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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少年图书领域，《智慧公主马小岚》是化学工业出版社成功打造的产品代表之一。该套书2014年从我国香

港引进内地。当时，责编在国外参展看到该套原版书时，出于三点考虑，当即拿下了中文简体版权。一是读者对

象，当时市场上以面向男孩子的校园小说、奇幻小说与动物小说为主流，面向女孩的文学书相对较少，市场有空白；

二是题材，化工社有出版公主类图书的市场经验；三是内容与作者，该书的故事情节生动，文笔活泼流畅，作者是7

届冰心奖获得者，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这些既是我们选择该套书的原因，也是营销工作的基础。

我们多角度发力，产品策划层面，虽只是繁体转简体，但为了打动内地女孩的公主心，我们对原来的版式、插

图与封面全面重新设计制作。推广层面，利用化工社具有优势的主渠道力量重点展示，当年利用暑期首发4个分

册便取得了较好销售成果。产品架构上每年增加2~3个新品，以新带旧，延长旧产品的销售周期，提升热度。目

前，该套书出版了20个品种，形成较大的产品系列。利用图书销售过百万册及新书上市节点，我们请作者到国内

参加一系列宣传活动，责编还利用自媒体，与读者建立了庞大的交流群，带动销售。从励志与作文的角度，我们

也进行了多方位宣传。此外，我们为当当网及天猫渠道单独策划了套装产品，并有意识策划了一些周边产品，来

扩大影响力。如《智慧公主马小岚前传》《智慧公主马小岚漫画版》等。通过5年多的努力，该书目前已取得了百

万册销量，且市场潜力依然巨大，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持续的营销工作是该套书长销的保证。

