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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把儿保医生的工作手记，通过精心梳理，

打磨出版后不到半个月，该书就进入当当新书热销

榜。”记者在朋友圈看到这句话的第一反应是，该书

的内容有哪些特色？是什么原因让该书脱颖而出？

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该书责编宁

波出版社的编辑汪婷，谈谈图书策划的故事。

从真实案例着手，更具针对性。谈到策划该书

的原因，汪婷谈到两方面想法，一方面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人们对科

学育儿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但由于观念意识的改

变、工作压力的增加，网络上“恐婚”“恐育”的情绪

较多；另一方面市场上有很多关于育儿、早教的图

书，但大部分书存在理论性太强或针对性不高等问

题，很多新手爸妈了解了相关知识，但在孩子出现

问题时，仍不知所措。“关注科学育儿但又不知如何

下手”，汪婷抓住这一需求点，策划《懂方法的父母

不焦虑》。不同于同类型大多图书以理论为主的特

色，该书根据儿保医生平时门诊中遇到的情况、新

手爸妈育儿过程发生的问题开展叙述，通过案例分

析，有针对性地向家长介绍育儿知识和方法。

根据读者特性营销，贯穿全程。“图书的品质是

营销的前提，好的营销是将高品质图书推向市场的

重要推手，所以宁波出版社图书的总营销思路是做

好图书出版前、中、后三个时期的各项工作。”汪婷如

是说。所以，针对该书营销，不是从图书出版后才开

始的，而是贯穿于图书出版的整个过程。

首先，出版前敲定每一个细节，不放过任何一

个营销点。该书中的内容整理自“宁波市妇女儿童

医院”公众号中的“儿保医生手记”板块，所以出版

前的工作主要是与作者进行充分沟通，重新梳理

内容。在图书编辑过程中，除了严格遵守三审三校

流程之外，汪婷还将书稿给社里部分新手妈妈阅

读，请她们从编辑和妈妈两个角度对书稿内容提出

意见。同时，书稿内容原发布在公众号中的“儿保

医生手记”板块，有一定的粉丝量基础，所以书中保

留了“儿保医生手记”。可以说，在出版之前，每一

个可以吸引读者的细节，汪婷都考虑其中，并使之

成为营销亮点。

其次，多渠道曝光图书，提高营销转化率。图

书出版后，汪婷及时在百度百科、豆瓣等平台建立

该书的网络档案，图书入库后及时将图书寄给资深

书评人，请他们撰写书评，并投放到多个平台，如今

日头条、豆瓣、澎湃新闻等。同时，将样书寄给作

者，请作者在妈妈群、医生群等社交平台进行推荐。

再次，线上是营销的重点。“我们有考虑过书店

做签售或新书分享会等，”汪婷说，但由于该书作者

是儿保医生，平时工作较忙；且本书的受众是新手

爸妈，带孩子很辛苦，让他们来参加线下活动也有

诸多不便；再者，新手爸妈一般是80后、90后，他们

更喜欢在网上咨询和购书。综合这三方面因素，汪

婷最终确定以线上营销为主，覆盖天猫、当当、京东

等电商平台。例如，汪婷寻找了50位目标读者进

行试读，并在豆瓣平台打分，以读者的角度评价该

书，使其更具说服力和可信度。

导读信息：《懂方法的父母不焦虑》由资深儿保医生团队编写，采用案例写作的方

式，对门诊中遇到的真实案例进行分析，深入浅出地讲述了问题出现的原因，并分享了

专业、实用的解决对策，帮助家长科学育儿。全书共分为9章，涵盖了孩子成长过程中

母乳喂养、生长发育、习惯培养、教育管教等方面的问题，集理论性与实践性于一体。

导购建议：《懂方法的父母不焦虑》是一本以真实案例撰写的图书，更具实践性，

适合新手爸爸妈妈阅读，尤其是80 后、90 后。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从策划之初就融

入营销，从书名的确定到首发渠道的选择再到后期的宣传，充分考虑目标读者的阅

读习惯。

《懂方法的父母不焦虑》吕兰秋主编/宁波出版社2019年9月版/40.00元

“三国英雄记”系列 用抖音打响品牌 创新实现渠道增量

导读信息：“三国英雄记”系列以“英雄”为主题，按照时间的顺序，把一

件件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向读者娓娓道来，既注重历史本身的过程，更关

照历史表象下的规律，探究成功者为何成功、失败者为何失败，对于许多认

识上容易有偏差的人与事给予还本清源，有弘扬也有批判，有叙述也有反

思，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再现那段历史。

导购建议：利用抖音的广泛传播效果，实现引流和销售；同时在线下开

展图书分享签售会，增强粉丝粘性，并通过直播进一步扩大影响力。

“三国英雄记”系列 南门太守著/华文出版社2019年1月版/348.00元

5G时代，强调融合发展，出版社要有所突破，

就要创新实现渠道增量。出版的本质即传播，当

下流行的抖音，就是一个上手快、成本低、十分适

合中小出版社的媒介平台。华文出版社选择南门

太守“三国英雄记”系列作为进军抖音的“头炮”，

通过打造“南门太守”品牌账号，将专业内容巧妙

融合大众平台，实现融合发展。

华文社于2019年3月注册“南门太守盘三国”

