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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口：直播、短视频？

信息严重过剩，获客成本越来越

高，毫无疑问，眼下自媒体平台的运

作，需要更清晰的用户画像，更直接

的对口输出。直播和短视频成为出

版机构新的“变现”风口。

“公众号的红利期已过，如果微信

的生态没有大的改变，应该也没什么机

会。”中信出版集团日更订阅号负责人

孙雨薇比较看好微信端的直播通道，

“也许是可尝试的风口，带货及涨粉效

果不错”。据悉，该集团下一步的新媒

体布局将聚焦于短视频。“打造一只短

视频运营团队做视频化内容，内容发布

也不局限于公众号单一平台，百家、头

条、微博、豆瓣等各个新媒体平台适配

发布。”以今日头条为例，中信出版集团

已形成了全媒体矩阵，中信出版的所有

账号都在该矩阵中，各有侧重地推送内

容。

博集天卷书友会负责人左亚琦觉

得：“最困难的是涨粉。”今年以来，条

漫类微信文比文字类更受欢迎，但

“目前并没有换平台的想法”。“比起

等待下一个风口，不如多观察用户群

体，找到可以撬动用户硬核需求的

点。”

从渠道端看，突破来得更猛烈。

据记者调查，本部设在福州的葫芦弟

弟儿童书店在 2016 设立“如何给孩子

选好书”微信公众号平台，迄今积累

粉丝 21 万。用户数据累积一部分通

过输出妈妈最需要的干货来吸引粉

丝，另一部分来源于葫芦弟弟线下儿

童书店和线上天猫店的客户。葫芦文

化副总经理桔子透露，眼下，该平台

试图抓住短视频风口，在今年开始全

面转型，公众号由原来的图文推送、

条漫形式全部改为短视频的内容输出

模式。“提前两周策划选题，选题来源

于日常父母焦虑的问题、社会热点和

内容品质优质的童书绘本。团队分工

协作，写出视频脚本、寻找合适的人

参与拍摄。视频剪辑完后，团队会反

复开会讨论，提出不同看法，一遍一

遍地修改打磨。

自媒体变现路径

据记者了解，目前出版机构围绕现

有用户的需求进行深挖，为用户提供阅

读与成长的立体化解决方案的自媒体

平台变现模式主要有三种：广告变现：

承接与公众号调性相符的广告；电商变

现：软文营销推广与用户画像相符合的

纸书、电子书、有声书、线下培训等；知

识付费变现：面向垂直客群开发上线有

针对性的课程，形成用户沉淀。

每一篇文章的推送和互动都包含

着用户的期待，为此，在变现渠道与方

式的选择上，出版机构往往对于广告

主的筛选慎之又慎。目前，广告与电

商方面，出现了出版机构与专业的媒

介代理方建立战略合作的新型关系，

开放流量给有资质的广告主，通过软

文推广共生共赢。知识付费方面，出

版机构则依托自有作译者、合作伙伴、

图书内容等资源，开始提供在线付费

课程的研发服务。

从新兴的抖音平台营收情况看，

多来源于产品转化和广告营收。就目

前而言，出版圈的公众号更多倾向塑

造人格化形象，输出阅读干货和文化

内涵。涉足抖音平台的出版机构已经

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转化路径和营收模

式。 （林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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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的增多，各

种平台分流，自媒体市

场竞争越加激烈。面

对市场竞争，出版机构

要做的是准确产品定

位、精准化服务以及更

高效的价值转化。

我们运营过一段时间的图书推荐抖

音号排行榜，对不同类别的抖音号做过

分析。我们发现，成人方面，实用类图

书相对更容易得到用户转发、点赞，争

议性话题更容易得到评论。儿童方面，

能够让我们真正对标去学习的抖音号

相对较少，技术门槛相对较低。从抖音

号的影响力来讲，粉丝数量是一个重要

方面，但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我们在

只有 1000 多粉丝的时候，影响力同样能

够进入到排行榜的前 10，进入周榜的前

15。每一条短视频，评论里再评论，赞

上再点赞，都有可能将该条短视频推向

更多的用户。负责老师先后走访了未

读、人民邮电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大学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等不同类