《智慧公主马小岚》：以新带旧，延长旧产品的销售周期
■丁尚林（化学工业出版社少儿分社社长）

定向
观察

当前的青少年图书市场真正能满足读者需求的原创

优质图书出版后劲不足；出版图书的品种和结构不能

完全适应变化的读者需求；出版社的服务意识和能力

滞后，不能完全满足读者立体化的阅读需求；大量的

跟风出版、低端重复出版充斥，拉低了图书品质升

级。名家尤其是文学大家切入增多、经典图书青少版

一片“红海”、科普百科势头强劲……对于出版机构来

说，想要“破局”似乎并非易事。

虽然有部门通过每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

秀出版物目录等形式推动了青少年图书的关注度，但

业界当前大多是从市场整体或单个品类角度谈论少

儿出版市场，专门针对青少年图书市场的关注和讨论

有所欠缺。品类结构优化是少儿出版结构调整的必

要一环。作为我国历史最悠久的专业少儿新闻出版

机构，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有着文学、社科、科

普、教育、艺术、动漫等较完整的出版板块，读者年龄

段覆盖0~18岁。该社图书中心总监缪惟表示，纵观国

内童书出版，面向童年和成人过渡期的青少年读物确

实是短板，目前各家出版社把出版重点大都集中在低

幼和小学阶段，初中和高中生读物相对较少，需要予

以重视并加强有针对性的出版。

不少出版机构逐渐意识到青少年图书市场的待

发力空间，设立专门团队、丰富产品结构、打造头部产

品，使青少年图书市场不断升温。语文教育对阅读素

养要求的提升也使青少年阅读的受重视程度不断提

升。在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张国际看

来，青少年图书市场的发展空间范围会越来越广，在

高考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语文分值提高，会提升青少

年的阅读兴趣。出版方也会推出相应的好书。

电子工业社少儿分社副社长温婷提到，目前国内

青少年图书市场还不算成熟，涉及品类和内容主题相

对单一，集中在文学小说和青少年科普两大品类，文

学小说的比重相对过大，其他品类都显得不够丰富。

化学工业出版社少儿分社社长丁尚林认为，随着

出版机构对少儿书的全民参与及销售渠道线上化，少

儿书的竞争更加激烈，对产品的考验及营销的依赖更

为强烈。少儿出版已经过了简单粗放式的增长，反而

比一般书门槛更高。青少图书走过了低门槛的初级

阶段，也将会走过当前重外轻内的营销为王阶段，即

将会迎来内容与营销并重的黄金发展阶段。

资源整合、架构调整
塑造独特性优势成制胜方向

除了个别偏向低幼启蒙或绘本等品类之外，大多

数出版机构尤其是专业少儿社出版的图书中包含青

少年图书，会建立专门的团队，在品类上进一步深化，

塑造出版方向、产品的独特性意识增强。

2018年，接力出版社进行资源整合和机构调整，

相继成立了婴幼、少儿、青年三个分社。根据年龄段

和产品功能，少儿分社下设儿童文学编辑部、少儿百

科编辑部、生存教育编辑部。青年分社下设青年文学

编辑部、青年百科编辑部。其中，“怪物大师“系列是

儿童文学编辑部的畅销品牌，累计发行量已达2000万

册。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接力出版社围绕着“生存

意识教育、生存能力教育、生存态度教育”成立了专门

的部门——生存教育事业部，其重点产品“荒野求生”

系列发行量1095万册。“少儿万有经典文库”也是接力

社专为8~14岁青少年量身定制的经典书系，此外，少

儿百科品类中的“孤独星球·童书系列”系列，以青年

科普品类中的《万物简史》、青年文学中的“刘墉励志”