抖音账号并与社外资源共同合作运营。之所以这

样取名，是因为当时网络上流行“盘”字，网友戏称

“万物皆可盘”。截至10月，“南门太守盘三国”已发

布200余条短视频，获赞112.8万个，总评论13.2万

条，粉丝16.1万人。

用做选题思路来做视频。前期阶段为“三国

揭秘”，责编策划每期选题，即三国迷普遍关注的

专业问题，例如“谁是三国演义里射箭技术第一

人？”“什么是三国时代最大的蝴蝶效应？”经过商

讨筛选后，由作者通过自问自答的形式录制，交给

视频制作公司剪辑，为视频配以相关图片或影视

作品镜头。经过积累，每条视频均有粉丝热情参

与讨论和提问，多期留言破千条。

网友的参与热情促使出版社对视频内容做出

了调整，以回答粉丝提问为主，仍请南门太守作

答，将“自说自话”模式转变为与粉丝互动，进一步

拉近了作者与粉丝的距离。该模式不仅充分调动

粉丝的积极性，也为编辑提供了延续不断的选题。

7月，出版社在粉丝粘性已经很强的时候，选

择在视频里添加商品橱窗，销售“三国英雄记”套

装和6个单本。同时，还为抖音橱窗专门定制了随

书赠送的手机壳，希望通过独家销售方式提高转

化率，带来更多收益。此外，南门太守每周还在抖

音平台坚持做视频直播，与粉丝持续互动。

注册半年，“南门太守盘三国”发布的短视频、

直播还是局限于图片、直播间等固定场景，时间久

了难免会审美疲劳。接下来，华文社将打造知识

付费产品——请南门太守走出去，进行外景录制、

实地直播。根据三国时期的历史事件发展走向，

开辟出一条“研学路线”，为粉丝提供切身实地的

感受。

寻找“围墙外的合作者”打响品牌。中小型出

版社在品牌建设初级阶段，数字化水平较低，虽然

资金、人才不足，但仍然可以有大作为。出版社做

好融合发展有两条路：一是内容生产，二是传播手

段。专业的内容生产是出版社最大的优势，因此

要立足优势，生产出质量精良的内容；在传播介质

上和手段上，要勇于大胆创新，在融合发展中，出

奇制胜。

在做好“南门太守盘三国”抖音号后，华文社信

心十足。未来，出版社将分系列开通抖音号，例如

“华文全球史”“徐静波”“历史的沸点”等，主动向受

众出击、向读者靠拢。通过专业、专属内容，吸引粉

丝，打造华文品牌，增强影响力。创新实现渠道增

量，不仅扩大了出版社的产品知名度，树立了良好的

品牌形象，还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效益。

出版社要抓住传播的热度，用好抖音，严肃卖

萌，不是“抖机灵”，而是“抖”品牌。通过更为“接

地气”的方式靠近读者，将出版社的专业内容主动

传播到更广大的读者中去。通过寻找“围墙外的

合作者”，借外力、少投入，形成MCN（多频道网络

产品）矩阵、产业链，以实现商业稳定变现，最终形

成与互联网产品生产过程的有机融合。

此外，华文社在线下举办主题活动，吸引粉

丝，并通过直播辐射更多读者。如在2019北京图

书订货会和第29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期间，在

北京、西安等地举办了多场“三国英雄记”图书分享

签售会，进一步增强粉丝粘性，扩大出版社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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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华举办金秋书市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0月26日~11月3日，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文化委员会主办，重庆新华书店集

团公司承办的2019全民阅读金秋重庆书市在解放碑步行街举行。此次书市以“筑梦七十载 悦读新时代”为主

题，力图打造精品书展，尽显文化魅力，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书市面积近1000平方米，组织了全国百余家知名出版社的3万余种、近20万册最新精品图书，还专门辟出

场地搭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主题学习教育专区，布置“诺贝尔文学作

品推荐”“茅盾文学奖作品推荐”等特色造型展台，向广大读者呈现了一场图书盛宴。书展期间，读者在展场购

买图书、音像制品享受7.9折优惠；在“阅淘网”下单购买，享受7.1折优惠。

活动中，重庆新华还为读者精心策划组织了丰富多彩的公益文化活动。如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

