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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主们具体如何操盘一期播客，其中的制作过程，选题设计、

嘉宾确认、软件、硬件调试录制流程、后期制作可能是正在探索或

有志于尝试该领域的编辑们最希望了解的。因此，我们请了多位

播客相关负责人从细节着手，尽量还原一档播客的制作现场。

张大壹：每期会有一个主导人分配任务，比如，谁来介绍

一本书的背景资料，谁来说作家生平事迹等等，这些都需要

提前准备。最初，我因为做过音频节目是后期制作主力。刚

开始的几期，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听。特别是剪辑自己的声

音，会发现重复观点及不自觉的口水音。后期制作过程是播

主得到提升的关键环节。因此后续，超哥和星光也轮流加入

后期队伍。上手并不难，最常见的剪辑软件就能完成。尽管

播客是相对轻松的声音载体，但《文化有限》还是特别在意制

作品质，包括后期音乐和制作。这就跟家里做菜和大厨做菜

的追求不同，但依然希望做出品质精良的产品。

猫弟：在选题阶段，主播、主理人、策划人都会提出选

题，一起查资料、讨论调整，确保选题的内容充分、具备广泛

传播的前提和执行可能性。选题确定后，根据内容寻找合

适的嘉宾，策划人发出嘉宾邀请，沟通录制要求。如果是线

上录制（嘉宾、主播不在同一城市），则寄送录音设备，沟通

录制方法。如果是线下录制，则和录音棚约时间，通知嘉宾

时间地点。录制现场，策划人和剪辑师跟进节目录制，协助

调试设备，确保内容录制完整等。录制完成后，策划人提出

剪辑方案，和剪辑师沟通。剪辑师完成初稿，策划人反馈剪辑意见，和

实习生一起准备show notes、微信推送等文字稿件。剪辑师完成节目

定稿，策划人和实习生完成节目在各大

平台的上传。特别的节目会和音频平

台联络，沟通平台推荐位。

阿刘：我们会用腾讯会议视频连

线，在前半夜，家里安静、心也比较静的

时候把内容录完。视频连线时我们都

戴着耳机，各录一轨自己的声音。一开

始会打个板，然后后面再对轨。这种隔

空连线的方式，确实需要有一定经验的

音频编辑来完成，因为尽管工作量会增

加，还是多轨录制会对节目呈现更有保

障，单轨的话处理不掉口癖和杂音，这

期播客可能就会比对不齐更灾难。

山猪：首先，节目录制设备，我们用

苹果手机自带的录音软件进行录制，对

于刚刚想要尝试制作播客的主播来说，

这样的音质基本可以满足。其次，节目

录制的地点。邀请嘉宾录制节目会提

前沟通，请嘉宾推荐他们熟悉的场地，

这个场地尽可能是封闭、独立、节目录

制期间不受打扰，比如某个独立办公

室、会议室。咖啡厅之类的场所很好，

但是由于难以隔绝周围的人声和环境

音，不一定是理想的录制场所。当然，

现在各地都有很多共享录制室，很多

音频平台也可以为主编提供录音室进行节目录制，这对于我们来说

是个好消息。录制前，我们尽量不提前做过多沟通，也不预设太多问