系列等都成为其在青

少年图书领域的看家

之作。其中，《万物简

史》累计发行量125万

册，“刘墉励志”系列

累计发行量450万册。

辽宁少年儿童出

版社已经打造出“喵

卷卷来了”等爆品。

在青少年阅读领域主

攻文学和科普的辽少

社 目 前 文 学 大 步 前

进、科普平稳发展。张国际透露，“喵卷卷来了”策划过

程中，辽少社针对孩子喜欢冒险的需求与渴望，精选作

者、密切构思。尤其注重作家讲课水平的挖掘，最终选

择的作家段立欣，除了写作上天马行空，在讲课方面也

颇具天赋，历时3年，进行了近千场进校园讲座。虚构

类图书产能过剩的同时，非虚构类图书供给不足，这是

当前少儿出版产品结构不适应需求变化的一点体现。

结合打造“喵卷卷来了”等产品的经验，张国际表示，要

深刻研究消费者的心理需求，挖掘读者的阅读期待，做

有一定现实性的作品，同时加大营销力度。

随着累计销售码洋逾千万的“少年读史记”等产

品大获成功，近几年，青岛出版社在青少年图书出版

方面收获颇丰，其少儿分社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下设

低幼图书编辑部、儿童文学编辑部、国学图书编辑部、

青少图书编辑部等四个部门，在青少年图书出版方面

积累丰富经验。抓住国学类、原创类图书日益受读者

和出版市场青睐的趋势，青岛出版社推出了历史知识

类读物“少年读史记”，引领“少年读”系列风潮。此

后，“少年读西游记”“少年读国学”……“少年读”已经

成为青岛出版社在少儿出版领域的一大名片。

化学工业出版社在拓展童书市场时，也在少儿分

社设了低幼编辑部、青少编辑部，据丁尚林介绍，这几

年，化工社的青少图书越来越集中在以《历史穿越报》

为代表的历史类、以《了不起的中华文明》为代表的科

普及成长励志类，并取得了较好的销售业绩。电子工

业出版社小猛犸童书在青少图书方向则相对来说专

注科普品类，重点产品包括“DK主题科普系列”、“DK

趣味科普系列”等。值得一提的是，发挥自身专业优

势，电子工业出版社还在青少年编程方向发力，打造

了“青少年趣味编程”、《机器人Python青少年编程开

发实例》等产品。

名家名作“红海”扩大
需解新人新品出位难题

时代在变，读者在变，相应的，图书题材、图文风

格及产品形式也是日新月异。青少年图书市场出现

一些特点：经典产品持续畅销，如《林汉达中国历史故

事集》。创新产品吸引眼球，如《历史穿越报》《半小时

漫画中国史》等。网红作品收割粉丝，如《刘心武爷爷

讲红楼梦》。

面向青少年的图书产品，名家名作竞争异常激

烈，一方面，莫言、冯骥才、刘慈欣等众多名家纷纷推

出类别多样的青少年读本；另一方面，青少版的“红

海”已经从四大名著延伸到《史记》《资治通鉴》《山海

经》、“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等中外经典。做过科技书、

艺术书，再做少儿书，丁尚林对少儿书更加考验编辑

的水平这一点深有体会。丁尚林提到，过分追求形式

创新、名人效应，如果内容质量跟不上，终究难以成为

长畅品。

《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市

场考验，至今仍然具备着蓬勃的生机。究其原因，缪

惟觉得可以分三方面：独一无二的优秀文本；中少总

社不遗余力的市场推广；围绕该书的多层次立体的产

品线建设。与低龄段的读者不同，为青少年提供精神

食粮，更需要精准地了解他们的需求，研究他们的心

理，让产品打动他们，因为他们是阅读的主体，拥有自

主选择和购买阅读对象的能力，而不是像低幼类图书

那样，只要打动了家长，就可以产生购买行为。面对

名家名作“红海”竞争激烈的现状，中少总社在与成名

作者密切合作的同时，也格外注重青年作者的挖掘与

培养。近些年，中少总社鼓励编辑以跨界的思维方式

去发现与培育新人，特别是插画家、社科学者、科普作

家等等。与国际著名创作人之间的合作也是中少总

社力推的创作新路径。

辽少社在名家名作方面也有专门的产品线。比

如“沈石溪中华龙鸟动物传奇”“安武林儿童文学精品

集”“冰波幽默”系列等。张国际表示，名家名作因为

辨识度相对较低，想要成为“爆款”必须进行渠道的运

作，得到渠道的认可。从读者角度来讲，家长关注的

焦点往往是孩子不喜欢的，而孩子关注的焦点往往是

具备偶像性质的，这是青少年图书市场存在的有趣现

象。除了把握青少年阅读需求点之外，出版机构在原

创、科普、跨界融合产品方面还亟待拓展。

在互联网如此发展的时代，要想给青少年出版读

物，首先要了解他们想看什么书、必须看什么书、看什

么样的书。缪惟提到，中少总社正在调集资源，从读

者入手，切实把准他们的阅读脉搏，有的放矢，才能出

版青少年读者喜闻乐见的产品。

由于不少图书的渠道从地面转向网上，营销工作

对读者的导向性更为突出，一些出版机构正将工作重

心从内容需求转向营销需求，于是，名家、IP、网红作

品，创新作品，低价产品越来越成为畅销品的主流。

而儿童文学新人新作，很难进入读者眼球；常规优质

科普作品，难营销；与学习相关的历史地理数学等科

普书则因为刚需而有机会成为热点。丁尚林觉得，青

少图书市场这样的现状，导致好书不一定好销、好销

的品种不一定就是好品种；畅销品越来越集中在少数

产品上，新品更加难以出头；低价低质、模仿跟风产品

充斥线上。此外，由于很多名家青少读本的原创新作

很少，导致名家作品与图书内容品质很多时候并不成

正比。在一片“红海”中想要成为爆款，传统的内容为

王的做法虽然还有用，但早已不是充分条件，营销资

源及营销方案的策划实施，也已成为畅销的元素。 出

版机构应沉下心来，深入策划，精心打磨，推陈出新，

积累资源，多方位开发，用优质产品打开市场，养育读

者，走向世界。

面对市场上众多英语教育类图书，家长们常常感

到无从下手：“什么书适合给6岁的小朋友英语启蒙？”

