记录过去的回

忆。那么，如果换一个角度，“穿

越”一下，让历史变成“现在”，历史

不就是正好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

吗？以报纸的形式讲述历史，中国

甚至全世界都没有人做过，如何做

好呢？为此，作者在起笔创作之

前，翻阅了大量报纸，写作框架的策划和

确定，不停地推倒重来，耗掉了3个多月

的时间，最后确定参考当代报纸期刊的

形式，设置新闻、广告、采访、书信等各种

栏目，以时间为序，一月一期，共12期，

每一个栏目名称力求中国化、现代化、趣

味化。既要做到像报纸一样形式多样，

又要做到杂而不乱。然后，把各期报纸

连起来，就是一段完整的中国通史，读来

清晰、简洁、有序。

文字有趣生动 有了框架，

接下来是具体的创作，如何把

这个创意落到实处，让它完美

地呈现出来？

首先，要有深厚的历史功

底，不能面面俱到，而要突出重

点。漫漫上下五千年，中国留

得下人和名的，如恒河沙数，要

是统统都写进去，十册书肯定

HOLD 不住，于是作者实行了

两写三不写原则。两写：大事

要写，故事要写。三不写：没有

重大影响的事件不写，没有故

事情节的不写，与主题无关的

不写。这套书与其他历史书不

同的地方，是有自己的专属结

构，以时间为线索，将所有历史

串联起来。确定一个时间段，

所写的事件必须全部发在这个

时间段里，没有发生的，或者跟

该书其他内容毫无关连的，再

有趣，也割舍掉。确定一期主

题后，该时间段的内容选取尽

量以主题为中心，不适合小读

者阅读的，统统删掉。这样，留

下来的，都是有故事可讲、有历

史可讲、有意义可讲的内容。

除了故事，广告的撰写也要有

料，有特点。其次，语言方面，

既要通俗易懂，也要生动活泼，

使文章读起来既幽默搞笑，但

又不至于恶搞。书中每一篇文

章，都必须仔细查找各种权威

资料，有历史依据。作者参考

的书籍很多，有司马迁的《史

记》、司马光的《资治通临鉴》

《二十四史》《左传》等。

画面生动幽默 内容有了，

配什么样的图呢？正统的历史

书，一般都是比较古典的设计，

再配一些写实、古典的插画，这

类插画也确实符合历史的深厚感觉。

这套书因为侧重的是将历史和现代感

相结合，如果也是依葫芦画瓢，就不能

完美地体现这套书的特点。我们邀请

了一批很有创意的插画师进行探讨，最

后拟定了采用夸张又好玩的动漫画法，

同时配以现代感比较强的对白，让人一

翻开图书，就能明显地感觉出这套历史

书既有历史世界的沉稳和厚重，又有现

代世界的鲜活灵动。

抖音平台上，时尚美妆类KOL泛滥，形成一片红海竞争，而图书类还是一片蓝海。2018年10月26日，果麦正式开始运作“好书

博物馆”抖音号，经过1个月的运营，好书博物馆涨粉101万，成功跃居图书类账号第一名。月过百万“用户”@好书博物馆，怎么做到

的？记者对果麦抖音运营官林盈盈进行了采访。

“好书博物馆”抖音号粉丝月过百万

从2012年到2018年，《历史穿越报》（原名《穿越报》化学工业出

版社出版），从当初的无人知晓到现在实现了100多万册的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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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1973年的老牌英国童书出版公司尤斯伯恩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跟中国