题和回答，希望尽可能地像朋友聊天一样自然。但不做太多提前的

沟通，不等于主播自己不需要提前做功课和准备，我们需要自行对嘉

宾的基本情况和所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解，这样才能在后续的聊天

中更好地把握嘉宾的表达，并更好地控制谈话节奏。

周雪：《活字电波》每周会进行播客选题会，会上提出自己的观

察、感受、思考和可行性支持，形式介乎论文开题报告和项目报告之

间，如果大家一拍即可，觉得话题有趣、有料，近一步确认是否有合适

的嘉宾，并进行联系确认。在策划提纲做好之后跟嘉宾探讨，并确定

录制方式和时间，录制随情况解决现场问题。硬件方面，只确保开机

录制出干净的声音，在录制时保持甚至激发出较好的状态，关机前注

意保存即可。

张婷：《反向流行》的选题设计来源一般有三大类，一类是近期热

点话题，比如低生育率／“虎扑”直男是否厌女／伍迪·艾伦性侵丑闻

再讨论等；还有一类是我们日常关注的常态热点话题，不一定与具体

热点相关，比如文科博士生存处境／手机上瘾等；还有一类是近期出

版的新书动态，如果书的选题或作者合适，我们也会邀请相关作者来

录制播客。嘉宾一般为相应话题的研究者、媒体人、学者居多，设备

使用ZOOM，外接有线话筒，后期目前由三位实习生代为处理，但这

三位剪辑人员都是经验丰富、长期合作的剪辑师，后期根据新京报社

的整体安排，可能外招一位专职剪辑师。

赵阿萌：大部分节目都是选题优先，偶尔几期是先选择了嘉宾，

然后再和嘉宾一起碰选题出来。所以前期操作过程跟以前在媒体很

像，开选题会、定下“采访”对象、做功课、出提纲、问题细化……到了

录制阶段，由于是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开办的节目，所以全部录制都依

靠 Zoom 远程连线完成，录音设备就是自己家里的基础设备，比如

iPhone语音备忘录，以至于节目开始的几期评论区里总能看到吐槽我

们音质问题的留言。后期我们基本是轮流剪辑。顺便推荐《播客初学

者》的节目——“手把手教你做播客”，真的挺实用。

要点提示
1.前期操作过程跟媒体很像，开选题会、定下“采访”对

象、做功课、出提纲、问题细化……

2. 录制前可以不用过多沟通，确保节目的轻松感，但并

不意味着主播不需要提前做功课。

3. 入门级，手机自带的录音软件进行录制即可完成。

4. 场地尽可能封闭、独立、节目录制期间不受打扰。

5. 后期制作过程是播主得到提升的关键环节。

6. 后期用Adobe Audition，很好用、上手快。

7. 如果设备比较简单，后续处理可能需要对音频进行

降噪处理，再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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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猪和野兔是一对在出版圈打拼6年的情