“10岁的孩子应该看什么书来培养英语阅读兴趣？”在

融合出版和终身服务教育的市场定位影响下，华东理

工社聚焦“英语分级阅读”，与国际知名公司合作探索

出“IP+教育”的新模式，围绕个人的阅读轨迹建立完

整的英语阅读产品分级体系，从题材、内容、渠道、难

度四个方面优化设计，做到题材有兴趣，内容够丰富，

买到很方便，难度更合适，让每个对英语阅读有兴趣

的读者都能找到符合期望的图书。

华东理工社“IP+教育”图书中内容文本目前已在

国外兰登书屋、哈珀·柯林斯、学乐等知名出版社出

版。内容文本已经过美国两大主流分级阅读体系

Lexile（蓝思分级阅读测评）和AR（Accelerated Reader）

测评，华东理工社在本土化编辑加工时，对每一本英

语阅读图书根据内容情节属性、阅读总词数、不重复

单词数、新课标相应的词汇量要求，对应到相应的国

内中小学年级分级，同时保留蓝思分级所对应的美国

学龄，做到科学有效。用“启蒙书—故事绘本—桥梁

书—章节书—青少年小说—成人小说”串联起读者的

阅读需求，循序渐进。

目前在0~3岁的幼儿阶段，华东理工社出版了色

彩鲜艳的单词大书，设计了人性化的字母大卡等；针

对 3~6 岁的孩子，开发了立体化英语启蒙教材《迪士

尼·幼小衔接英语进阶教程》以及配套练习册、《迪士

尼·幼小衔接英语进阶阅读》等，不仅可以听音频、看

视频，还可以跟唱儿歌，学写字母，玩益智游戏。《小熊

维尼》《超级飞侠》等故事绘本适合家长和孩子一起共

读。而桥梁书、章节书主要针对6~11岁的孩子，帮助

孩子从“亲子共读”向“独立阅读”过渡。小学高年级

以上人群也是华东理工社的核心用户群，围绕迪士尼

四大品牌以及环球梦工厂、华纳等授权内容，我们出

版了《迪士尼大电影双语阅读》《迪士尼英文原版》两

大系列，涵盖满足不同年龄层、不同英语水平读者需

求的产品。此外，紧跟热点，抓住出版时机，做到双语

版、英语原版图书与电影同步出版，以充分释放IP热

度。随着漫威10年的落幕、《复仇者联盟4》的火爆上

映，华东理工社适时推出了一系列美漫超级英雄故事

类以及电影同名小说。7月也将同步出版《狮子王》双

语版和英文原版图书。

考虑到用户的不同需求与不同使用场景，华东理

工社制作了电子书、有声读物、在线课程、移动学习应

用等多元化的知识付费产品，在多渠道、多平台上进行

分发与销售。目前，华东理工社已与喜马拉雅FM，百

词斩、新世相、教育百师通等平台达成深度合作。华东

理工社电子书的销售渠道涵盖了国内所有主流平台，

如微信读书、QQ阅读、Kindle等，每年触达用户高达

100万人次。此外，每年还会与新华书店、特色书店、社

区、图书馆等单位合作，开展100余场的英语阅读活动。

历时近4年的发展，华东理工社围绕迪士尼、皮克

斯、星球大战、漫威这四大品牌，开发出了诸多产品

线，不断开拓IP疆域，积极与孩之宝、梦工场、华纳兄

弟等知名公司合作。目前，已出版“IP+教育”英语阅

读图书200余种，年出版规模超1亿元。

■黄娜（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迪士尼事业部主任）

超级IP与教育碰撞，华东理工社玩转英语分级阅读

青少年图书市场在文学小说、科普、

科幻、动漫等细分品类出版了丰富的图

书。 针对青少年图书市场的特点，青岛

出版社也在努力探索转型，提高出版质量

和出版效率。近年来，国学类、原创类图

书日益受到读者和出版市场的青睐。

2015 年，青岛出版社少儿分社通过丰富

的市场调研，出版了一套历史知识类读

物“少年读史记”。作者张嘉骅凭借多年

浸淫《史记》的学识修养和通俗清新的文

笔，将一部《史记》打造成了有温度的、适

合少年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时值国学

阅读大兴，又加之文本内容的严谨和各处

细节的讲究，使得该书一经面世，就获得

了非常好的口碑。

在策划营销方面，我们主要从内容营

销、线上营销、线下营销着手做工作。内

容营销方面，深刻地剖析产品特性、把握

产品的核心价值，通过大量的市场调研和

图书品种分析，从古代文史图书中选出适

合少年儿童阅读、能为孩子提供正确的价

值观和历史观引导的经典图书，邀请名家

加以重述和改写。在图书出版后，邀请著

名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就文学内涵、出版意义、阅读

价值等方面对文本进行深度赏析，在提纲挈领地概括

文本价值、帮助读者深入了解作品的同时，推动了“少

年读史记”品牌的认知。线上营销方面，自图书上市

以来，我们积极与电商平台对接，举办了多种营销活

