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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高校校园综合性文化服务新平台
——倍阅高校校园书店的创新实践与探索

■罗坚（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湖 北 省 新 华 书 店（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

北新华”）在推进高校书店

建设的同时，重塑“新华书

店”主品牌：立足高校文化

生态打造校园书店品牌“倍

阅”（Best-reading-space，意

为美好的阅读场所），通过

不断创新发展模式、延展服务功能，初步构建了以

“图书+”“文化+”为核心的高校校园店综合性文化

服务新平台。

目前，湖北新华已在湖北省建成倍阅·华中农业

大学店等15家高校书店，以倍阅·华中师范大学店为

代表的一批校园书店已成为师生喜爱的校园文化新

地标。

共商校园书店新定位

“倍阅”的核心定位是推动校园文化建设的综合性

文化服务平台，促进学生全面成长的精神高地。在此

基础上，湖北新华根据高校属性、人文历史和学术特

色，着力打造个性化的文化空间。

一是打造服务于部属高校的学术科研型文化空

间。在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部属高校，倍阅

重点打造与学校学术氛围相适应的“学术研究场”。

二是打造服务于湖北省属院校的教育学习型文化

空间。在湖北民族大学、湖北经济学院、湖北第二师范

学院等省属院校，倍阅重点打造与通识教育、应用教育

相适应的“学习交流场”。

三是打造服务于民办高校和职业院校的创新创业

型文化空间。在武汉城市职业学院、襄阳职业技术学

院、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等院校，倍阅重点打造围绕职业

教育、技能培训的“创新实践场”。

共建可持续发展新模式

一是创新合作模式。“倍阅”以学校特色为建设基

础，以校园文化气质为美学标准，进行定制化空间设

计、业态布局，形成了“书店+图书馆”“书店+创业学

院”“书店+后勤集团”“书店+学校”等多种合作模

式。通过与学校图书馆合作，实现了馆店融合、协同

运作，将阅览学习和文化交流功能紧密融合；与创业

学院合作，发挥湖北新华文化产业的集成优势，为学

生提供实践创新平台，为创意创业提供孵化机会；与

后勤集团合作，将图书、阅读与生活服务深度融合，共

同打造校园书香生活和学习环境；与学校合作，采用

“教材发行站+校园书店”的模式，共同促进了书店的

高质量运营。

二是创新运营模式。坚持用户思维驱动书店运

营，分别探索了自主运营、联合运营和学生创业团队独

立运营模式相结合的运营策略。自主运营模式通过发

挥书店专业化运营优势，确立门店个性化运营思路，使

书店不只是书籍的中转站，更是品味书香的精神场

所。联合运营模式则由湖北新华派驻店长指导学生团

队运营，发挥组合机制的灵活性和学生团队主动性与

创造性，为书店运营注入学校元素。学生创业团队独

立运营模式：通过与学校联合引入创业项目，扶持学生

创业，使其切身参与到书店的运营管理中来，在书店施

展才华的同时，也能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是创新营销模式。“倍阅”书店加快推动从线下

营销向线上转移，从产品营销向服务营销升级，不断强

化文化服务专业营销，教育服务精准营销，打造了线上

线下一体化社群营销体系。充分利用高校天然的学生

社群优势，广泛积累学生社群资源，采取以兴趣为纽带

的社群建设模式，将单个书店、学校的资源串联、整合、

重组，形成跨地域、多种类、多学校的紧密型文化社群

聚落。重构产品和服务体系，为师生提供个性化学习

和生活一体化服务方案。将“影视鉴赏课”“党史学习

教育公开课”引入店内，积极参与学校思政教育、通识

教育，实现有形产品向无形服务转化，单向产品销售向

多元互动服务转化，从简单的“阅”书升华到“悦”书，让

读书成为一种校园生活新时尚。

共聚产业发展新生态

一是打造高品质的文化生活生态圈。在书店空间

规划上，以学生视角打造学生喜爱的空间，形成学生

“自我设计——自我塑造——主动入驻——时刻反馈”

