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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哥伦比亚文学代表作《坠物之声》日前出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毒枭死了，河马出逃，飞机坠落，街头枪击……”，哥伦比亚作家胡安·加

夫列尔·巴斯克斯的代表作之一《坠物之声》刻画了这样一个“现实”。看似与风靡全球的电视剧《毒

枭》剧情相似，不同的是，小说着眼于哥伦比亚政商勾结、毒枭统治之下，普通人渺小且痛苦的生活。

这本书自2011年出版以后，获西班牙语文学最重要的奖项之一“丰泉文学奖”，英国笔会奖等，并入

选《纽约时报》年度好书等榜单，《坠物之声》英译本获2014年“国际都柏林文学奖”。彭博新闻社称

赞说，“作家凭借一种逼真的有着自己说服力的现实主义，摆脱了加西亚·马尔克斯长长的阴影。”加

夫列尔·巴斯克斯在写作上虽然受前辈作家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但他远离了魔幻现实主义的

道路，他善于从哥伦比亚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取材，形成了一种无比贴近现实的写作风格。

《坠物之声》聚焦于哥伦比亚充满暴力和恐惧的时代。作者以一个家庭悲剧切入，记录了暴力和

混乱带给一个幸福家庭的深重灾难，它带来的阴影直到多年之后还挥之不去。中文书名可理解为

“物体坠落的声音”，尤其全书三处写到飞机坠毁，其中两起事故，是故事的重要转折，更映照了书

名。飞机坠落发出的巨大声响，改变了小说中历史的发展，并为这个家族的悲剧刻上深深的烙印：

“一切都在坠落”。据悉，巴斯克斯的其他重要作品如《废墟之形》《为火而歌》《科斯塔瓦纳秘史》，将

陆续出版。 （夜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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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涛（人民邮电出版社营销编辑）