“我和我的祖国”为活动主题，开展“我是小小护旗手”故事大赛，“他们的故事”爱国青年故事公益讲座、知识竞

答、创意绘画等。书市期间，读者除了享受优惠折扣外，可通过“阅淘网”图书智能查询系统在线查询、选购图

书，在线下单，闪邮到家。据统计，书市期间“阅淘网”每天新增会员近千人，截至目前，注册会员达51万人，微信

粉丝28万余人。 （肖 颖）

《建筑设计资料集》（第3版）包

括 8 个分册，定价为 1580 元，2017

年12月上市之初就销售了1.1万套，

共计约10万册。作为该社的拳头产

品，中国建筑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原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针对该书每

隔半年时间就开展相关宣传推广活

动。据中国建筑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建筑与城乡规划图书中心主任、《建

筑设计资料集》（第 3 版）项目负责

人、总编委会办公室主任陆新之介

绍：“该书上市不到2年时间，销售金

额近 2000 万元，销售数量近 16 万

册。”在读者范围较窄的建筑设计专

业领域，该书成为畅销书，是怎么做

到的呢？

以过硬的图书质量为基石，对

内容进行重新定位和全面升级——

从建筑“天书”做到建筑“百科全

书”。据陆新之介绍，新版资料集在

组织修订时，进行了重新定位和全

面升级——从建筑“天书”做到建筑

“百科全书”，要求做到“资料全、方

便查、查得到”。为此，总编委会邀

请了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和清

华大学建筑学院等14家国内知名单

位担任新版资料集8个分册的主编

单位，各专题和各章节由国内各个

领域的知名专家进行编写，并组织

了两三百名知名专家对稿件进行多

次审稿。

抓住上市热度，做好新媒体营销，让常销书真正畅

销。在陆新之看来，一本新书上市之初的市场热度十分重

要，把握好上市之初的营销，可为重点图书的“闪亮登场”

创造好的条件。如果是常销书，在上市1年多后的衰减期

到来时，在新媒体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促销推广活动，进

一步提升图书在精准读者群内的热度，扩大图书的销量。

为此，该书上市以来的营销策略可分“三步走”。

第一步，抓住首发式热度，使其成为“网红”产品。在

该书上市的前几个月，该社策划发布了《建筑设计资料集》

（第3版）即将出版的信息，吸引行业内读者的关注。在该

书上市前3天举办新书首发式，邀请了建筑行业内重要大

咖和多家媒体参与。首发式之前，该社制作了“天书之路

——建筑设计资料集（第3版）编写历程”的视频，并准备相

关宣传推文和图书发布的“定妆照”。据陆新之介绍，首发

式当天，《建筑设计资料集（第3版）隆重首发》一文达到上

万阅读量，该书上市的第一天，1.1万套的库存很快销售一

空。该社还开通了“建筑设计资料集”的微信公众号，向业

界发布资料集和相关建筑规划图书信息。

第二步，成立打盗维权小组，保障正版图书的发行。

据了解，该书一上市，PDF扫描版和纸质盗版就在市面出

现，为此该社成立了打盗维权小组，采取“抓典型、刑事打

击”和“全面监控、重点突袭”的方式，先后抓获2个负责盗

印的团伙主犯，关闭传播盗版PDF的QQ群50余个，关闭

一批销售盗版的天猫店和淘宝店，并起诉了一批涉嫌盗版

的公司和个人，有效遏制了盗版。

第三步，瞄准电商和新媒体，多方参与形成营销合

力。针对该书，出版社每年在“6·18”“双11”期间都会策划

相关促销推广活动，并充分利用微信营销方式，进行快速

传播和精准营销。据陆新之介绍：“今年“6·18”前，我撰写

了‘天书大放价，你还用盗版吗？’‘天书手记：我所感知的

建筑基础研究现况’等文章，在‘建筑设计资料集’微信公

众号上进行首发，并联系建筑设计领域十几个有影响力的

微信公众号进行转发，很快在建筑师群体中起到了刷屏的

效果，拉动了该书的销售。”

如何形成图书营销氛围？中国建筑出版传媒有限公

司营销中心主任尹珺祥告诉记者：“在营销宣传推广活动

中，我们需要考虑所有电商和实体书店，所有的政策都要

一视同仁，并提前把营销活动方案发给各经销商，通过实

际利益吸引他们积极参与，形成营销合力和营销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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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洋子（华文出版社）

《懂方法的父母不焦虑》抓住读者需求 多渠道营销提高转化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王双双