型的出版机构，了解出版机构在短视频

推广运维方面的需求、痛点和难点，不

断调整团队的定位和努力方向。

目前，我们的常规工作是以主播

口播的方式来推广图书，一方面，为我

们自己的抖音号拍摄制作相关的图书

短视频，另一方面，我们也为部分出版

机构输送了几位主播，由我们来拍摄

制作，对方发布运维。在此基础上，团

队成员开始在 MG 动画短视频、音频

配音和后期制作、脚本编写等方面发

力，特别是 MG 动画短视频这种形式，

在童书、科普读物、历史读物等领域应

用广泛。眼下的问题是，技术门槛相

对较高，投入较大，但我们以在校兴趣

小组的方式来制作，各方面压力都小

很多。

从实战情况来看，我们主导的抖

音号“出版小姐姐读书”，并没有局限

于某一个类别的图书，主要还是进行

阅读推广，通过主播的个人魅力来吸

引 用 户 关 注 。 抖 音 号“ 童 书 种 草 姐

姐”，相对垂直很多，针对性极强，市场

非常广阔。专门针对刷抖音的宝妈宝

爸，吸引他们为自己的宝宝购买图书，

同时进行科学育儿理念、知识文化的

传播和推广。另一方面，童书本身内

容简单、趣味性强、颜色丰富，在视频

制作上难度也比较小，能够确确实实

地讲一些内容，拍出来的效果也比较

美观，富含童趣。

营收模式

目前，我们向出版机构收取一定的

图书推广费，用来支付参与同学的劳务

费、平台运维费等，基本上收支平衡。

也有很多出版机构希望与我们以推广

佣金或销售分成的方式来合作，但是由

于目前我们的转化率还不够，另外，抖

音如何作为推广和转化一体的平台，还

需要进一步实践。所以，目前我们的费

用收取依然是图书推广费。最近，“出

版小姐姐读书”和“童书种草姐姐”两个

抖音号刚刚被一个机构号签进去，该机

构号本身就有千万级的流量，又得到了

抖音平台的专有流量扶持，我们后续的

盈利模式将更加多元化。

秦诗（机械工业出版社“管理的

常识”平台负责人）：出版机构自媒

体作为一个连接器，一手为作者赋

能，一手为用户服务。将每一篇文

章都作为“产品”来打磨，提供超出

用户期待的“产品”，自觉严守导向

关、底线关，不低俗、不媚俗、不流

俗，有格调、有品质、有温度，这也是

出版机构自媒体里自然流淌的基

因。坚持长期主义，坚信日积月累

带来的成果，时间会给我们答案。

王硉（天津大学出版社数字出

版中心主任）:任何事情没有捷径可

言。我们的经验是：创造和坚守核

心价值、深入了解我们的读者、主动

拥抱科技，做好出版人的本职工作。

左亚琦（博集天卷书友会负

责人）：揣摩用户群体，和他们换位

思考，了解他们的关注点。标题很

重要，不管是原创还是转载，标题需

要多想；热点还是要追，而且要从自家公众号

用户的角度思考，他们关心热点的哪一部

分？留意用户信息和用户留言。

唐坤亮（万唯教育新媒体运营总监）:不要

被表象迷惑，要有自己的判断，用户留言想看

的内容，效果并不一定好。不要矜持于追热

点，有时候热点会有想象不到的效果。标题

和正文的第一句文案十分重要，它决定了读

者是否能打开以及读下去。一定要带给用户

真正的价值。时刻保持嗅觉、敏锐度，要学会

从一个简单的点衍化出大意义。千万别把自

己当成一个只是敲文字、回消息的编辑。

作为出版社自媒体运营

者，我的日常很“琐碎”。

8:00~9:00，我会在地铁上查

看昨日推送情况，精选和回复读

者留言；浏览当日新闻热点，想

想可能的热点选题。9:00~10:00

内容寻源，完善当天和当周内容

排期；10:00~12:00 撰写原创内

容；13:30~15:30 编辑排版、修改

错字，打磨标题、导语等细节，发

预览给主编；15:30~17:30 与合

作伙伴沟通对接，开展其他营销

工作等。17:30以后，办公室渐

渐安静，尤其适合打磨深度内

容、完成策划案等等……总之天

黑了，很可能有些事才刚刚开

始，做过内容的都懂得。

公众号内容推送一般安排在晚上8：

00以后，每天3条，365天全年无休，即便

在节假期，也没有办法全然放松。比如，

春节全家围坐在一起包饺子看春晚，我

们抱着电脑在后台编辑推送；休假在国

外玩，到处找Wi-Fi推送内容、盯读者留

言；周末晚上23点突然发现今天内容怎

么还没发出来，什么情况？赶快去后台

看看……种种情形都是我们的日常。

从团队协作角度看，每周一，部门成

员会聚在一起开选题会，梳理近期热点

话题，讨论选题角度，制定大纲框架，主

笔人独立撰写完成后交给小组同学试

读，并给出修改意见，改后再次确认，直

至终稿完成，进入编辑排版环节，排版完

成再发给主编预览审核，确认无误后进

行推送。推送后工作还远未结束，实时

关注后台用户反馈、处理留言，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 （秦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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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传媒学院作为传媒类专业院校，在传媒领域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我们都有相对应的专业或者课程，依托院校背景，浙江传媒学院编辑出版专业的学

生在有一定门槛的视频拍摄剪辑、动画设计创作、录音配音后期、虚拟/增强现实、脚本剧本编写等方面有一定优势。作为一个由老师带领学生的兴趣小组，我们

更多希望在解决出版机构难点和痛点的基础上培养学生，锻炼队伍，通过一线任务实战驱动师生有针对性地学习，培养小组成员的新媒体思维，提升小组成员的

新媒体技能，从而将课堂知识学习和课外实践学习有机结合，无缝对接，用社会化标准检验和提升我们的教学水平和学习效果。

■校园实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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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派做“抖音”

