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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研发：跨部门高效合作

今年4月，“管理的常识”面向垂直用户开发线

上知识付费课程——《管理者学了就能用的管理入

门课》，可以说是自媒体平台对用户需求积极反馈的

典型案例。

作为德鲁克管理经典套系的中文版权方，机械工

业出版社华章公司深耕经典，十数年积累将大师著作

版权逐一收集。2019年恰逢德鲁克诞辰110周年，华

章公司将大师全套经典著作重新出版，目前已出38本

经典著作，广受赞誉。

“接触读者越深入，我们越深刻地感受到，虽然人

人言管理必言德鲁克，但大师经典也常常伴有曲解，甚

至误解，更有读者发出这样的困惑：我知道德鲁克思想

很经典、也很受用，但每次读起来都觉得很难理解，读

不下去，怎么办？”拥有120万用户的“管理的常识”（机

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操盘手秦诗说，基于“管理的

常识”平台，团队展开了具有针对性的用户调研：“相当

多专业领域的技术大牛、优秀员工在升职转型成为管

理者的过程中，茫然不知所措。有的用户买了很多管

理图书和在线付费课程，也在投入和钻研，却还是囫囵

吞枣、没有实效；有的用户本身工作压力已经很大，闲

暇时间很难静下来啃书；甚至有用户没有意识到问题

其实就出在自己身上。”调研结果帮助华章看清用户对

经典管理思想课程的渴求，确立了课程的研发方向。

找到了真实的用户需求，接下来是确定优质讲

师。基于多年的经管出版资源积累，华章集结了一大

批国内顶尖的德鲁克思想研究者，他们中不乏国内顶

级商学院教授、学者与研究专家，这为课程研发过程中

的讲师资源开拓，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巧合的是，产品

团队核心成员在一次出差的高铁车厢里，偶遇德鲁克

管理学院院长、德友汇联合创始人、德鲁克博雅管理倡

导者顺波。

“在4个多小时的车程里，我们听顺波分享他近20

年来研究德鲁克思想并运用于企业实践的心得感悟，

以及他所观察到的国内企业家、管理者的学习现状，深

以为然，当即确立了合作意向，并得到顺波的大力支

持。”秦诗返回北京，产品团队紧急集结，梳理初稿大纲

和课程主题。

研发过程中，自媒体运营团队和知识付费团队跨

职能部门组建产品团队火力全开。秦诗说，高效协作，

急行军小步快跑，从确定课程方向到最终上线，前后仅

用了3周时间。产品团队将课程人群进一步明确，紧

紧围绕调研客群的需求和痛点设置了进阶式、问题导

向的课程体系。

秦诗透露，课程体系的设置引导用户从管理实践

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出发，带着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学

习。内容涵盖自我管理、领导力、团队管理、人事管

理、有效激励5大板块、共30小节，将德鲁克经典著作

还原到实践中，进行解读与把握。“从文本逐字稿打

磨、课程录制严选主播到营销推广素材文案制作，项

目组多次组织内部讨论、试听与评估，将每节音频时

长控制在5~7分钟，以提升用户体验。”此外，为了给

课程用户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和长尾服务，产品团队

为课程同步建立了学习社群，推送学习福利和课程更

新的最新消息，实时听取用户的意见建议，给出及时

的解答和反馈。

但似乎成就感并不完全来自于“营收”，而在于

“知识付费赋能出版业务真实可见”。上线当天，“管

理的常识”单一平台卖出课程近1000份。虽然远不

及网络爆款，但作为传统出版机构自媒体为垂类用

户定制研发课程的“新玩法”，让秦诗感觉振奋：

“有机会成为出版机构主营业务的线上流量入口，

帮助出版社融合内容生产、IP 运营、版权、营销等

多种职能，助力出版机构明确‘出版+’知识服务商

的新定位。”

条漫制作：需要好编剧+段子手+插画师

戴国华不想变成流量的奴隶。尽管“做过几次

大品牌的品宣，大约1.5元以上/1个阅读”。但目前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极简史”平台还

没有完全开放商务模块。“要价比较高，小品牌和杂

牌进不来。”这个策略也抑制了“极简史”“不择手

段”的流量变现企图。

“流量广告变现是我们盈利很小的一部分，至少

是现阶段。”作为新经典文化公司新媒体主编，戴国华

试图开发出更多的盈利模式，比如准备出版基于公众

号漫画内容的图书。“他的思路是把内容做成其它产

品形态，打造鲜活的IP，以创造一个可持续、良性发展

的盈利模式。认真做经得起考验的内容，而不是做信

息流、情绪流，做流量的奴隶。”