多家出版机构展开版权合作，在过去的20多年里，尤斯伯恩童书在中国市场大获成功，在

中国的版权收益“连连看涨”。这家出版社年均出版350种新书，2017年销售额超过5000

万英镑。2017年，接力出版社与尤斯伯恩签约达成战略合作关系，由此开始全盘接手尤斯

伯恩在中国的版权经营。自2018年开始，接力社每年出版尤斯伯恩的新书100种，涉及玩

具书、益智游戏和科普百科三大板块，所出版图书均和英国原版图书同厂印刷。

跟大多数出版社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

作者身上不同，尤斯伯恩的大部分图书是

由才华横溢的工作人员亲自创作设计而成

（在研发过程中只有艺术家、美工和偶尔邀

请的专家不属于内部人员）——这足以让

被“外版版权白热化竞争”、“国内头部作者

争抢”压得踹不过气的国内童书出版商艳

羡。那么，尤斯伯恩是如何做到45年保持

超强市场活力？本报为您呈上尤斯伯恩副

总裁妮可拉（Nicola）的深度采访。

□尤斯伯恩什么时候意识到，要研发

拥有自主版权的产品？

■在公司成立初期，父亲就是这样计

划和打算的。

□这些工作人员是怎么招募到的？

■我们公司有47位编辑（作者）、67位

设计师，这些人数占尤斯伯恩员工总数

（240 人）的 48%。童书的编写和设计工作

都是在公司内部进行。我们采用谨慎的招

聘流程，包括获取应聘者资料、面试有潜力

的应聘者并对其进行测试。比如，美编我

们可能会当场出题，让他演示做版式。

□对员工有什么条件或背景要求吗？

■我们不会招聘同一类型或者同一个

学科背景的人进入公司，而是会选择不同

特点的人。这样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视

角。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工作人员通常

都是工作许多年的老员工，有着丰富的图

书编辑和出版经验。例如，尤斯伯恩出版

总监已在公司工作了44余年，有几位编辑

部主任也已工作了30多年。很多时候，我

们的老员工会带新员工熟悉流程和工作方

式，一起成长。

□尤斯伯恩员工既是编辑又是畅销书

作家？

■是的。比如，我们的作者兼编辑室主

任菲奥娜·瓦特，已经出版过多部畅销作品，

其中包括“那不是我的”系列、《贴纸游戏书》，

《指印游戏书》位居“英国畅销童书作家”排

行榜前5名，而 J.K罗琳和朱莉娅·唐纳森也

同在该榜中。我们时刻关注当前的童书市

场，尽可能明确孩子和父母对童书的诉求

点。我们还会每年举行大约6次重要的“新

创意点子”会议，编辑和美编会设计并讨论如

何呈现这些创意。这个大概需要花费1年的

研发时间（有时甚至是几年！）。然后，尤斯伯

恩非常有才华的内部设计师和编辑负责实施

这些想法。研发团队往往会是一个小组，由

组长来带领大家完整项目的研发。

□谁来做这样的团队组合？谁牵头？

■公司的总编辑泰勒会负责这项工

作。他对公司的每一个员工都相当熟悉，知

道他们各自擅长的领域，以及跟谁合作会有

很好的效果。例如，我们考虑过很长一段时

间，是否要做《古代中国》这个项目，最终决

定将这个项目并入到公司的“揭秘”图书系

列中。我们的合作伙伴——接力社帮助联

系了相关专家做专业审读，核查图书内容和

数据并参与图书的校对工作。有时候，很难

说清我们有多少位专家专门对内容进行检

查，这需要依据图书的内容和主题而定。比

如，我们与罗汉普顿大学的教授Alison Kelly

达成合作。婴儿游戏书方面，我们没有邀请

外审专家。但如果是科学信息类图书，我们

通常要求有3~5人对每一个标题的真实性

和准确性进行检查与确定。

□您认为，哪个年龄段产品的开发难

度最大？

■其实，对于尤斯伯恩来说，没有特别

容易开发的产品。每一次，我们都是全新

的冒险。如果说，有一次特别容易或者漫

不经心就推出了产品，证明我们并没有做

到极致以及达到最好的产品开发状态。

□如何保持产品的长久活力？

■对孩子的需求时刻保持高度的灵敏

度，我们会去关注孩子们喜欢的电影，教育系

统有什么新的要求。另外，我们认为阅读和

学习应该是充满趣味的。能否抓住孩子们的

兴趣点至关重要。“重版书单”与“即将出版的

书单”同等重要，因此我们一直在审查之前的

图书项目，用更换开本、装帧等各种方式，确

保这些图书的外观和内容能够像首次发布时

一样有吸引力。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 硬知识

文学书稿如何避免常见的逻辑错误
■郝俊伟（金城出版社）

逻辑性错误是书稿中经常出现的一

种错误。《图书质量管理规定》中明确记

载，逻辑性错误每处记2个差错。所以避

免逻辑性错误对提高图书编校质量具有

重要的意义。

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网络

作家已达 1400 万，省级作家协会会员，

已超过8万，可以说，我国能写作的人数

量极其可观，线上线下的作品更是以海

量计算。但是，文字辨识度高、作品质

量高的作家，在我国其实还不多，而且

他们的作品产量极低。大部分作家的

作品，往往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

80 后、90 后的作者，基本都是在读图看

画面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接收的

信息，基本都是加工过的，直接接收即

可，不用思考，致使他们缺乏归纳总结

能力、洞悉辨识能力、推理判断能力。

在他们的文章中，竟然会在逻辑上出现

问题，进而形成低级可笑的错误，拉低

了文章的质量。

下面的例子，都是我在编辑书稿中，

遇到的逻辑上的各种问题。

低智商类 主要表现为低估读者的

智商。

原文：那位身形魁梧却略显羞涩的

大小伙子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憨

厚地笑着，向赵亚文伸出自己的一只右

