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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实体渠道
在2020年的特殊时期，有决心也有实力开展大型线下

活动的出版社，无疑对实体渠道充满了信心和期待，相应

也收到了一定成效，值得更多出版社冷静思索，积极借鉴。

积极拓展实体渠道线上销售。自疫情突发以来，实

体书店积极自救，拓展线上渠道，凭借多年积累的忠诚用

户，逐步建立起新的销售模式。四川人民出版社与多省

新华书店建立“云讲书活动”这一社店沟通新机制，并深

入了解新时期实体渠道的营销需求，结合开学季、各地书

展、年终销售冲刺等时机扩大销售。

拓展实体渠道的线上销售需要社店建立起新的合作机

制。人民文学出版社一方面针对实体书店开展了“云讲书”

培训计划，参与培训的人次超过3万；另一方面，邀请部分实

体书店的微信公众号，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段，集中发布

一本重点书的文章并附加书店销售链接，出版社在一定时

间内给予这些书店销售政策的倾斜，使该书在短时间内实

现矩阵式曝光，从而实现销售转化。另外，对于有天猫店的

实体书店，人文社还尝试组织多家书店一起参与直播带货。

社店1+N模式开展大型线下活动。出版社为1，多地

实体书店为N，社店以1+N的模式联合起来，同步开展大型

线下活动，既能给出版社带来实际销售，也能为书店聚拢人

气。比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2020下半年在全国20多

个城市的20多家大型书城开展“加油书店：大型书城扬帆再

起”大型专柜促销活动，有效集中宣传该社图书并促进销售。

实际上，这些活动在 2020 年暑期就已经开始举办。

2020年7月，商务印书馆在全渠道举办“涵芬绽放：商务印

书馆人文社科读书月活动”，线下共有 113 家门店参加。

实体渠道主要面临人流量不足、开学延迟等问题，工具书

销售受到较大影响；而商务印书馆的销售旺季主要集中

在7月~9月，这3个月的销售对商务印书馆至关重要。因

此，在7月的活动之后，商务印书馆马不停蹄，8月以《新华

字典》12版首发为序幕，启动“新华绽放：商务印书馆文教

读书月活动”，针对新产品，除在实体书店集中陈列摆放

外，还运用实体书店的微信群、会员群、公众号等进行线

上广泛宣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早在2020年4月时，就在全国各

地实体书店举办了“山河展颜，捧卷前行”主题展销活动，

和实体书店一起吸引读者回归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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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书店”助力140余家书店扬帆再起

