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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科普读物市场不断升温，并分化形成众多热门细分品类，面向青少年和成人的物理

科普便是热点之一。我们特别遴选了几种市场表现突出的物理科普读物，邀请操盘手以同题问

答的方式，分享图书策划、运营的背后故事。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张聪聪

Q1：简要介绍策划出版过程，并归纳其畅销基因？

Q2：如何借助精准营销打造新爆款？

Q3：如何看待物理科普书市场趋势？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六极物理》：打造通俗易懂的前沿物理启蒙书
■受访人：申立超（接力出版社项目主管、策划编辑）

“得到”课程衍生出的青年科普书。在网络科普博

主圈，铁杆粉丝称严伯钧为“严公子”。关注到“严公

子”缘于“得到”课程《西方艺术史》，物理学博士讲解西

方艺术，观点独特内容幽默，令人惊艳。自此一直关注

其动态，直到他在喜马拉雅开设物理课，终于有了合作

机会。通过多方渠道获得联系方式后，我们开始对接、

沟通，去上海见面。合作几经波折，严公子是物理科班

出身，加之流量博主身份，很多出版社抛出橄榄枝，竞

争可想而知。历时5个月，接力社终于与其达成合作。

我们的策划初心是打造通俗易懂的前沿物理启

蒙书。这与作者历时3年打磨内容的初衷一致。该书

也是编辑、出版、发行、营销部门合力的成果。从2月

作者交稿到4月底付印，前后流程用了不到3个月，克

服了诸多困难。内容上，《六极物理》突出原创概念

“六极”，即快、大、重、小、热、冷6个极限感知，重新拆

解梳理，让物理变得可感可触。出版前，编辑联合推

广、发行部门举行了不下10次策划会、营销会，封面、

内文设计更是经过了几十个版本的修改、比照、挑选。

为了颠覆读者对传统物理的刻板认知，该书专门

采用现代孟菲斯风格设计成鲜艳且撞色的封面，给读

者形成通俗易懂的第一印象；为减缓读者的阅读压

力，该书选用双色印刷，天头地脚留大，并专门请绘者

绘制表达物理原理的插画。书中还改编科学故事，让

爱因斯坦和普朗克对话，使内容更加幽默风趣。为便

于读者及时反馈阅读体验，书中还留存了作者严伯钧

的邮箱……一系列的设计，都是为让《六极物理》真正

成为物理“小白”入门且爱上物理的科普读物。

同时，我们邀请80多岁高龄的中科院院士陈运泰，

理论物理学家、图书文津奖得主李淼，清华大学教授刘

兵，著名科普作家尹传红等物理界权威专家推荐，从不

同领域、角度剖析和解读。差异化方面，该书内容通俗

易懂，得到作者几百万粉丝的认可，其知识点涵盖所有

前沿物理，能给读者带来一本顶多本的阅读体验。

3年打磨力作，与线上课程做用户细分。见面前

以为作者是一位高冷的物理学博士，第一次见面后发

现他极其接地气，是一位务实、踏实认真的科普人。

与他第一次见面，在一个不那么热的十月天，他穿着

一双拖鞋，顶着一头刚洗完的蓬松浓密的头发，就出

现在我们面前。语速极快、思维敏捷、不拘小节，这是

我们对作者的最初印象。后来，他为我们拉小提琴，

讲国内外教育、哲学，讲艺术语言。《六极物理》上市

后，严公子也表现出对读者强烈的责任心，目前已手

签2.5万册签名版图书。为保证库存，他常常签名到

凌晨3点，让我及周围同事都受到触动。

该书和同名课程做了用户区分，目标用户并不重

叠。图书内容比音频更系统化，也增加了较多更加前

沿的物理概念。增加和修正的内容，多来自音频课程

用户的反馈。图书出版时，我们还增设了章节导读，

补充了插画，使读者阅读更加方便、快捷、轻松。

吸引忠实粉丝，拓展科普垂直渠道。新书上市前

1个月，我们就开始营销工作。下印前，我们在抖音、

快手发布短视频预告，作者粉丝纷纷留言。我们也提

前全媒体发文、全渠道预售。4月19日，严伯钧抖音

直播带货首秀，围观人数1.3万，压轴的《六极物理》达