手，两个男人一见如故地握了握手。

这一段话里，存在几个明显的问题；

1.魁梧，一般形容身材，而不是身形；“一

口洁白整齐的牙齿”，既然是憨笑，嘴不

可能张得很大，也就不会把一口牙齿全

部露出来。2.向赵亚文伸出自己的一只

右手。一个人只能伸出自己的手，不可

能伸出别人的手，“自己的”三个字明显

多余。一个人只能有一只右手，不可能

有两只或者多只，“一只”也是多余的。

握手，正常情况下只能用右手，用左手就

是不礼貌行为，没必要刻意强调。3.两个

男人一见如故地握了握手。“两个男人”，

前文已经明确交代赵亚文是男人，这段

话里也交代那个人是小伙子，“男人”是

多余的。“一见如故”，一般形容感情很

深，或者感觉很好。“握了握”，给人感觉

很勉强，像走过场、走形式，跟前面的“一

见如故”明显矛盾。

因此，这段话应该改为：那位身材魁

梧却略显羞涩的大小伙子，憨厚地笑着，

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紧紧地握住赵亚

文的手，貌似一见如故。

麻团类 让读者感觉脑容量不够。

原文：是因为爱你，所以忍住担心放

手，让你去经历属于你的一切；而不是，因

为爱你，所以要将你的一切都控制在手

里，将你人生的风险降低到零。因为零风

险的人生，是多么乏味和失败的人生啊！

这两段话很烧脑，一眼很难看懂。

大概意思应该是，因为我真的爱你，所以

我要彻底放手，让你体验生活中的酸甜

苦辣，而不是把你庇护在我的羽翼之下，

让你过着乏味的生活。这段话读者读起

来，之所以感到烧脑，原因有二：是因为

爱你，所以忍住担心放手。“是”，明显是

多余的；“忍住担心”，“担心”，与忍住不

搭，和“放手”组合，更让人费解，不符合

中文正常的表述习惯。

1.前后关系混乱。“是因为爱你……

而不是”，“因为爱你……因为爱你”，在

两段话里，前后是递进转折关系而不是

平行关系，完全没有必要再说一遍。“而

不是，因为爱你”，中间的逗号用得太突

兀，造成与上面的话割裂，容易切断读者

思考的连续性。2.没有意义的重复。“将

你人生的风险降低到零”，紧接着下面

“因为零风险的人生”，也是一种没有价

值、没有意义的重复。

这两段文字应该改为：因为爱你，即

便我非常担心你的安危，也要放手让你

去经历属于你的一切，而不是将你的一

切都控制在手里。因为零风险的人生，

必然是乏味和失败的人生。

颠倒类 让读者感觉突兀。

原文：一群游客围在一块竖立着的大

石头周围，瘦削嶙峋的大石头上，用绿漆

写着“板壁岩”三个大字，熙熙攘攘的游客

争先在这标志性的景点前面拍照留念。

任何描写，都要讲究层次，或先远后

近，或先里后外，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

子，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否则会让读者感

到晕头转向。

这段文字应改为：瘦削嶙峋的大石

头上，用绿漆写着“板壁岩”三个大字，一

群游客争相与其合影留念。

作为编辑，既然拿不到高水平作家

的稿件，就需要把半成品的书稿分成两

步进行：第一步是作者的“写”，第二步是

编辑的“做”。只要我们在“做”上足下功

夫，就能打造严谨的、高质量的产品。在

审读、编校此类书稿中，我们一定要坚持

“别高估读者的耐心，别低估读者的智

商”两大原则，消除所有逻辑上的问题，

才能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

揭秘尤斯伯恩45年不败神话

《天蓝色的彼岸》全新译本:让孩子学会真正去爱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2019年伊始，2001年出版后一直被世界公认为“儿童生命教育的经典文学范

本”——《天蓝色的彼岸》（禹田文化出品，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新版盛装上市。

《天蓝色的彼岸》自出版以来，在英国、美国乃至欧亚大陆掀起热潮，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21

世纪最伟大的生命寓言”；2004年在中国出版以来，成为畅销且长销的当代经典儿童文学精品。

新版《天蓝色的彼岸》，禹田在书的打造上力求更为精致和更能贴近作者的创作心声，更为注重忠实

体现英语原版的“样子”。首先是目录，忠实保留了作者亚历克斯·希勒原著的目录体系，并在每个章节的

内容铺陈上保留了希勒的原貌，做到不断章、不断节。

第二是文字。作者希勒的文字别具一致，在这部作品中，小哈里是故事的叙述者，他的幽默、调侃和

碎碎念都非常具有语言特色，在某些情节上，正是因为哈里“故作轻松”的调侃，才更加强烈地映射出他的

无奈和伤感，从而让我们更加心疼。因此禹田的译文在力求体现希勒行文和情感特征的同时，力争忠实

且完整地保留原文，不改不减不增，从而尽力让中国读者体会到这部作品的特点。

第三是年龄段架构。作者希勒笔下的小哈里是一个11岁左右的小男孩，他天真烂漫，对世事和死亡

懵懂无知，但同时也极度喜欢思考，面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死亡”，他一直有自己相对成熟的思索，并在

过程中学会接受，这也是希勒笔下真实的小哈里。因此禹田在打造整个作品时，无论是文字还是视觉设

计，都力求用恰到好处的力度去忠实诠释故事风格，书的内文插画和装帧设计更是经历无数次打磨和近

乎苛刻的把关。 （林 致）

■受访人：林盈盈（果麦抖音运营官） □采访人：孙珏（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受访人：妮可拉（Nicola）（尤斯伯恩副总裁）
□采访人：孙珏（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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