的文化生活空间闭环。书店空间由学生创业团队设计

施工，墙体彩绘由学生艺术团队构思绘制，软装陈设由

学生团队承接布局，打造了一批高度契合大学生活格

调的文化空间。在图书选品上，通过“学生心愿书单”、

“校长教授荐书”、销售数据分析等模式，实现动态化选

品，契合校园文化特色，形成“选品——备货——销售

——反馈”的阅读生态闭环，不断满足师生阅读需求。

在多元文创产品上，广泛征集校内优质创意资源，打造

高度契合校园文化特色的创意产品。倍阅已与华中师

范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等6所高校

联合研发文创产品300余种，初步形成“需求——创意

——生产——反馈”的文创产品生态闭环。

二是打造教育学习生态圈。在 文 化 活 动 方

面，采取“线上线下双线融合”的创新模式，通过线

下活动内容慕课化发展，实现线下小范围交流向

线上社群化传播转化。在湖北省开展“逆行者说”

“青年者说”“寻找最美读书人”等活动，吸引 30 余

所高校师生参与。在校内外知识融合方面，将营

销活动与文化传播有机结合。一方面挖掘校外资

源，紧紧围绕“教学、学习、生活”组织资源、定制服

务，引入文化名家开展活动，实现校内外融合联

动；另一方面协调校内资源，结合学校需求组织党

史教育、学术研讨、文化沙龙等活动，成为校内文

化资源的集散地。

共享跨界融合新功能

一是“文化+生活”。通过个性化的内容定制，为

高校师生提供休闲、阅读、聚会、交流的文化场景，营造

校园“轻文化”的生活方式。通过开展绘画体验活动、

举办定制音乐会等，打造校园清新、文艺、恬静的生活

空间。

二是“文化+活动”。整合文化资源，通过各类文

化活动链接学校、教师、学生和社会，推动书香校园建

设，打造学术交流、文化论坛、课题研究、社会实践、创

新创业等多门类、多形式的文化活动品牌，为学生提供

综合性知识服务。通过“华中农业大学理学院的写作

课”“精读一本好书”“名家分享”等活动的开展，让书店

成为学生课外活动的“第二课堂”。

三是“文化+实训”。依托高校书店运营空间和文

化教育资源聚集优势，打造“学校—书店—企业”的三

方合作平台，常态化开展贴近市场、融入社会的实习实

训活动，缩短学生从校园跨入社会的磨合期，提升学生

就业能力。通过倍阅平台的链接作用，大量学生参与

到门店运营和社会实践中，在“华中图书交易会”“荆楚

书香节”等大型文化活动中获得展示舞台。

四是“文化+文创”。依托渠道和品牌优势，通过

加强与学校、学生创意团队的合作，打造了倍阅高校文

创产品“设计—研发—生产—营销”的全产业链服务模

式，孵化高校文创产品走向市场，如与武汉纺织大学合

作开发的“研之有物香囊系列”等，助力高校产学研一

体化发展。

下一步，湖北新华将在探索中前行，在融合中成

长，在创新中发展，始终坚持服务校园文化建设需求，

大力践行“共享、共生、共荣”理念，共创“倍阅校园书店