“加油！书店”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6年发起

的，以关注国内实体书店发展、倡导更多读者走进书店为

宗旨的大型阅读推广主题活动。到2020年已经是第5年

了，第五季“加油！书店”于2020年12月1日启动，历时1个

月，与抖音、新世相、书萌、独秀书房、开卷数据、浦发银行

等平台达成战略合作，140余家书店、30余家文化机构联

动。截至2021年1月1日，抖音线上视频话题2300万次播

放、近千人参与投稿；新世相“加油！书店”福袋近5万次阅

读量；全国数百人参与一日店员体验；由书店人写给书店

的歌“加油！书店”主题曲《燃灯者》发布；为读者与书店打

造了一场盛大的书店主题月。相比于前四季来说，第五季

需要包含之前的创意，也需要有“新花样”的加入。

第五季的“新”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出版社与抖

音官方合作，从目前的数据流量来看，抖音平台是当下年

轻化受众最潮流的社交方式，对出版社来说抖音也是极

好的传播媒介。二是2020年由于特殊原因第五季开启得

比较晚，作为第五季“加油！书店”的创意单元重头戏，

“加油！书店跨年夜”于2020年12月31日在上海幸福集

荟黑石公寓店进行，邀请了作家顾湘、昆曲澎派艺术传人

赵津羽、阅读推广人丁薇、脱口秀演员勺子、歌手林杰等

多位跨界嘉宾以及50多位读者，通过对谈、脱口秀表演、

音乐表演、昆曲、影像展映、诗歌朗诵等形式，与线上线下

的读者共度奇妙的书店跨年之夜，让人在活动中体会到

了阅读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同时在有限的物理空间内，

探索书店的多种可能性。

精研线上社群
社群营销在前些年火热一时，但近两年热度有所降

低，打造爆款的能力有所减弱。但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之

后，线上社群成为出版社开展营销活动的重要载体。

社店联动共享社群资源。出版业与书店，在文化行

业当中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在社群营销方面也是如此。

如今的实体渠道，已经从原有单一的门店销售方式（坐

商），向店外推荐销售（行商）、员工分销、微信直播等新媒

体营销方式转变。如四川人民出版社在2020年与多省新

华书店建立的“云讲书活动”就是如此。

2020年2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书店启动了“书

店燃灯计划”，第一场活动共有 150个书店微信群报名，线

上收听读者达到4万人。而如今，“书店燃灯计划”已经成

为该社常态化营销活动，已累计开展线上活动37场，覆盖

人次达160万，场均覆盖读者3万人；分享的内容也受到读

者的广泛好评，并且建立起“出版机构发起、书店参与、线

上分享、书店分销”新模式，让书店保持参与活动的热情，

也让读者享受到更多的“云端精神文化大餐”，更重要的在

于让出版人、书店人更好地了解读者。

通过线上社群提供增值知识服务。2020年疫情期间，

中小学生居家在线学习，话题不断。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

部认为这一现象反映了亲子教育、亲子阅读板块的当下需

求，而且极有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主要需求之一。

于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围绕这一需求场景建立了“译文

童书会客厅”读者群，并针对多个社群组织开展了专家在线

讲座，分别从如何用阅读打造孩子的学习力、如何做好亲子

阅读、如何用阅读做好疫情期间的亲子沟通等方面给予家

长专业的指导，深受好评。“云游出版社”“译文童书会客厅”

读者群、专家在线讲座、多平台直播423经典夜航线接力诵

读等活动，不仅丰富了读者的居家生活，还解决了大量亲子

家庭网课期间亲子沟通难、课外阅读难的困境，同时推广了

一批译文的经典好书，为后续的全年销售工作奠定了积极

的基础。

2020年2月群言出版社出版了《隐藏的人格》，该书先

前的版本销量并不好。此次改版后，该书一度排在当当

网心理榜的榜首。原因之一在于，在壹心理的社群做了

直播，反响热烈。直播之前有社群预热，很多社群成员对

直播消息进行了朋友圈转发，当场的观看人次超过了

5000人；作者在线解答听众的心理问题，互动热烈，甚至

收到很多打赏。其次，还在壹心理的社群做了读书活动，

很多读者从壹心理平台了解并购买了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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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助力历史类著作热销

江苏人民出版社《马背上的朝廷》甫一出版就引起业

界的热情关注，东方历史评论、新史学1902等各大平台纷

纷推荐，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荐书榜单中，不到2个月的

时间销售即过万实现加印，在当当网连续近10天位列历

史新书榜前十名。作为一本历史类著作，在短时间内取

得如此成绩，首先是因为注重“社群营销”，为书精准地找

到对应读者；其次，组建书友群，紧密联系粉丝群体，拉近

书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再次，线下活动应辅以一定的线上

推广，进一步扩大效果；最后，内容是硬道理，编辑要善于

深挖内容，这是营销的根基。

发力B端营销
在线下业务受阻时，除了线上销售之外，团购、馆配

等B端业务同样成为出版社关注的焦点。实际上，进入

2020年下半年之后，实体渠道销售整体上略有回暖，有些

出版社实现较大幅度回升。其中，北京、江浙沪、云贵川

是出版社提到最多的增长较快的区域。对于不少出版社

来说，这些地区增长较快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积极拓展馆

配业务、企业团购、农家书屋等项目。

比如浙江摄影出版社，2020年在B2B方面有所突破，

尤其是在企业定制、渠道采购方面。该社通过和B端采购

方沟通密切，以定制和纸本两大经验优势拿下如“生财日

历”等项目，其中“生财日历”2020年度发货10万套，销售

码洋880万；且B端的需求周期比C端更长，突破了日历

类产品10月就要上架销售的常规，在12月依然还能产生

大批量的销售。专有渠道拓展方面的工作，根据图书产

品的特征，该社则分为三个支线去攻克，一是专业摄影类

渠道拓展，二是专业美术渠道拓展，三是党政渠道拓展。

该社2020年4月出版的《诗意栖居：在“浙”里看见美丽中

国》，入选了中宣部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当年印

量达6万册，销售码洋超过260万，针对党政机关定向营

销，是该书热销的关键因素，

线上线下发力馆配营销。2020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了各行各业的生产经营，西南交通大

学出版社的营销工作也受到影响。面对疫情，该社营销部

与馆配商密切配合，制作馆配电子目录，完成线上馆配会

的相关工作；全面梳理适合馆配的电子版书目，进行部门

内分享，为各种线上馆配会提供更多的可供书目。

2020年，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四川文艺社也遭遇了很

大的困难，特别是线下业务。由于近两年在馆配业务方

面取得了很好的发展，因此2020年年初，该社在实体店的

业务上做出了加大馆配业务的调整。一方面，重视终端

图书馆信息收集，加强社馆之间的信息交流。除了从出

版供应端到馆配商再到图书馆的信息输出，还利用各种

馆配会、交流会等机会，收集终端图书馆的信息及联系方

式，日常加强图书信息交流，将适销对路的图书信息有针

对性地进行推荐，查漏补缺，对缺藏图书、套系图书、高码

洋图书加大推介工作，由图书馆向馆配商提交采购需求，

进一步提升销量。同时针对该社的图书选题，注意提前

加强与馆配商沟通交流，向产品定制或项目方向发展。

自建平台对接特定群体需求。疫情期间，很多学校不

开学，教材没有办法到达学生手上，不少以教材为主要产品

的出版社很是苦恼。对此，同济大学出版社做了两件事，一

是建立自有网络平台“同济书房”，为广大师生提供免费的学

习资料；二是为了能让纸质教材到达学生手里，和几家教材

商合作，用快递方式，尽可能确保教材能到达学生手中。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也针对原有平台和资