侣。野兔做童书，山猪是营销编辑。对播客产生

概念源于山猪做营销时曾接触的一档播客《艺术

叨叨》。这档节目通过出版社联系到他们，希望

在内容上有合作。但最终决定自己投入则很偶

然。一天晚上，两人下班回家，开始拆当天从快

递点拿来的3个书包裹，一边拆一边聊为什么买

这些书，聊着聊着灵机一动：为什么不把这些聊

天内容做成一档播客呢？实际上，两人平时都是

爱读书和买书的人，加上对各类新书动态颇为

了解，家里的藏书差不多有3000本。

2019年七夕，《最近买了什么书》播客上线，

到目前为止更新16期。每期播客，山猪和野兔

会分享最近买的新书，或与编辑同行、书店店主

等交流。节目内容以买书动机为出发点，但又

不拘泥于书。生活中，两人也是旅行爱好者，因

此还将播客的声音带到北京三里屯、海拔4513

米的稻城波瓦山、沈阳的离河书店等地。“希望

读者能更多感受到阅读和生活之间的连接。”目

前，《最近买了什么书》在喜马拉雅累计播放量

超过 80 万，在小宇宙 APP 上的订阅数也超过

8000人次。

《即兴沉默》的主播张丛、花开玛、晓光3人

是阅读品位、工作经历都非常相似的好友：都从

出版行业跳到了互联网公司。最初这档与书有

关的播客也诞生于疫情期间，3个人作为业余爱

好经营。除了每期选题有准备，其他方面并没

有详细规划。运营一年后，收获不少听众，陆续

有多个播客平台邀请其入驻，不久前他们也在

网易云音乐开始更新。据张丛透露，由于两期

邀请到国内新锐出版品牌负责人，被平台推

爆。眼下，三人想把“出版品牌”做成系列节目，

目前该系列已更新4期。张丛戏称他们是“臀部

播客”，虽比起订阅量高的头部播客，《即兴沉

默》的体量还较小，但已有合作找到他们，偶尔

参与跨界合作，比如木木美术馆今年举办的坂

本龙一「观音·听时」展览，与其他不同领域的播

客一同录制坂本龙一内容。“播客目前尚未盈

利，但会有很少广告收入，我们打算作为团建基

金使用。”张丛说。

相比成人文化领域播客的繁荣，童书领域

的专业播主并不多，阿刘和小单是其中一组。

在“图书外贸行业”做选品采购，做了10年童书

编辑的阿刘2015年发起了立体书联盟，2018年

开始做有关绘本的微信公众号。“工作中能看到

很多原版童书，国内的引进版大多进行了改装，

其中有很多可以分享的角度。”小单是阿刘的老

同事，眼下已转换跑道去了互联网教育公司。

由于此前的音频编辑工作经历，小单提议阿刘

做有关童书的播客，讲绘本，两人一拍即合。

“两套体系并不完全适配，甚至说很不适

配。”在谈到身为编辑去做音频是否更容易时，

阿刘持怀疑态度。“这不是简单移植关系，或者

说是比直播更简单的方式。”她甚至觉得一部分

图书编辑赶鸭子上架去做直播本身就很尴尬，

因为“直播要有镜头感，但即便做直播做得不错

的营销编辑也不一定能胜任音频节目”。在她

看来，音频节目用声音说话，需要把握距离感，

也就是如何用声音去描绘情境、故事以及图像

细节。至今，她和小单还在摸索这种距离感。

但无论如何，她们希望通过《绘本FM》让更多用

户去买书，“而不是做一档替代买书的节目”。

眼下，阿刘和小单最大的愿望是推播客“出

圈”。“如果仅在童书圈获得认同，编辑们过来点

赞、自嗨，意义不大。完全不了解绘本的人听了

节目，对绘本产生兴趣，这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最近，《绘本FM》在酝酿中央美术学院绘本创作

工作室毕业季的播客节目。“也许会去现场邀约

老师和同学做直播。”小单说。

重要的运营指标

在 PodFest 所做的 2020 年中文播客听众

与消费调研中，也显示影响听众收听播客最

重要的两个因素，分别是播客主持和播客嘉

宾。一期播客节目时长常在 30~60 分钟不

等，播客听众收听节目时很少会跳着听一期

节目，或者快进快出结束对一期节目的收

听。在听节目的这段时间内，听众不止收听

到完整的播客内容，并且能深化与主播之间

个性化的情感联系。从此次采访的播主对

数据的态度也可以看出，各个平台基础的收

听量和评论是关注焦点。当然，有时会出现

因为平台算法推荐单集播放量飙升但订阅量

增长缓慢的情况，这时播主们倾向与平台沟

通推荐原因和位置，重新评估数据的有效性。

对于主播而言，小宇宙的社区氛围友好，

因此也会格外关注小宇宙的用户数据。比如，

在16期节目中，山猪和野兔有4期节目登上小

宇宙的首页推荐，当天当期节目的评论数、播

放数和订阅数都成倍增长。

互动数、增粉量也是播主们关注的指

标。“要尽量多地与读者互动，多听不同的声

音，但不必辩论，对于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

勉。”张婷说。

《即兴沉默》的张丛希望能够看到完播

率、用户退出节目的时间点等数据，但目前

大多数平台没有提供这些。除了点开率、完

听率，活字文化的主理人周雪觉得，“跳出分

析”对编辑们来说也至关重要。“编辑容易沉

醉于让自己感动的书籍和电影，通常不太关注

大众向，需要在自我风格和保证内容被有效

接收之间寻找平衡。”