动，包括多场线上直播讲座活动。我们将公号文章推

送、线上阅读分享、线上阅读课程直播等多种形式相

结合，已覆盖40个微信阅读群、12个QQ阅读群，覆

盖人群近10万人，并联合“喜马拉雅”开发音频等衍

生产品。线下营销方面，为扩大品牌影响力，我们已

累计举办100多场“作家读者见面会”活动，请作家面

对面为小读者讲述经典背后的故事，进一步加大图书

和品牌的宣传力度。

2017年，该书获得“第6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这部优秀作品走进了更多读者的视野。通过线上线

下的品牌经营，目前“少年读史记”累积销售码洋已逾

千万，为青岛出版社的童书品牌建设贡献了力量。在

当前新技术、新政策、新需求的背景下，我们也在积极

尝试围绕优质版权内容，结合新媒体技术，丰富拓展

产品形态，尝试IP产品建设和运营。与新技术、新媒

体公司合作，开发音频产品，积极探索与研学、与培

训、与课程等知识付费、内容增值服务等方面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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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电子工业出版社少儿分社打造

的小猛犸童书，其青少年产品线集中在科

普品类，重点的有“DK 主题科普系列”

“DK趣味科普系列”“DK高端科普系列”

“跃迁科普系列”和“左右科普系列”。其

中“DK主题科普”产品线较稳固，取得了

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例如《DK

万物运转的秘密》获得第 10 届文津图书

奖，已销售近50万册，被称为给青少年的

物理世界入门必读书。此外还有具有艺

术美感的《DK万物透视图解百科》及其他

主题式科普《DK地球大百科》等，以具体

主题为导入点，系统阐述某领域全貌。

“DK趣味科普”产品线以有趣、好玩、

新奇的角度切入，其中《DK机械运转的秘

密》以立体互动的形式，带孩子领路物理

机械世界的奇妙。该书上市后迅速得到

了小读者的喜爱，入围第 13 届文津图书

奖、2年内已销售近20万册。“DK高端科

普”产品线以大领域、大视野、权威、重磅为选品标准，

其中《DK宇宙大百科》这样大部头的国际天文巨作也

已销售近 10 万册。2018 年，小猛犸童书还出版了

《DK人体大百科》。“跃迁科普系列”则主打科学与历

史相结合的选题方向，以青少年及成人为目标读者，

例如《宇宙图志》《数字博物馆》等。“左右科普系列”则

用艺术的形式阐释科学，已出版《羽毛》《雪花》等。

《DK机械运转的秘密》是凯迪克金奖绘本大师大

卫·麦考利趣味科普巅峰之作。该书找到了市场上较

空缺的趣味物理互动立体书的空白点，打破了传统的

说教、枯燥和理论形式的机械科普图书模式，一经上

市就得到了小读者喜爱。该书也是畅销书《DK万物

运转的秘密》同作者的儿童机械版，在图书出版初期

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中，作者大卫·麦考利亲自给中国

小读者录制的视频，鼓励孩子们爱上物理和机械。这

种互动立体书，读者的参与体验格外重要。因此在后

续的推广营销中，我们陆续在北京前门pageone书店、

五棵松华熙北京时代美术馆、BIBF等进行了讲座和

体验活动，在线上线下的合力宣传带动下，该书逐渐

稳固了市场销售水平，成为畅销+常销品种。

在青少年选书过程中，父母参与度降低，孩子在

自行选择时偏爱有趣、好玩的呈现方式，死板、课本式

科普不再被欢迎，而该书又对孩子的知识层面拓展有

所帮助，让孩子在玩中学习物理机械知识。因此，我

们在营销中着重宣传其知识性、趣味性和易懂、易读

等特点，让读者对物理机械书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在

稳定了市场销售后，陆续斩获的重量级奖项更加稳固

了其市场销售趋势，助力该书变为畅销青少年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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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品牌大赏

●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