文化教育服务新平台”。一是推动倍阅品牌IP化。通

过品牌统一、规划统一、服务统一、运营统一，在完成高

校全覆盖的基础上，逐步向中小学校延伸，构建覆盖湖

北校园书店的网络系统。二是持续创新商业模式。树

立用户思维，围绕店内店外、校内校外、线上线下，不断

延展服务功能，提升运营能力，向智慧化、数字化、大数

据的方向转型。三是进一步融入高校文化生态圈。聚

合文化教育资源，在服务学科发展、学生创意创业、文

创IP转化等方面，助力产学研深度融合，重点打造阅

读生态圈、文化生态圈和产业生态圈。

2020 年，河南云书

网与京东合作，通过8个

月改造，对技术架构、数据对接、运营工具等方面进行

了优化升级，实现了全面升级。

借力技术 升级服务实现新发展

一是搭建了业务中台，建成了数据中心。云书网

2.0版搭建了业务中台和数据中心，建立统一的商品中

心、订单中心、用户中心、库存中心、财务中心、客服中

心等能力中心，支撑会员运营、订单处理、商品管理、

库存管理的运营体系。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为前

台业务开展提供供应链、技术、数据、能力的支撑，解

决各业务端数据“存”“通”“用”难题，全面打通了全终

端业务数据和用户行为数据，实现实时数据源采集、

数据分析引擎、数据挖掘、多指标多维度建模和用户

行为分析，搭建了为多部门服务的专业数据分析平

台，建立了高效的数据指标体系，为日常各项数据分

析提供全面的数据支撑，以大数据赋能业务决策，驱

动业务变革和创新发展。

二是拓宽销售渠道，增强用户体验。云书网 2.0

版根据业务形态和产品定位搭建起了以商城为主

体，覆盖PC端、H5端、APP（安卓、IOS）端、小程序端

的前端产品矩阵体系，一方面全面覆盖流量入口，

进一步拓宽宣传推广途径，多渠道连接目标用户；

另一方面通过完整的商品信息、库存数据、智能推

荐，满足用户多场景、个性化的购物需求，增强用户

购物体验。

三是丰富了营销工具，提升了服务效能。云书网

2.0版引入了拼团、砍价、预售、直播等10余种营销方

式，通过灵活组合设计更多营销玩法，促进用户分享

和购买，提高用户的转化率，提升产品的销量。同时，

多方整合新媒体优质资源并展开合作，策划相应的营

销活动聚拢流量，依托微信、微博、直播、短视频、社群

等构建了新媒体营销矩阵。

四是延长产品线，优化供应链。云书网2.0版持

续优化非书品的多元化和服务的供给侧结构，充分整

合业内外优质资源，引入京东、华为、格力、海尔、联想

等优质品牌供应链资源，拓展多元化经营，上线商品

近150万种，打造了多元化、品质化的非书品文化集聚

体系。特别是与京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物

流战略合作、大数据建设、供应链业务等方面达成战

略合作关系。

品牌化运营打造“老家河南·三馆一汇”