另外，“极简史”今年加入到了“插画文”潮流中，

这导致戴国华每天的工作变杂，最重要的是做选题开

发、品控和审查。毫无疑问，“插画文”的门槛相对较

高，不再是个人号所能顾及。“它的制作周期长，涉及

的工种增多，如果高频更新，三两个人的小团队基本

不够用。”

据记者了解，一篇插画文的生产流程大致包括几

个步骤：第一步，选题。团队开会讨论，根据平台定位

再结合热点确定选题。第二步，初稿。选题敲定后开

始撰写文案，有时一个主笔即可搞定，有的则可多人

执笔，再综合统筹。第三步，修改。初稿有可能只是

一个剧本大纲，然后再从结构、语言风格和插画形式

等各个方面进行考量修改。这个过程，有的团队分工

细致，比如初稿完成后，由段子手对插画剧本进行专

门的“段子化”，有视觉指导进行“图像化”处理等，再

与插画师讨论。第四步是定稿。定稿后，需要插画师

画出线稿，也是插画文另一形式的初稿。

戴国华坦言，他的团队并没有如此细化的分工，但

大致流程也是如此，有些步骤会省略。根据人员配置，

每个步骤的权重有所区别。“但一篇成熟的插画文肯定

需要好的编剧、段子手和插画师。”

新号出路：多媒介深耕

“中信出版集团”日更订阅号团队目前有3人（1

名主编）。负责人孙雨薇带领大家在选题会上确定

一周选题。由于选题在周一就确定，大部分时间是

写稿、配图、起标题、排版，如果需要做长图，新媒体

编辑会及时与美工对接需求。

除了“中信出版集团”官方新媒体主账号，2018年

9月，结合中信出版集团科普图书产品线的优质资源，

孙雨薇的团队又专门成立了着力于科普内容生产的新

媒体矩阵号“不知道研究所”。“不知道研究所”微信公

众号以“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为口号，从成立之初就

有着明确的受众定位，主要集中于6~22岁的儿童青少

年及青年群体，在内容选题规划、语言风格、视觉设计

呈现方面都有着非常明确的指向，即突出有趣、好玩、

易读，且有知识含量。

据孙雨薇介绍，“不知道研究所”在内容生产方面，

有三个思路，一是由“不知道研究所”的专职新媒体编

辑根据图书内容和当下热点撰写内容。这些内容往往

将注意点放在有趣的知识点上——“点”是重点，文章

不会太长，注重图文互动，语言风格俏皮幽默，注重动

图、长图的呈现；其二，也是由“不知道研究所”原创稿

件，但不会局限于知识点的普及，而是探索“体系性”知

识的传播和普及。2018年9月~10月，“不知道研究所”