源内容进行了全面升级。2020年5月6日正式上线“交通

教育”教学服务平台，包括新版“交通教育”APP和“交通

教育”微信公众号。新平台聚焦教育类板块，专注交通行

业、服务人才培养，为广大师生提供教学与学习服务；内

容层面新增大量付费资源，满足用户不同习惯的使用场

景；首页提供天猫旗舰店入口，增加纸质教材销售的流量

入口，形成联动，带动纸质教材销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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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视频助力馆配

因疫情影响，2020年很多馆配会都搬到了线上。上

海文艺出版社抓住“云馆配”的特点，精细化制作馆配书

目，特别是引入“期货”书目，即把将要出版的新书信息提

前收录在采购目录里，以增加图书采购的品种。疫情期

间，该社着重加强了社馆之间的信息对接，让图书馆提前

了解新书。同时充分利用线上平台各页面，采用视频荐

书，重点制作和推荐重点书的视频，还制定了专题书目推

荐等。这些视频生动立体地展示了这些图书的特点，取

得了不俗效果。

尝试跨平台合作
大数据时代，媒体的功能除了文化传播、信息传递功

能之外，产业化运营、产品销售的功能正在增强，宣传推

广和销售正在深度融合。如今，新媒体逐渐拥有了销售

的属性，渠道也开始争抢媒体的话语权。各自内部尚未

完成整合的情况下，多个新媒体平台、销售渠道交互形成

一张巨大的网络，分别掌握了一部分流量，各立山头又互

有联系，成为图书营销必须面对的新局面。

跨平台合作成为重点图书营销时的“必选题”。2020

年，接力出版社联合 20 多个平台直播近 400 场，共开播

800个小时，实现现场销售2000万码洋。新书发布会也从

线下转移到线上，实现了联合京东、当当、文轩等销售平

台的同步转播，如2020年11月首发新书《100天后会死的

鳄鱼君》时，举办“一场生命的碰撞：当鳄鱼君遇上阿狸

《100天后会死的鳄鱼君》新书发布会”，首选新浪微博等

向销售转化的媒体平台合作，这部四格漫画是一部生命

教育读本，在日本大受欢迎，推特上话题热度超过2亿，跨

平台宣传活动继续推升了该书热度。

无独有偶，2020年短视频直播类新媒体高速发展，海

豚传媒顺势成立新媒体运营部，与400多个头部KOL建

立合作，遍及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平台，助力电商业务引

流，积极推进精品软文、直播等种草或带货方式。

跨平台合作能够加快信息流转。当今时代，出版社

必须把握线上传播的特征，改变信息流转的方式、加快信

息流转的速度，以最低成本、最大限度地发展和布局新媒

体矩阵。浙江摄影出版社市场部建立起跨行业、跨平台

的新形态矩阵，逐渐深入抖音、快手、知乎、微信公众号、

头条号、百家号等，以出版社优质、深度的内容置换渠道

资源。这种做法节约营销费用，增强了该社的品牌价值，

也带动了信息传播，增加了产品销售。

目前，与浙江摄影出版社搭建合作联系的书画类新媒

体有40余个，建筑类新媒体有30余个，其中不乏“意外艺

术”“诗词天地”“有方空间”“世界建筑”等知名KOL。根据

该社艺术类图书大部分为长尾品的特点，该社产品通过矩

阵增加了辐射广度和辐射时长，产生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和

社会效益，也因此带动线上线下共同发展，实现了可观的

销售，为下一步渠道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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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平台融媒营销带动全渠道热销