到较好销售效果。新书上市后，我们在抖音、公号、社

群等线上渠道发力。为吸引忠实粉丝关注，《六极物

理》上市后，几乎每周我们都会请严伯钧在抖音平台

直播。同时，我们配合各渠道进行了不同资源的倾斜

和导流。

发力垂直渠道，我们与科普公号拓展合作，联络

专家学者撰写书评和推荐，同时利用大学微博，将图

书推荐给青年读者。《六极物理》也经常出现在媒体推

荐书单上。上海书展期间，我们会邀请严伯钧举办读

者见面会，还将继续拓展新媒体营销与创意营销。

接力社针对低幼、少儿到青年年龄段，形成了完

整且特色鲜明的科普产品线。低幼板块，接力社是尤

斯伯恩品牌在中国大陆唯一一家授权出版的出版

社。少儿科普板块，“少儿万有经典文库”已出版《本

草纲目（少儿彩绘版）》等9种。青年板块，从《万物简

史》《元素的盛宴》，再到《六极物理》，畅销、常销品不

断出现。接下来，青年科普板块，我们还会推出《弱者

的逆袭》《烹饪宇宙》《彩图青少版中国科技通史》等。

观察思考 策划物理科普书时，需要注意两点：一

是内容的专业性，这是科普图书的第一生命；二是观

点和内容的创新性。无论少儿科普，还是成人科普，

都已是一片红海。在红海中艰难突围的同时，我们也

看到，读者对该类图书需求的迫切性，加之国家对原

创科普图书的扶持，可以预见，将会有更多优质产品

浮出水面。

《这就是物理（全10册）》是北京理工

大学出版社（简称“北理工社”）2019年6

月出版的引进版物理科学启蒙漫画书。

该书上市6个月发行200万册，成为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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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这就是物理（全10册）》打破传统说教

式科普书的体例，采用“漫威”风漫画导入，

生动描摹科学原理，开启一种颠覆常规、充

满童趣的阅读体验，深入浅出地讲解物理

世界的秘密。该系列内容、形式的创新，开

拓了科普类童书的新市场。

合理本土化，抓痛点、找需求。优秀

的版权作品是引进版选题的成功的前提，

符合国情的本土化改造是引进版选题的

基础，北理工社的童书编辑在多年原创童

书出版的历练下，练就“洋为中用”的能

力，抓痛点，找需求，进行了合理的本土化

加 工 。 该 系 列 原 名《Building Blocks of
Science》，直译是《科学的基石》，囊括了中学

必学引力、磁性、物质等十大重要物理科学主题。认真

研判内容后，我们选用《这就是物理》作为书名，通过简

短的五个字打造出节奏感、韵律感。

为确保知识精准性，我们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

物理学家周立伟教授，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靳

松博士，北京理工大学物理学院教授何建峰博士审读全

文，严格核对每个知识点，避免对小朋友产生误导。版

式上，我们将开本缩小，以美观合理为调整标准。考虑

到儿童心理认知特点，版式力争既充满童趣，又不至于

太花哨影响儿童认字和阅读。本土化过程中，原文画面

中的英文艺术字体也需要中文化。例如，“折射”专门用

了艺术字体，将字体设计和物理概念做到无缝结合，考

验设计师的创意，也体现了编者的用心。

书的整体设计会影响读者第一感知。编辑不仅需

要复合型的职业素养，更强调热情、激情和好奇心。因

此，我们对内容打磨精益求精，将审美“死磕”到底。该

系列采用的函套设计，也让其更具时尚的科技感。尽

管少儿物理方面已有不少精品畅销书，但该系列形式

新颖、内容权威专业，依然脱颖而出。该套书将物理用

既好玩又专业的方式讲给孩子，较好地填补了空白，更

有力地印证“内容为王”的必然性。

宣发“三步走”顶流加持创佳绩。第一阶段：团购渠

道打响第一枪。我们提前为《这就是物理》定好“生日”