《认知觉醒》是一部干货满满的个人学习成

长方法论，可以说是认知类图书的精华荟萃。

该书作者周岭自述他在36岁时，从浑浑噩噩的

生活觉醒、挣脱后，创办了微信公众号“清脑”，

并在2018年开通问答专栏，从此多了一个成长

咨询师的身份。他通过剖析“大脑构造、潜意

识、元认知”等思维规律，帮助读者看清自己；通

过“深度学习、关联、反馈”的方法洞察事物规

律，从而提高认知学习能力。书中的很多案例

来自读者提问，为了回答问题，作者阅读了上百

本认知类书籍，全书的参考文献引用了44本国

内外畅销书籍。他把读者的每个问题，都当成

一篇学术论文对待，认真查阅资料，引经据典，

归纳整理，用通俗易懂的言语让读者充分吸收。

《认知觉醒》是作者的第一本书，行文理性

严谨，且情感饱满，从书中前言就能看出，这是

一本作者在生活发生

重大变故后，痛定思痛

之作，给读者以强大共

鸣。书中的内容，都是

读者关注的痛点，他以

科学严谨的态度，分析

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其中一篇文章《深度学

习——人生为数不多

的好出路》被人民日报

官微、插座学院、长江

商学院、网易公开课等

330多家自媒体转载。

除了行文逻辑严

谨，参考大量书目并精粹表达，绘制插图，使读

者轻松阅读之外，作者和编辑在优化文字上也

花了很多时间，对结构和文字精细打磨，因此，

这本书具有“科学严谨的逻辑，醍醐灌顶的认

知，娓娓道来的文风，好评如潮的反馈”，豆瓣评

分一直在8.4分以上。可以说，这本书被各个平

台及读者喜爱，都源自对读者认真的态度。

一本书之所以畅销，离不开过硬的图书内

容和时代需要，营销才可能有的放矢。由于文

本过硬，《认知觉醒》的推广很顺利。周岭是公

众号自媒体大咖，其公号粉丝作为首批购买者

后，我们通过KOL的线上推广，逐步扩大其影

响力。我们在豆瓣、百家号、今日头条，做了书

评评选活动，书评人给予很高评价，并进行推

荐。在一些重点公众号上，精彩书摘内容被分

发，如十点读书、有书共读、书单、樊登读书等，

去年12月，这本书被列入罗辑思维和读者微信

公众号的年度推荐书单。在B站、微信视频号，

视频UP主纷纷做视频分享图书内容。在线下，

格格读书会曾多次做这本书的图书分享活动。

书中的很多金句及图片，被读者自发分享传播。

《认知觉醒》的销量引爆点是上市后 1 个

月，抖音博主涵涵姐推荐了这本书，视频有7万

多点赞，几天的时间，销量超过5000册，后续有

很多书评人KOL进行推荐，让这本书持续保持

热度。此外，这本书在得到APP电子书阅读量、

新书排名均持续靠前。在知乎电子书平台，成

为知乎主编推荐电子书，同时在微信读书、亚马

逊等读书平台电子书同步发售。

目前，这本书还在持续热卖，《认知觉醒》的

成功，也让我们坚信，只有忠于读者，打造出经

典文本，才能以不变应对瞬息变幻的时代。

《认知觉醒》：一本处女作缘何成学习类书籍新秀
《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以下

简称《认知觉醒》）是2020年度认知学习类图书

新秀，自去年9月由人民邮电出版社智元微库出

品以来，不到5个月已加印10次。

《认知觉醒：开

启自我改变的原动

力》周岭著/人民邮

电出版社2020年 9

月版/59.80元

爆款新品背后有哪些操盘看点和经验
值得关注和学习？我们从不同路径，为读
者复盘2020年畅销书打造记。

■马冰初（化学工业出版社策划编辑）

故宫是一个大IP，与故宫相关的全

品类图书在市面上有许多。2020年又

时值故宫600周年庆，仅故宫院长们署

名出版的图书就有十几种。《故宫宴》是

如何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在我

看来，编辑所做的，无非是选择好作者、

做好内容，以及选好首发渠道、步步助

推，并做好控价。

44年研究成果
首次呈现 厨王复原宫廷美食

首先是寻找适合的作者。这要回

溯到2018年11月的一天，我在故宫见到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苑洪

琪，她自1976年入职至今，一直从事宫廷文物、宫廷陈列和宫廷

史的研究。在相聊中，我发现很多大众熟知的清宫饮食内容，有

很多竟然是以讹传讹的误传，比如民国以前没有满汉全席这样

的说法，比如乾隆皇帝60岁才过生日等等；还有一些新的认知，

比如宫中每个月都有荐新食材，这是祭祀活动、礼法上的传承。