以制作《思维导图（全彩少儿版）》（化学工业出

版社）MG动画短视频项目为例，一开始双方在敲定

书目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展示思维导图这

个动态过程。这是一个技术难题，最终敲定的办法

是，通过ppt+录屏的方式展示思维导图变化过程。

之后的难题是脚本撰写。一开始的思路非常单薄，

先展示学习上的困难，然后推出三幅思维导图展示

思维导图的三个作用，最后展示图书的基本信息，

效果并不理想，整个视频内容不够丰富，缺少科普

短视频的趣味性。于是，我们适当削减了短视频开

头的问题导入部分，由之前的三个问题简化为一个

中心问题，并且加快了思维导图的展示过程，在中

间适当加入思维导图的理论知识。但是，怎样把理

论知识展示得生动活泼而不枯燥乏味？我们想了

很久，决定将思维导图的构成也用思维导图展示出

来。

在这个过程中，出版社的老师向我们提出了另

一种展示方式——用before和after的方式进行对

比，突出思维导图的高效率。于是我们在前面三幅

思维导图中再次进行筛选，留下一幅最具代表性的

思维导图。此时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两者是同时出

现还是一前一后？两者同时出现的话，对比效果更

加强烈，却让人看不清；如果是先后出现，那么对比

效果会有所减弱。我们将两种方式都试验了一遍，

最终决定采用第二种。剩下的就是把之前用思维

导图展现部分用文字+简单的动画图片进行处理，

最终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总结起来，我们的项目制作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三个问题导入+三幅思维导图展示三个

作用+图书基本信息。第二阶段一个问题导入+书

的构成+加快的三幅思维导图+图书基本信息。第

三阶段，一个问题导入+书的构成+一幅思维导图

对比凸显+三个作用+图书基本信息。

与注重文案策划的思维导图不同，我们在制作

《奇妙的半圆形》的时候，将重点放到了技术上

面。《奇妙的半圆形》是针对学前班的儿童，书本内

容更为简单，图案更大，所含的科普性也不多，无

法进行深度挖掘，主要还是一些思维拓展。还有一

个亮点就是双语。但是相对于琅琅上口的中文来

说，英语太长，难度也较大，家长也会觉得这本书

可能不适合现在的宝宝，会打击家长的购买欲。最

后，我们决定运用大量的动画展现出这本书的特

点，用一个问题引入，在解答，重复三遍后展示图

本的基本信息，简单明了，益智趣味。

如何将书的内容转换成动画非常考验我们

的技术。不仅是制作技术，还有平面设计。我们

先将画面拍下来传入电脑，然后结合 ps 和 pr 制

作出最简单效果，比如说嘴巴的闭合，瓢虫的爬

动等动画效果，最后再加一些视频转场特效，视

频才算完成。

在做图书短视频的过程中，校内老师和业界编

辑老师共同把关审核指导，整合行业资源，真正实

现双导师制。现实的状况是，很多新媒体行业不愿

意招新闻出版的学生。但学生们如果尝试培养自

己的专业素养，在整个短视频制作拍摄过程中，从

前期构思到后期运维，都有所涉猎，有更好的技

能、更成熟的思维体系傍身，就能在严峻的就业环

境下更好地实现就业。

目前，我们主要精力还是在抖音短视频的运维

上，后续将逐步拓展到B站等新平台，以及运用AR、

VR等新技术上。 （隗静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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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抖音制作流程是，出版机构和指导老师共同确定可推广的图书，出版社寄送样书给兴趣小

组，指导老师分配给指定的小伙伴撰写拍摄文案或MG动画脚本，出版社对文案或脚本把关审核确定

后，兴趣小组开始进行拍摄、剪辑、制作、配音、作品上传、运维等相关工作。整个过程，不仅锻炼了学

生们新媒体技能技巧方面的能力，学生的协作、分工、配合等团队意识也得到了强化。更为重要的是，

学生们在接受系统学习的同时，能够直接与出版社的老师交流沟通对接，形成了校内老师和校外老师

双重培养的学习模式。

案 例

How Publishers Make Profits from Self-Media?How Publishers Make Profits from Self-Media?

■隗静秋(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编辑出版系教师)

（上接第47版）

刘文飞解读托尔斯泰三部长篇小说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首都图书馆联合策划的“阅读文学经

典”系列讲座第二季迎来最后一讲，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刘文飞到场为读者解读托

尔斯泰的三部长篇小说。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一生的创作形式丰富、体裁繁多，但从文学史的

角度来看，他的三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复活》，无疑是其所有作品中

最具有文学性的、也是影响最大的作品。

刘文飞表示，在中国有“红学”，英语世界有“莎学”，而在俄语中也有一个词叫“托尔斯泰

学”，可见一个作家的创作内容如此丰富，影响巨大。在他看来，尽管可以在俄语中看到很多

的作家后面都会加一个“学”字，例如普希金学、契诃夫学、果戈理学，但“托尔斯泰学和普希

金学才最能称得上是一门学问”。“《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复活》这三部作品，在托

尔斯泰的创作中就像一次三级跳，情节从历史写到家庭，再写到个人精神层面的生活；三部

作品像三块巨大的基石，托尔斯泰小说宏伟的艺术大厦就建立在这三部作品之上，因此也不

妨把它们看成是一部独特的三部曲。”刘文飞说。 （张 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