（上市时间），六一儿童节当天，知名童书大号“板牙”率先

为其庆生，公号首发销量迅速达5万册。趁热打铁，我们

与钱儿频道、成长树等亲子联盟合作点燃追购热潮。该

系列2周销量突破30万册，顺利打开团购渠道的知名度。

第二阶段：电商平台接力。公号团购的持续火爆也

引起电商的注意，经过销售团队的沟通协商，我们将电

商首发权交给当当网。北理工社和当当网共同发力，展

开了第二轮宣传攻势。我们邀请百位微博KOL带话题

接龙转发、抖音达人自制短视频解说推广，为当当网直

线引流，该套书迅速占领当当新书榜单。

第三阶段：口碑全面发散。前两个阶段的成功，为

《这就是物理》成为年度爆款打下坚实基础，线上销售全

年的重头戏在“双11”，第三阶段的行动决定成败。去年

9月底，我们就拉开了2019年“双11”营销的序幕，首先

将整个营销节奏转为缓慢而持续的累计叠加，然后在

“双11”期间达到最高峰。我们主推该套书在新媒体平

台持续曝光。10月下旬开始，每日一场网红线上直播种

草，并密集安排抖音大V发布视频。经过近2个月辛勤

付出，该书在2019年“双11”期间狂销50万册。

“双11”战况，让我们意识到直播带货风口来临，

我们将目标锁定“直播一姐”薇娅。寻求与顶级流量的

合作是一项艰巨任务，竞品多，流量大，选品难。经过

几轮磋商和谈判，该套书终于在去年12月登上薇娅直

播间，短短10秒50万册售罄。自此，《这就是物理》加

入“百万俱乐部”，完成了由短期爆品到畅销书的华丽

逆转。下半年《这就是物理》的姊妹篇《这就是地理》

也将上市。

观察思考 科普读物尤其是少儿科普书的出版首

先要严守出版人的“初心”，不要被市场环境和经济手

段影响了对于内容本身的判断。数理化是刚需，也是

家长们的焦虑点，但要考虑少年儿童的适读性。其次，

科普读物要严守科学性、权威性，内容质量把控是重中

之重；再次，在产品制作尤其是印刷材料选择上尽量环

保，降低对青少年的危害。

《六极物理》是由科普作家、艺术研究者严伯钧历时3年打造的科普读物，于

今年5月20日上市，首印3万册，截至7月初已加印2次。《六极物理》前身是作者

在喜马拉雅的同名付费精品课，从线上课程到科普图书，经历了怎样的打磨过

程？有哪些运营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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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代华文书局重点读物出版中心一直以科

普线为主，前几年面向成人读者策划图书，以国内原

创作品为主，以普及基础科学知识为目标，涉及天文

物理等方面。在做这些书时，我们关注到青少年对科

普内容需求大，定位成年读者的产品，也吸引很多青

少年读者。因此有了把产品线往下延伸、策划青少年

基础科普读物的想法。

选品选目考虑读者需求。日本的教育有很独特的

一面，在学科知识教育和性格、生活习惯培养等方面，

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由于历史原因，日本文化和

中国文化也有很多相通之处，所以我们引进针对青少

年全科知识补充的书籍时，首先考虑了日版图书。

当初该系列首先吸引我们的是书名“有趣得让人

睡不着”。以前市场上的科普书说教居多，生动活泼

让人容易看进去并看得懂的很少，严谨有趣兼具的更

少。通过进一步了解，我们得知该套书在日本非常受

欢迎，累计印数超80万套。拿到样张后，也看到内容

确实有趣。以《有趣得让人睡不着的物理》为例，篇目

安排和中学物理教材贴合，分为光、热、力等章节，但

行文有趣，每篇都以通俗问题开始，先提出问题再给

出答案、做出解释，如“站法不一样量出来的体重会不

一样吗”？

了解到该套书的背景和内容风格后，我们要来

“有趣得睡不着”系列的全部书目。该套书在日本畅

销多年，因此科目较多，我们初步拿到的就有 30 多

种。该系列最终能出版多少种，很大程度取决于第一

辑的亮相。因此我们首先考虑到读者需求面，越是大

众知识需求面越大。因此根据国内青少年读者的阅

读需求，我们第一辑选了9种，都和基础学科相关，紧

扣中学教材，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等。这些书目对青

少年的知识掌握能起到较好的补充作用。

本土化过程凸显风格诉求。为摆脱一本正经的

科普说教面孔，和教材区别开，在封面设计和内文排

版上，我们采用活泼轻松的风格，封面颜色也选用略

淡的过渡色，配有卡通线描图，整体表达“有趣得让人

睡不着”的风格诉求。后来证明，这种风格也受到看

读者欢迎，不少读者在评论中夸封面“可爱”。

翻译时，我们对译者的要求是既专业又“说人话”，

坚决不要“翻译腔”。一开始，我们找了不同译者同时

翻译样张。引进类图书的翻译相当于二次创作。在图

书翻译界存在直译和意译之争。我们倾向于直译，即

在保持作者原有用语习惯的同时，符合汉语语法和本

土读者阅读习惯。特别是针对该类科普书，译者不需

要进行语法修饰和文学加工，简洁准确是唯一标准，同

时需加入必要注释。排版也贯彻“有趣得让人睡不着”