在这次交谈中，我有了邀请苑老师写一本书的念头，希望她将自

己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传递给大众读者。

苑老师也讲过自己做研究的过程。她刚工作的时候，是给

宫里的餐具（尤其是大批的火锅餐具）登记编号，老先生告诉她，

这些火锅餐具曾经在千叟宴上用过，但皇帝到底用这些吃什么

呢？她循着自己的好奇心，去故宫博物院档案部查找答案，那里

面记载着皇帝吃什么饭，用几号黄碗或金碗。可能在别人看来，

研究皇帝的早膳、晚膳比较枯燥，但她觉着，从这里头能看出很

多的历史内容，就像读小说一样，越看越有兴趣。而且，从膳单

里，从皇帝吃的东西里，能看出中国当时哪个地区的物产丰富，哪个地区

的特产是什么。如此进行的档案和餐具互相佐证的研究，她积累了40多

年。《故宫宴》的写作和出版周期历时22个月，苑老师的书稿内容非常扎

实，她在浩如烟海的故宫旧档案中，挖掘、整理出清代各个皇帝的日常饮

食，详尽记录了清代宫廷饮食精致化变迁的过程。

为了让图书内容更加丰富且具有实操性，我们还邀请厨王争霸节

目的厨王顾玉亮，以文本为依托，对膳单中的皇家美食进行复原，以融

汇创新的方式进行再现。因此读者不仅可以看书长知识，更可以照着

图文操作，把故宫宴搬上年夜饭餐桌，这也是我们在新春贺岁时主打

的图书卖点。

从众筹、社群到全面铺货，步步精心

其实，与做书相比，《故宫宴》如何能进入渠道和读者的眼帘，是让编

辑更花精力的事。思来想去，自己要给自己加热度，摩点众筹是我们首个

想到的曝光渠道。

摩点众筹此前有几个成熟IP的爆品都是高成交额的项目，在其平台

众筹成绩不错的图书也均被其他渠道关注，所以，如果众筹能有不错的成

绩，后面定有接盘手助推，为新书打开局面。我们选择众筹，也因为苑老

师是红极一时的《迷宫·如意琳琅图籍》一书的顾问，再加上有故宫的热度

做加持，这本书很快立项。经过多次商讨、设计、调研，我们准备好周边产

品以及众筹档位的设置，在2020年8月初，这一项目顺利上线。

项目的众筹期是40天，我的目标金额是30万，因为这是一本要耐心

阅读方知其内容为佳品的书，并不像解谜书或者立体书一样，通过酷炫的

打开方式便能俘获人心。总体来说，众筹过程很顺利，这本书受到了很多

读者的关注，最后成交金额是35万，有近1600人下单。

由此，众筹的金额基本涵盖了首印8000册的成本，也有用户为我们

提供了优质的意见，在后期的生产过程中，我们做了一些权衡和改造。与

此同时，有很多渠道来询问图书何时上市，是否能给独家等信息，我们的

众筹的目的便已达到。通过众筹的宣传和曝光，这本书在出版前有幸参

加了法兰克福书展（云展览），成为入选中国展台的20种图书之一。2020

年11月底，众筹发货。

众筹结束后的三个月内需要控价，图书销售的最低价格不能低于众

筹价格，所以我们没有大面积铺货，而是选择可以控价的社群：一条和故

宫博物院出版旗舰店。图书控价是一个大家都发愁的问题，但要想图书

销售得长久，就要在有效期内做好控价。

2020年12月初，《故宫宴》在社群渠道开始发力，成为在一条美食台、

生活馆销售最好的图书，霸榜一条人文馆排行榜首位。2020年12月底，

《故宫宴》获得一条视频的青睐，邀请两位作者拍摄视频，一条视频的点击

量在30万人次以上，曝光度达到最大化。同时结合一些文化类领域抖音

达人的推荐，《故宫宴》在一条矩阵的销售量达到4000册左右，活动销售

价88元，日常价96元。再加上故宫博物院出版旗舰店等平台的销售，让

《故宫宴》在上市不到两个月时，首刷便已销售一空。

我们在关注社群销售的同时，还要随时计算和把握好图书在当当和

京东的上市时间。由于每年的3月和4月都是当当和京东的流量高峰期，

图书销售量较大，若想在此期间获得销售上的增长，必须在活动前做好基

础数据，所以我们果断重印，在与两网商议好控价的金额及期限后，2021

年1月中旬，《故宫宴》先后在两网发货。

从摩点众筹，到选择社群进行销售，再到向两网发货，以及未来面向

天猫店、地面店的铺货销售，可以说是步步精心。在读者习惯了3折、4折

买书的折扣时代，控价在6.8折的一本文化类图书《故宫宴》，上市两个月

便销售上万册，我想这既是读者对于作者几十年来历史研究的尊重，也是

对于这本书整体策划的认可。

作家阿来荣获

茅盾文学奖的作品

《尘埃落定》是浙江

文艺出版社继成功

出版其《机村史诗》

（六部曲）之后，策划

出版的阿来又一部

重要代表作。之所

以出版这部作品，不

仅 是 因 为《尘 埃 落

定》是近25年来最为

畅销的当代经典之

一，也是因为我们把