云书网2.0版构建了品牌化、体系化的非书品产

品线，产品涵盖数码家电、地方特产、食品酒水、日用

百货等10余类、150余万种。在品牌布局和经营中，最

典型的是汇聚河南农特产品、手工艺品、文旅文创等

在内的品牌——“老家河南·三馆一汇”。

“老家河南·三馆一汇”品牌借助线上线下融合的

力量，一方面破解农产品上行难题，助力乡村振兴；另

一方面推动了河南农特产品、手工艺品、文旅文创等

非书品类资源在更广范围的宣传推广。

一是产品布局方面。挖掘整合河南老字号及本

土优质农副产品近万种，推出万乡食尚馆、百县精

品馆、多彩文旅馆和文创巨匠汇四个系列。其中，

万乡食尚馆是河南各地的特色农副产品、小吃等，

比如原阳大米、温县铁棍山药、西华胡辣汤、滑县道

口烧鸡、灵宝苹果等；百县精品馆是河南各地的加

入文化元素的手工艺品，如禹州钧瓷、开封汴绣、洛

阳牡丹瓷、陕州剪纸等；多彩文旅馆是河南各地久

负盛名的文旅推荐，如洛阳龙门石窟、登封嵩山少

林、开封清明上河园、安阳殷墟等；文创巨匠汇展示

了河南各地传承中华文化的匠人，如洛阳牡丹瓷创

始人李学武、镇平玉雕传承人仵海洲、信阳“剪纸皇

后”许煦等。

二是营销模式方面。构建 B2C+B2B+O2O+分

销+社群营销五位一体营销模式，同时充分运用新

媒体，构建全渠道营销体系，为用户提供智能化、精

准化、个性化的服务。云书网一方面通过 O2O 小程

序引流，实现 129 家新华书店、210 余家新华超市、

128 家市县电商运营中心和逾 1.26 万家乡村电商服

务站客群线上线下覆盖，提供多场景的服务体系。

同时，建立分销体系，发挥微信微博、直播、短视频

等新媒体营销矩阵力量，策划优质、高度传播性的

内容和线上运营活动，并通过社群粉丝福利等方式

加大社群的活跃度，利用粉丝经济带动推广和销

售。同时，在部分农特产品成熟当季开展直播，提

高“老家河南·三馆一汇”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带动产品销售。

“四个新华”打造新运营模式

云书网全面盘点河南新华线上线下渠道和资源

优势，坚持新华书店、新华百姓文化云、新华超市、新

华快的“四个新华”一起做的运营模式，进一步深化线

上与线下、图书与非书品、电商与物流的融合发展。

新华百姓文化云是以“打造文化服务战线开放的

超级公共文化资源运营平台、超级公共文化服务平

台、超级融媒体平台”为建设目标的数字公共文化服

务平台，以该目标为纲，平台整合汇聚河南公共文化

资源和社会文化资源，为消费者提供文化场馆、文化

活动、文化消费和文化内容服务。截至目前，新华百

姓文化云已搭建起1个省级平台、18个市级平台、111

个县/区级平台，平台累计用户近860万人，上线文化

场馆9694个，汇集各类文化活动6万余场，上线数字

资源12.3万个，开展各类演出节目直播2125场，积累

文化节目视频资源约80万分钟，各类资源累计点击量

超过1.57亿次。

新华超市是服务基层的线下实体渠道体系，建设

初衷是延展深化服务内涵、下沉服务网络终端。目前

已在河南省建立了210余家新华超市、128家市县电商

运营中心和1.26万家乡村电商服务站，实现了2000人

以上行政村的全覆盖，构建起了省、市、县、乡、村五级

线下超市服务体系，打造了“新华强链服务”新矩阵，

有效地将服务终端下沉延伸至老百姓的家门口，填补

了部分乡、村便民惠民超市的空白。

新华快的是河南新华打造的自有物流体系，通过

完善“通道+枢纽+网络”的物流运营体系，目前已建成

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完备的物流配送体系，架构

起了新华快的配送网络，进一步延伸服务产业链，解

决基层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打造了一站式的供给

体系。

通过“四个新华”，河南新华全面打通了省、市、

县、乡、村五级渠道，推动文化服务往网上走、往乡村

走、往农民需求上走，打通文化下乡“最后一公里”和

农特产品进城“最先一公里”，实现在产品供应、营销

模式、物流配送、服务保障等全运营流程上的持续性

提升。接下来，云书网将继续加强与大数据、人工智

能的深度融合，以开放共享、知识创新、品牌传播为理

念，以大数据驱动业务变革和创新发展，打造河南本

土最大的开放性文化电商平台。

升级2.0版 云书网非书品经营有哪些新亮点？
■刘世雄(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云书网经理)

字节跳动旗下抖音平台是直播带货的首选，北京

字节跳动内容与合作高级经理袁子超以“三步做好抖

音短视频IP化运营”为题进行了分享，他从如何设计

抖音账号定位、如何撰写超级短视频标题、如何维护

短视频评论区三个维度，与嘉宾进行了分享。

书店非书品线上线下整合运营有哪些新策略？

上海寅领品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丁国继从90

后、95后的新文化、新审美、新需求方面入手，聚焦Z

时代、网生文化和二次元等热门话题进行了分享。

JOYYE（卓艺）董事长、JOYYE品牌首席策划古

东林，北京增艳锦添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总经理曹

增艳，湖北知合空间设计装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龙世

利分别从文创产品设计、研发等角度进行了分享。

非书品自主研发与营销
以产品更新、理念升级推进非书品经营

非书品经营的核心是产品的更新和理念的升级，

如何更好地选择产品？非书品经营又如何做好营

销？与图书相比，非书品又有哪些不同？这些问题是

书店人反复研讨与探索的课题。

荆楚文化是华夏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

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武汉纺织大学服

装学院教授、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武汉

纺织大学）主任、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汉绣）主任叶洪光以“荆楚地区纺织文化遗产保护与