的宗旨，采用图文结合、双色印刷形式。

我们之前出版的不少科普书都获得了一线中学

老师推荐，特别是《时间的形状》这一畅销书，影响了很

多中学生。该套书定位明确，就是给中学生的课外补

充读物。所以我们也邮寄了样书和资料给多个中学，

取得较好效果。卖书不是完全靠营销，真正给读者提

供优质内容才是根本。好内容一定会被读者接受。

观察思考 近两年，科普图书市场持续升温。这和

国民综合素质提高有很大关系，人们在解决基本生活

问题后，开始仰望星空，关注下一代的基本素质。这

不是单纯地要求孩子学好数理化，而是要求孩子具备

最基本的科学素养。所以当下面向孩子的科普读物

市场范围广泛，热销产品不断。孩子们的阅读理解能

力也超出我们的预知。不要低估孩子，他们比我们预

料得更聪明。因此策划该类书时，我们的宗旨是好书

不怕内容深，只要能讲明白，读者就能看明白。一是要

让人能看懂，二是要真正有用。我们计划出版的“有趣

得让人睡不着”系列第二辑，不再紧扣学科，而是在学

科之外帮孩子增加更多科学知识，提高科学素养。

《有趣得让人睡不着的物理》:摆脱一本正经的科普说教
■受访人：高磊（北京时代华文书局重点读物出版中心主任）

《有趣得让人睡不着的物理》自2019年8月上市，就呈现稳定上升的销售趋

势。针对该书乃至包括数学、化学等学科的整个套系，出版方并没有做过多营销

推广。该书靠内容形成口碑效应，目前销量已超6万册。

《1分钟物理》：专治“不问憋得慌”的物理问题
■受访人：边建强（未读副总编辑兼科普工作室主编）

《1分钟物理》选题缘起可以追溯到中科院物理所微

信公众号开始开办趣味“问答”专栏。几年前，未读公号

与物理所公号经常做科普内容的线上互动，未读也参与

了中科院公众开放日线下活动。未读推出的一些“有趣、

实用、长知识”的科普书，调性与物理所公号的气质很搭，

于是我们一起策划了脱胎于“问答”专栏的科普书。

个性、趣味问答+垂直用户群。该套书定位人群

和物理所公号的订阅人群有较大重合度，即青少年学

生群体，营销语是专门回答“老师不教、爸妈不会、不

问憋得慌”的物理问题。此前，轻松、幽默、接地气的

短问答形式的原创科普书较少。该书的问答形式不

同于多见的“十万个为什么”式问答，也不同于教科书

式的教育性问答，更像编者的自问自答，“一个好问题

通常比一个好回答更重要”。书中每个问题都来自千

百万读者的真实提问，每个回答都是为读者专属打

造。接地气的提问加上物理所小哥哥们幽默机智的

回答，碰撞出该套书的最大亮点：问到了心坎上，答到

了笑点上。当然，该书的畅销和物理所已有的基础众

多、粘性超强的粉丝群体也分不开。

针对新媒体文案到图书的转化，我们也下了很大

功夫。首先是从海量问答素材中挑选适合进入纸书

的内容，并把问题分门别类梳理出相关性，冠以篇名，

方便读者找到兴趣领域，增加阅读友好度。我们还为

一些问题配上幽默点睛的插画，增强趣味性。

多渠道助推产品“出圈”。我们将垂直阵地和“出

圈”曝光作为两个营销方向。一方面，通过作者方和

科普类垂直媒体，尽可能多地精准覆盖。另一方面，

利用未读自媒体账号以及综合类媒体发力，让该书

“出圈”。此外，我们利用一些事件如全国公众科普开

放日等借势营销，取得了不错效果。

短视频方面，我们联系了抖音、b站等科普、阅读

类up主视频荐书，并把书里有趣的问题拍摄制作成趣

味科普视频分发。今年第二辑上市时受疫情影响，我

们把发布会搬到线上，在b站进行了一场“比拟数码产

品发布会的新书发布会”，场面和发布形式上，将纸质

书与科技产品的性能做对比，用上诸如“视网膜级的

印刷”“无刘海全面屏”等电子产品形容词，引起了观

众的强烈兴趣和热烈互动，同时在线观看人数达4万。

观察思考 数理化学科是科学中的大类，作品最多

且和学校教育贴得近，确实是选题富矿。但品种众多

难免鱼龙混杂，内容难度层次有高有低。策划时需要

注意针对目标读者群选择相应层次的产品。除了内

容，书的外观品相也比较重要，科普书卖相近几年与时

俱进，有特色有颜值的书会首先引起读者兴趣。

2014年创办微信公号后，中科

院物理所打破了大众对权威科研机

构的刻板印象，成为科普网红，总粉

丝量超500万。《1分钟物理》由中科

院物理所和“未读”联合推出。该书

第一辑销售近10万册，第二辑上市

后也居科普类图书销售排行榜前列。

陕西新华开展直播销售竞赛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为进一步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提升广大员工线上营销

技能，助力经营目标任务圆满完成，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日前组织开展“新华有我 书

香不离”视频直播销售竞赛。

此次竞赛为期半年，以鼓励员工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紧抓市场热点，练就线上

营销本领，弥补疫情对经营工作产生的不利影响为主要目的，以二级公司为单位，以图

书推荐、图书销售为主要内容，通过直播带货、短视频制作等形式开展。

竞赛期间还将不定期举办交流活动，组织取得较好成效的公司围绕短视频创作推

广、直播带货法则与实战技巧等方面分享成功经验；将甄选每月最佳短视频作品、直播

活动，将相关视频片段通过微信公众号、LED 屏等方式进行连续展播。

为加强组织领导，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成立了视频直播销售竞赛委员会。竞赛

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最佳组织奖4个奖项，由集团视频直播销售竞赛委员会组织

评定。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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