《幼小衔接快读识字歌谣》（套装4册）为化学工业出版

社重点打造的纸数融合开拓性产品。互联网时代人们对于

图片、音频、视频、在线互动等融媒营销方式越来越接受。

目前，纸书已经不能满足读者多种多样的需求，立足于产品

本身的升级换代才是融媒营销的重中之重；打造好融媒出

版物的同时，还需借助各大平台进一步的营销宣传。化学

工业出版社在开展跨平台融媒营销中，与微信公众号、抖

音、淘宝、京东、当当等进行合作，采用直播、配备介绍图书价

值的推文等开展营销。

宋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

长助理兼策划部主任）：首先

是不断挑战自己，主动转型，

主动尝试新技术新方法。其

次是对新的线上平台都有一

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需要

克 服 一 个 又 一 个 具 体 的 困

难。第三是营销效果的评估，

有些以销售转化为目的的活

动带货效果一般，需要分析原

因积极调整。

陈子锋（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市场部总

经理）：最大的困难在于营销

的新模式层出不穷，出版社面

对日新月异的市场，需要快速

适应与改变，否则将会与一些

不错的市场机会擦肩而过。

艾钊（海豚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销售公司总经理）：一是

物流受阻，上半年整体物流影响很大，

大多数客户无法正常发货收货，业务

受阻。二是线下卖场人流量骤降。虽

然很多新华书店3~4月陆续开业，但是

并没有太多人流量，直到暑季人流量

才慢慢回暖。虽然电商在高速发展，

线下依然是行业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

渠道，对出版机构的整体业绩影响还

是巨大的。三是人才，为切合市场的

发展趋势，聚力电商业务，出版机构需

要大量专业的电商运营人员，而这样

的人才竞争，不仅仅在出版行业，各行

业均如此，故引进优秀的电商运营人

员成为了人才战略的一个难题。

王大峰（同济大学出版社营销发

行中心主任）：我们面对最大的困难就

是教材。在国家大力推广线上教材

的时候，纸质教材的路会越走越窄，

出版社乃至整个行业，急需有一个平

台，能够服务学校、服务师生。未来，

出版物的边界会越来越模糊，每一个

出版社都应该尽快做起自己的多元

化出版，而不仅仅只是做传统的纸质

出版物。这就要求有更多的有专业

知识的新人加入，彻底改变传统的纸

质出版模式，这对于出版社来说，是

比较难的一个点。

高卓佳（浙江摄影出版社市场部

主任）：2020年图书营销最大的困难在

于，以往线上线下联动的机制受到影

响，过于偏重于线上。线下正常的读

书活动、分享会、馆配会等大型交流机

会缺失，影响历年的基本盘销售。另

外，艺术类图书整体连续几年萎缩，艺

术类中的小类摄影类，更是从销售码

洋、动销品种数、新书品种数等各项数

据上全方位下降。作为“非刚需”图

书，摄影书市场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马常建（希望出版社发行部副主

任）：首先，在目前直播带货盛行，“万

物皆可播”的时代，有各种直播APP、各

种直播玩法，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直播

引流比较难。没有流量，书卖不出去，

直播没有实质效果。其次，现在直播

主要是以卖畅销书为主，很多直播带

货的网红在选品时要全网查销量，不

会轻易去卖出版社名不见经传的书。

一些新书要想卖得好也得通过畅销书

来带，缺少头部产品会为我社直播销

售带来瓶颈。

高丽丽（五洲传播出版社图书出

版中心发行部副主任）：疫情期间，全

国超过90%实体书店被迫停业；部分书

店资金流断裂，不得已关门裁员。图

书电商开展大力度的竞价打折促销活

动，使实体书店的处境雪上加霜。恢

复经营后，书店仍门可罗雀。同时国

内景区书店、博物馆书店、机场书店等

五洲特色渠道直到2020年8、9月才逐

渐恢复，不过由于海外疫情的蔓延来

华游客寥寥无几，同样出口方面也受

到重创。因此，我社在 2020 年不仅国

内图书营销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对外

推广更是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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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更半夜居然要吃香蕉！》打破对残障者社会成见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期，北京国际电影节同名电影原著纪实作品《三更半夜

居然要吃香蕉！》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上市。

该书主人公鹿野靖明患有肌肉萎缩症，12岁时就被预言“活不过18岁”，23岁时

坚持离开父母自立生活，19年间招募超过500名志愿者协助自立，奔走各种残障者组

织，辗转各类残障式住宅，期间经历感情和身体严重挫折、志愿者频繁离开……在人

生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他饱经痛苦，为“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而不懈努力，不

仅活出了常人一辈子难有的生命体验和思想动能，更推动了残障者自立生活的福利

事业进程，影响了不计其数的人的生命轨迹。

作者渡边一史从残障事业的“小白”开始，花费2年半时间深入鹿野家取材写作，

通过对鹿野靖明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与24小时志愿者之间的隔阂和沟通的记述，呈

现出人与人之间自私心理的碰撞，探问了人类生存、相互支撑的意义；卸下“怕麻烦别

人”的道德枷锁，打破对残障者的社会成见和孤独滤镜。2018年，《三更半夜居然要

吃香蕉！》被改编为电影，由日本演员大泉洋、三浦春马、高畑充希联袂主演，影片创下

了上映10天45万人观影、1个月内票房突破10亿日元的成绩。 （郝溢男） 年年度度
告告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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