曾尝试了8000字以上的系列微信深度稿件的原创推

送，结合中信出版集团在“人类进化”议题方向丰富的

出版资源，开辟了“有史以来”板块，系统性地普及基于

大历史理论的人类进化知识，获得了30万+的阅读量，

其中3篇稿件入选今日头条“青云计划”，被评为优质

内容；其三，注重专家资源库的构建。孙雨薇透露，“不

知道研究所”结合出版集团的优质作者、译者资源，组

建了自己的“专家团”，作为专业科普稿件的来源，着力

于提高“不知道研究所”在科学层面的专业性，提高科

普爱好者的“粉丝”粘性。

除了高质量的原创图文文章等传统新媒体内容产

出模式，“不知道研究所”还开辟了线上直播、线上课程、

粉丝群运营、抖音短视频等多种线上内容产出模式，先

后与喜马拉雅、中信书院和网易等内容平台合作，一年

以来，累计吸引了 100W+以上观众的线上参与观

看。除了线上运营，“不知道研究所”这一新媒体品牌

还主动走到线下，开启“走进博物馆”系列线下活动。

从2018年9月成立以来，“不知道研究所”举办了5场

大型活动、10多场小型活动，与国内顶级的自然科学

类博物馆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取得了良好的合作

关系，足迹从北京、济南、西安，一路南下到上海、武

汉、广州等城市，获得了不错的认知度。值得一提的

是，2019年3月14日，“不知道研究所”还与上海交通

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合作，举办了纪念爱因斯坦诞辰

140周年的系列纪念活动，在线下联合科研院所和书

店等机构，在线上通过文章、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取

得了不错的多媒介传播效果。 （下转第50版）

自媒体新玩法：条漫？短视频？课程？

A:“建筑邦”现在面临的市场环

境是怎样的？

现在的自媒体市场竞争很激

烈，各自的运营已极为成熟，方式众

多。在对2019年度出版机构自媒体

top50（当然，我们也在榜内）进行调

研中我们发现：从内容的展现形式

来看，自媒体已经全面进入了短视

频时代，各个自媒体制作的视频精

美、内容丰富，这对自媒体人提出了

更高要求；同时，每个自媒体都十分

关注与读者的交流，非常重视读者

的情感需求，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在知识服务领域的一个很好体

现；当然，内容的质量依旧是自媒体

运营的决定性因素，保证周期性地、

足量地、高质量地发布内容是每个

成功自媒体的基础。

Q:“建筑邦”在天津大学社的功

能定位是什么？

A:“建筑邦”微信公众平台作为

天津大学出版社精神文化产品之一，它承担了以下职

责：将出版社优质的建筑领域知识内容通过碎片化的

形式推送给读者，使读者实现快速的碎片化阅读；增

强天津大学社在建筑设计领域出版物的影响力；通过

碎片化的文章发布，收集读者的阅读信息和阅读反

馈，为天津大学社图书选题的制定提供依据；为天津

大学社知识服务建设提供依据。总体来说，“建筑邦”

微信公众平台是天津大学社与读者交流的有效窗

口。微信公众平台的有效运营，极大地提升了天津大

学社的品牌效应、出版效率以及读者的认知度。

Q:“建筑邦”的调性和用户画像是怎样的？

A:“建筑邦”面对的读者绝大多数是建筑设计

师、建筑设计领域专业技术人员、摄影爱好者、建筑设

计领域学者及学生，大多分布于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等一线城市，以及建筑设计机构、学校比较集中的

二、三线城市，这些城市集中了全国最好的建筑设计

机构及学校，汇集了全国最优秀的建筑设计领域人

才。这些读者体现出高学历、社交活动频繁、有自我

展现欲望、语言能力强等特点。他们的年龄在18～50

岁不等（在我们的网站端，用户的年龄会偏大一些，因

为他们可以发布自己的成果）。所以，我们的平台在

内容制作方面重视高质量、学术性、文学性以及读者的

阅读感受。关于数据积累，每个自媒体人都有自己独

特的方式。一个好的自媒体人，时刻关注读者反馈是

极为必要的。当然，平台提供的各种数据也是我们进

行分析的重要资料，具体的算法每个自媒体人需要根

据自身的定位和目标进行设计。最后，根据结论形成

有条件的实施方案，方案要坚决执行。认真的态度和

持久的坚持是自媒体人成功的关键，并无捷径可循。

Q:“建筑邦”的盈利模式是什么？

A:“建筑邦”的运营是天津大学社建筑领域出版

的结晶，除了直接负责“建筑邦”日常维护的团队外，

我们每一位建筑设计领域的编辑都是供稿者。微观

上讲，“建筑邦”直接来源于广告和销售的收益，大约

有几十万，它无法完全覆盖运营成本；从宏观上看，我

们每一位编辑都在“建筑邦”上获得了优质作者，每一

本图书都获得了很好的认知，它对天津大学社建筑领

域出版在全国排名的保持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个考

量角度涉及出版社自身的组织架构及政策影响，出版

社建设自媒体的目标是否清晰、战略规划和绩效是否

合理、效应转化是否高效。如果做好这些，自媒体的

盈利还是很好实现的，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自媒体

能够实现直接盈利。在实现微观盈利的同时，很好地

实现了宏观盈利，为出版社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这

些自媒体可以称得上是极为优秀的，这也是我们“建

筑邦”发展的目标。

Q:“建筑邦”的内容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A:选题是每一个内容产生的起点。每一个周期

我们会对建筑设计领域甚至整个建筑领域的学术发

展、理念创新、新技术应用、思潮等进行研究和分析。

（当然，这里有些东西是超前于当下生产力和社会需

要的）同时，我们很重视读者的反馈和数据反馈，这些

信息为我们选题的制定和筛选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关于内容的制作过程，则沿用了出版的很多方法和管

理模式。我们的内容在取材、整理、编辑、制作等方面

都是精细的、符合出版流程。关于视频形式的内容制

作，我们的调研和论证进行了半年之久。技术是每个

出版社都能够解决的问题，社里本身也制作过很多教

学视频。从内容定位上，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希望视频

产品即体现建筑的美，包括形态之美、艺术之美、表达

之美；也要阐述设计之魂，包括理念、文化、学术、思

潮。同时，我们要确保我们的产品既不是教学片、也不

是旅游片，应该体现建筑师的职业追求。

总的来说，一切的起点是对读者进行精准定位以

及从读者最真实的阅读需求出发，这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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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短视频的五个步骤
■桔 子（葫芦文化副总经理）