导读信息：《建筑设计资料集》（第3版）是一部由中国

人创造的行业工具书，包括66个专题，正文3500多页，比

第1版1613页、第2版2289页有大幅度增补，内容涵盖各

建筑领域和建筑类型。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和中国建筑

学会联合国内建设行业200余家单位、3000余名专家，自

2010年开始编写，前后历时近8年，最终完成了这部我国

建筑界大型工具书的编撰出版。

导购建议：营销对象包括建筑设计院、规划院、景观

设计公司、室内设计公司、房地产公司、规划局、建设厅、

各级开发区、相关大中专院校以及收藏建筑图书的图书

馆等。该书主要在电商平台、实体书店以及微信公众号

等渠道销售。

“跟着Wolly游世界”系列集地理、建筑、历史、

文学、艺术、化学、物理、自然、风俗等学科知识于一

体，囊括了超过3200个知识点，57个地标、110多位

世界名人，还有2000多道趣味答题挑战，让孩子轻松

“跟着Wolly游世界”。全书Q版形象和线描相结合

的原创手绘贴近孩子的心理认知特点，兼具知识性和

趣味性。由教师团队用PBL（问题式学习）教育理念

为孩子量身定制的配套原创旅行手账本，把旅行升级

为“研究性学习”。有趣的内容自带“卖点”，再加上全

渠道营销，使得该套书一上市，就在北京、上海、广东

和长三角等地区的书店取得了较好的销售成绩。

京东首发，打造爆品。“跟着Wolly游世界”选

择在京东图书独家首发，并与京东图书展开深度合

作，充分调动京东商城和出版社的资源，预售期在

京东图书首页开启预售封面推荐及文字链、预售专

区；图书上市后投放封面推荐首页轮转、京粉首页

推荐、荐书联盟推广、热搜等多项营销推广，抓住

“双11”销售旺季，拉动销量。首发过后，该套书销

售全面覆盖各电商平台，包括广东教育出版社天猫

旗舰店、当当网、博库网、新华文轩天猫店、新华发

行天猫店等，让该套书保持销售热度。

直播销售、自媒体大号推荐、社群营销拓宽销

售渠道。“跟着Wolly游世界”在抖音、淘宝直播、微

博等平台开拓短视频、直播等渠道，入驻拼多多、有

赞、微店等电商平台。例如，近期与新华文轩天猫

店合作，开启直播销售，让编辑从幕后走到台前，变

身人气主播，向读者推介图书，带来了不错的宣传

和销售效果。该书还利用自媒体平台的粉丝力量

扩大影响力促进销售，例如组织“小小包麻麻”“爱

读童书妈妈小莉”“iKids”等十余家头部亲子阅读自

媒体进行推荐、组织团购活动。值得一提的是，该

书还搭建了社群营销体系，通过每日一推的“跟着

Wolly游世界·互动答题日历”，分享书中的有趣知

识点，以社群营销的方式，实现精准传播，增强用户

粘性；同时，持续开展线下活动，邀请作者和阅读推

广人在部分大书城举办读书分享会，线上线下实现

了良好的引流与互动。

深度挖掘延伸资源，开发研学产品。广东教育

出版社和该书作者团队联手，与上海众信旅行社开

展跨界合作，推出“跟着 Wolly 去新加坡——2020

新加坡寒假精品营”，并在“ikids”等微信公众号发

布，提高图书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

根据市场定制不同版本。由于该书定位为研

学旅行宝典和高端人文素养教育启蒙图书，目前只

推出了搭配定制旅行手账的精装版，因此读者受众

更多是来自一二线城市、有一定知识储备、且经济

条件较好的家庭。随后，广东教育出版社还将推出

针对三四线城市和乡村地区的平装版本，铺货到全

国各地的书店，并连续举办讲座、校园阅读等线下

活动，给广大读者带去更好的图书与阅读体验。

导读信息：“跟着Wolly游世界”（第2辑）从新加坡、雅典、纽约和莫斯科4座世

界名城的地标景点切入，剖析城市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建筑、艺术以及自然科学

的奥秘，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领略世界文明的历程。

导购建议：有意识地跨学科融合，兼顾知识的深度与广度，为孩子构建通识教

育体系。在京东图书独家首发，抓住“双11”销售旺季，拉动销量；利用直播销售、自

媒体大号推荐、社群营销拓宽销售渠道。

“跟着Wolly游世界”自带“卖点”深度营销不留“死角”
■惠 丹（广东教育出版社）

《建筑设计资料集》

（第3版）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中国建筑学会总

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 2017 年 11 月 版/

1580.00元（套）

“跟着Wolly游世界”系列Wolledge著绘/广东教育出版社2019年9月版/98.00元（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