阿来的这两部长篇

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策划和营销。《尘埃落定》

讲述的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历

史，《机村史诗》书写的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它们

密切关联，也是阿来书写二十世纪的野心所在。

2019年，我们获得了作家阿来对于《尘埃落

定》的独家授权，并开始前期编辑工作。在此同

时，我们针对《尘埃落定》既往的开卷数据、销售

情况、市场反馈等信息进行了调研，并确定了先

于2020年推出平装版，再于2021年上半年推出

精装版的出版节奏。这既是考虑2020年是《尘

埃落定》荣获茅盾文学奖20周年的一个重要时

间节点，也是考虑《尘埃落定》的各种旧版本在

市场上还有一定的存量，而装帧设计等各方面

已经不能满足当下读者的需求。这样一部文学

经典也需要全新的呈现。

书籍的前期营销策划主要针对装帧设计和

内容部分展开。由于读者对于纸质图书的审美

需求越来越高，一个崭新的视觉上的呈现，也会

给这本书增加新的附加值和意义。为此，我们

前后邀请了3位设计师，提供了8~10种封面设

计方案，经过反复讨论和意见收集，最终选取了

目前采用的大气、厚重的红色版。此外，我们联

系到关于阿来的纪录片《文学的故乡》节目组，

选取了节目组拍摄的土司官寨的照片，以及摄

影师迟阿娟拍摄的阿来身着藏族服饰以及藏族

人物风景的照片，作为书中附赠的卡片。在内

容方面，我们一方面补充了过去版本没有收录

的附文，另一方面确定了主打“茅盾文学奖获奖

20周年”“尘埃永不落定”的概念，并从故事和主

题的多个角度挖掘营销卖点，以求把这本书最

核心的特质传递给读者。

去年9月下旬，书籍上市前，我社组建了《尘

埃落定》营销团队，由分管领导密切参与，图书

编辑与营销编辑共同策划与执行。在制定详细

营销计划的基础上，有节奏地逐步开展线上及

线下营销活动。首先是预热宣传，我们邀请作

家录制预热视频，在微信、微博、抖音等多种新

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设计上市倒计时海报，同时

请全国各大媒体陆续推送预热新闻稿。新书上

市第一周即登上当当、京东新书热卖榜前十。

新书上市第一个月是营销宣传最紧密的时

期，全国主流媒体报道近百家，同时联系到各大

微信公号、微博读书博主等同步进行宣传。去

年10月14日，我们在杭州市单向空间举办了题

为“尘埃永不落定——《尘埃落定荣获茅盾文学

奖20周年全新版再出发》”的新书首发活动，活

动同时在京东网独家直播，观看人次接近 10

万。此后，我们陆续在成都、宁波、北京三地举

办了线下新书发布及签售活动，邀请到李敬泽、

关正文、罗伟章等文学名家，以及见证了《尘埃

落定》二十年经典化历程的专家学者，和读者分

享这部文学经典经久不衰的魅力。

2020 年 12 月，为进一步促进读者对作家、

作品的了解，也为了让阅读和当下丰富多样的

新媒体形式相结合，我社策划了阿来入驻抖音、

头条直播和视频号等项目，定期在上述平台发

布阿来相关视频，让读者更贴近作家的生活和

创作，也促进作家和读者以视频的形式面对面

地交流。其中抖音开启阿来专属话题#2020年

尘埃落定#播放量达7410.6万次，阿来入驻抖音

一周内粉丝量即过万。此后，藏族小伙丁真的

走红也让作为阿来故乡，以及《尘埃落定》故事

背景的川西藏区走进了更多大众读者的视野，

我社及时就丁真相关话题时联动，在微博等新

媒体平台及引起了不小热度。随着上述营销活

动开展，《尘埃落定》的销量在不断上升，自去年

9月下旬该书出版至去年12 月底，三个月的时

间实现加印，同时对阿来的另一部长篇巨著《机

村史诗》（六部曲）也有明显的销售带动。此外，

针对“尘埃永不落定”这一概念，我们将在今年

推出《行刑人·银匠——〈尘埃落定〉》外篇。

《尘埃落定》：文学经典全新呈现
■李 灿（浙江文艺出版社上海分社编辑中心主任）

经典如何重新焕发生机？作家阿来的《尘埃

落定》首印10万，不到2个月即加印。

《尘埃落定》阿来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

年9月版/49.00元

■毛海燕（中信出版·春潮工作室营销编辑）

自2019年始，从《赖声川剧作集》（套装共9

册）到《赖声川剧作集：第二辑》（套装共7册），导