“抖音”是近年第一个真正解决“内容直接

变现“的自媒体平台，通过它自身的推荐算法，

只要是优质的好内容，就可以不断被很多的潜

在用户看到，抖音的电商购物车系统，又可以让

有价值的内容主体，直接售卖产品。起初我们

做“城市绿洲小书僮”的时候，定位它是“育儿

界的 KOL”，一开始就用很多育儿导向的话题，

用真人出镜的方式来讲述，数据效果很好。但

抖音是内容节奏很快的平台，同时也是内容迭

代节奏很迅速的平台，所以一种内容形态模式

化后，数据开始下滑，我们迅速调整方向，转向

垂直于绘本动画这一形态，让用户可以看到绘

本的部分内容和有吸引力的故事，对它产生好

奇感，所以在 2 个月左右的时间，迅速积累了 90

万的用户，同时这个账号的带货能力也很不错。

我们打造短视频的方法，可以概括成五个

步骤。第一步，蓄能选题池：积累话题，话题可

以是父母的焦虑点、社会热点、值得推荐给孩子

的好书。第二步，头脑风暴：站在用户妈妈的角

度讨论话题是否能够真正解决他们的痛点。第

三步，提供文案和视频脚本。第四步，寻找联系

适合的人选，执行拍摄与剪辑。第五步，剪辑完

了之后，进入修改阶段，团队每个人提出意见与

问题，直到大家找不出bug为止。

微信公众号内容从图文转向短视频的形

态，是基于用户更加方便的获取信息的需要，因

此，围绕“如何给孩子选好书”这一主题，我们

生产了“访谈”“纪录片”等形式的短视频，目前

得到的用户反馈数据高于原来的图文。我们团

队还是不断在加强内容研发力度，同时注重推

广自身的品牌理念和童书文化。

眼下，各类平台都发布了短视频模块，甚至

有的在后台还专门增加了短视频数据分析体制，

我们也在尝试培养用户拍摄短视频，制作抖音内

容——这个项目叫作“网红宝妈培养计划”。我

们希望普通的妈妈也能在这个时代，通过短视频

成为意见领袖，能在陪伴孩子的同时，有个小目

标值得去努力。我们的目标是结合KOL、外部媒

体、妈妈自媒体号，做成图书行业的自媒体矩阵，

联结更多优质的童书内容创作者与用户。

（葫芦文化：成立9年来致力于“亲子阅读”推广，旗下

子品牌“葫芦弟弟儿童书店”“城市绿洲小书僮””如何给

孩子选好书”等矩阵，结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成长特点，

已为5000多万小读者提供精选书品、精准分级阅读指

导和亲子阅读服务。）

中少总社“著名漫画团队‘笑江南’上海分享“创作经”人气爆棚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在少儿图书市场，卡通动漫类图书一直深受小读者喜爱。该领域也出现了很

多优质作品，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以下简称中少总社）出版的“植物大战僵尸”系列漫画便是其

中之一。该系列从单一产品发展成系列图书，始终不惧市场考验，连续7年创业界销量神话，成为超级

畅销书。

近日，中少总社在上海举办“从指间游戏到心灵阅读 ——著名漫画团队‘笑江南’创作分享活动”。

其编剧主创任诗元分享创作背后的有趣故事，揭秘该系列常销不衰的秘密。

一套畅销漫画书的打造，核心在于品牌与品质两点。作为编剧，要翻阅大量资料并从中提取最核

心、最有趣的知识来编创故事、制造笑点。这样围绕知识点讲幽默故事的方法，才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

象。任诗元在具体创作过程谈到，首先根据读者的年龄层、兴趣点选择合适选题；同时也要熟悉人物性

格、环境设定等。看似简单的一幅漫画，却是经过精心的人物设定、编创剧本、打草稿、勾画线稿，填色

等一个个融入作者心血和想象力的步骤悉心完成的。重要的是，编剧要打破固有思维模式，进行逆向

思维的训练。简单来说，就是笑点、答案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活动最后，趣味游戏点燃了现场小粉丝的参与热情。小读者特意手绘了漫画中的场景送给“笑江

南”团队。任诗元现场解答了读者关于漫画书的各种疑问，并与书迷合影留念。 （林 致）

“葫芦弟弟”在几个月前开始全面转型，

公众号由原来的图文推送、条漫形式全部改

成了短视频。但不管是图文、漫画还是短视

频，持续输出优质的原创内容，帮助妈妈给

孩子选好书，是我们的目标。虽然最后呈现

出来每周三条短视频，每一条就 2 分钟左

右，但在 2 分钟短视频的背后，我们付出了

几千倍的时间。在此，我们简要分享，葫芦

弟弟做“短视频”的来龙去脉。

“建筑邦”的微信公众平台建于 2013 年 2

月。当时，微信公众号自媒体还未大规模爆发，

我们还在运营建筑邦网站等平台。即便如此，

“建筑邦”在建筑设计垂直领域还是做到了业界

领先，平均单篇阅读量在5万以上，这个阅读量

在网页时代都是极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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