产品开发研究”为题进行了分享。他从纺织文化遗产

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形态特征、技艺特征、保护与

传承等方面，分享了荆楚地区纺织文化遗产，并现场

推荐了相关文化衍生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创部副主任（主持工作）邝芮

就该社在文创板块方面的探索进行了分享，他介绍，

目前人文社文创品在研发中的关键词是“四大名著

IP+高质量内容”和“广泛的受众基础+针对性产品”；

在销售中的关键词是“破圈营销（插画、游戏、藏卡）”

和“摩点平台+读者群”。在文创品研发中，他认为，

经典化IP更好开发，当代IP尚无有效模式；文创不止

拼创意也拼设计、质量和供应链；重视线上渠道，重视

新兴媒体力量；独立发展，多用外力，跳出传统出版思

维；把事情交给年轻人，给足够的空间等。

2021年4月，中图网推出的图书盲盒引爆网络。

中图网新媒体运营编辑蓝天骄以“图书 OR 阅读盲

盒？你必须拿定主意”为题进行了分享。她介绍，中

图网的盲盒营销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实现1300万+、

小红书相关话题阅读量实现百万+、大V自主发布开

箱内容实现全网曝光千万+。她强调：“盲盒不应只

是一个流量收割的游戏，给予消费者应有的产品价

值，才能真正立足市场。”

“出版+文创”有哪些可能性？湖北美术出版社

编辑吴思介绍了湖北美术出版社近年来的尝试，并以

古漱堂、自在森活、字绘中国三大产品线研发与营销

进行了分享。北京凌峰设计品牌总监溥斌在演讲中

表示，精神消费是文化审美，物质消费是产品品质，未

来的产品价值组成，将逐渐由产品实用价值和文化审

美价值共同组成。

（上接第2版）

“画说建党”“画说小康”丛书发布 南山书屋·象山之家阅读空间开启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日前，中国美术学院在浙江象山校区南山书屋象山之家阅读空间举办了“画说建党”

和“画说小康”丛书发布会暨南山书屋·象山之家阅读空间开启仪式。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政府新闻办主

任李杲，中国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金一斌，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许江，中国美术学院党

委副书记孙旭东，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傅巧玲等出席活动。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画说”系列丛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委托杰出艺术家们创作的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经典美术作品为载体，收录的画作大多为中国美术学院著名艺术家的作品，收藏在国家博

物馆和国家军事博物馆，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画说建党”和“画说小康”系列丛书由许江、高世名主编，“画说小康”丛书由《百年沧桑》《水稻之梦》《农村电

商》《绿水青山》《民族脊梁》《民族复兴》《时代精神》《浙商群体》8个分册组成。“画说建党”丛书由《红船启航》《入

党宣誓》《铁索英魂》《三军会师》《海上拂晓》《英雄丰碑》6个分册组成。“画说初心”丛书入选2019年国家重点主题

出版物，“画说小康”系列丛书入选2021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同日，南山书屋·象山之家阅读空间正式开启，空间定位建设成为美院师生的阅读交流中心、青年学子的文化

创意中心。同时南山书屋将充分发挥出版社和书店的业态优势，通过出版实践、阅读推介、学术讲座、文化集市等一

系列活动，与国美师生共同打造“知识生产工坊”和“人文阅读体验场”相交融的独特校园文化地标。 （王少波）

/ 论坛精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