演赖声川的剧本集由中信出版·春潮工作室在

内地首度进行了2次集结出版，成绩亮眼：2019

年下半年上市的《赖声川剧作集》单册销量达18

万册，于2020年10月上市的《赖声川剧作集：第

二辑》单册销量超6万册，这对于仅在文学圈内

都显得小众的剧本来说实在难能可贵。《赖声川

剧作集》还荣获第 13 届 DESIGN POWER 100

年度榜单作品，这是对图书设计的极大肯定。

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明明是如此小众的

剧本，《赖声川剧作集》和《赖声川剧作集：第二

辑》为什么可以卖出这么多册？

其实对编辑来说，这一点都不奇怪。赖声

川剧本集的策划始于2016年，在此期间，策划编

辑们和设计师完成了200余万字相关文本的阅

读和内化，策划过程中伴随着多次推翻重来。

最终，《赖声川剧作集》才以现在的面貌呈现在

大众眼前。用参与了图书策划过程的编辑的话

说，“因为坚信内容有价值，我们用不讨好的方

式做了一本书”。而这种不讨好则是基于对读

者们的信任。事实也证明了编辑的正确判断。

因为图书策划和书籍设计做得足够扎实足

够好，接下来的营销发力，包括剧作集在戏剧圈

中的火爆，文艺爱好者乃至大众读者的好评喜

爱，也都顺理成章。

复盘来看，两本书的营销思路略有不同。

第一辑由于收录了知名度最广的《暗恋桃花源》

《如梦之梦》《宝岛一村》而更具大众属性，故在

营销上充分借助媒体及各领域名人的力量，让

剧作集广为人知。多家主流媒体的推荐，以及

何炅等明星名人晒书，使这本书触达了大量潜

在的大众读者。其中大热综艺《向往的生活》中

《暗恋桃花源》众名人主创做客当期，我们紧抓

热点进行了话题软文的创作及投放，成功带来

一波转化。包含史航、柏邦妮等戏剧文化领域

KOL的晒书推荐，以及垂直类的话剧账号在图

书上市时期的大规模集中内容曝光，将剧作集

信息充分触达最有可能产生实际购买行为的话

剧爱好用户。我们还充分利用剧场资源，紧密

配合赖声川演出和宣传安排，成功促成上海的

多次剧本集签售会。

2020 年上市的第二辑，收录了赖声川的 4

部相声剧和3部全新力作，内容上更为专业。得

益于第一辑的销售和口碑好成绩，我们重点在

垂直戏剧领域深耕。我们充分开拓契合渠道，

与文艺书店（常州半山书局等）、话剧大 V、剧

场、综艺节目等达成联动。在节目策划和准备

前期就与爱奇艺首档话剧真人秀《戏剧新生活》

达成内容合作，节目已于今年1月上线，期待后

续的蓄力和引爆。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辑上市之际，由新世相

和春潮工作室联合策划，成功举办“剧院是一场

多角关系”分享会暨《赖声川剧作集》新书发布

会。活动线上线下联动，严格遵循疫情防控要

求的情况下，场内读者近400人。中信书院、央

视频等多个平台线上转播，多家媒体曝光。活

动准备工作紧张又充实，对谈嘉宾史航的邀请、

场地选择和布置、活动流程的敲定、物料的准

备、媒体和嘉宾的接待、读者打卡互动设计等，

与社内中信书院充分配合，举全编室之力，活动

完美落幕。活动总曝光量超100万人次。

总的来说，足够有价值且权威、独家的书本

内容，扎实的策划，突破性收获压倒性好评的书

籍设计，尊重且善用作者资源，垂直领域深耕，

向广大受众持续种草，善用销售策略引导下单，

这些组合起来，便是“小众”剧本集销售成功的

秘籍。

“小众”剧本集销售成功的秘籍
看似小众的剧本集销量过 10 万册，在这背

后，团队付出了哪些努力？

《赖声川剧作集：

第二辑》（套装共 7

册）赖声川著/中信出

版集团2020年10月

版/26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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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宴》苑洪

琪、顾玉亮著/化学工

业出版社 2021 年 1

月版/128.00元

去年是紫禁城建城600周年，也是故宫博物院成立95周年，故宫

题材的许多图书争先恐后地上市，其中，化学工业出版社的一本定价

128元的文化类读本《故宫宴》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畅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