除了节目，播客也常会配备粉丝群以及

官方账号，供主播与听众们互动，加深联系。

品牌的精准投放

从调查看，播客由于目标群体黏性大、忠

诚度高，正是品牌所需要的。粉丝群可以保

证投放内容的精准触达。播客平台自带的故

事属性，也有利于品牌进行内容输出。更重

要的是，国内播客目前多以访谈类为主。深

度对谈的形式，相较于几十秒的短视频和碎

片化图文而言，更有利于品牌向用户输出品

牌理念、价值等内容，也能在用户心中建立更

深层的品牌认知。这样的使用场景无疑对那

些想要向用户输出更复杂、更抽象的内容品

牌来说，是很好的沟通媒介。

播客收入基本分为三类：节目冠名定

制，卖货广告，播客付费节目。付费节目则

包括整体付费和专辑付费两种情况。

在偏出版文化类播客中，《看理想电台》

相对找到了盈利方向，并且小有收成。但根

据相应的报告和报道，中国市场播客除了几

家大的MCN机构，还普遍处在爱好者用爱发

电和找寻赢利模式的阶段。目前《活字电波》

考虑与平台合作，可能走较为稳妥的单期付

费模式，力图以内容的独特性取胜。《跳岛

FM》则在广告和付费上都在积极尝试，在不

影响内容的情况下植入广告，同时也在筹备

付费专题节目。此外，《跳岛FM》也在探索线

下活动、周边产品等，刚推出了和《纸现场》联

名的可水洗纸袋，接下来有线下活动计划。

相比出版机构运营的播客，独立播客在

内容的选择上更加丰富和多元。单一机构

在运营一个播客时，首先要考虑的还是自身

的诉求，这就决定了它的取材范围和表达方

式都是受限的，对非头部品牌而言，更加难以

吸引初始听众。虽然独立播客受到的制约少

了，但对读书主播来说，从 0 到 1 的过程非常

艰难，能够通过播客获取收入来反哺播客的

运营就更难。目前，《最近买了什么书》积累

了一批听众，也开始陆续有出版机构通过社

交账号私信山猪，希望能合作推广好书。对

于这样的合作，山猪持开放态度，但前提是合

作性质的书首先是好书，这样才能更好地保

证节目的质量。《即兴沉默》目前有少量收

入，“因为订阅还不够多”。

播客广告投放局限性

第一，沟通效率低。主要还是因为国内

播客目前商业化还不算成熟，很多主播目前

并不是全职在做播客，收入来源并不依靠播

客这个单一渠道。在沟通效率上并不会有

机构化的内容组织高。

第二，投放效果周期长，不好量化。播

客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长尾效应，即如果

用户对一档播客感兴趣，那么他大概率也会

去收听该播客的往前节目，这就导致最终投

放效果难以量化收集，快速如微博一般在 24

小时即可知道投放效果，但播客却没办法在

很快的时间内算出最终投放效果。

第三，播客内容形式较为单一。国内的

播客形式目前还是以对谈为主，“对谈”这一

形式对偏内容、概念的商品如新世相的课程

商品很有利，但当其他商品寻求更多样化的

广告内容制作的时候，播客是否能给出更多

的内容形式，这也是一个问题。

当然，不难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厂开始

注重播客业务，喜马拉雅、网易云等纷纷在

APP 中上线播客板块，荔枝 FM 推出了独立

的播客 APP，播客的盈利前景可期。

出版人做播客的盈利前景
播客有三大好：用户黏性大；自带故事属性，利于品牌输出；内容领域“新蓝海”。这也正是广告主最看重的宣推特质。

毫无疑问，文化品牌机构的播客承载了更

多品牌塑造和内容专业传递的任务。比如，

《反向流行》希望能聚焦各类文化现象与热点，

把普通的话题聊出深度与新鲜点。因此，张婷

的团队一直在避免重复表达观点，避免为了理

论而理论。“谈出深度的同时最好也能够关注

生活本身的温度。”

“声音效果较好，嘉宾真诚、坦率、有条理，

最好拥有好听的声线，节目可以展现给大家有

启发性的内容。”尽管很多环节存在不确定性，

但周雪能确保的是，不将《活字FM》的调性偏

离品牌调性。

作为生发于文学出版平台的中信大方，猫

弟想尽可能打破文学的学科、圈层边界，让文

学进入日常生活话语，回应当下青年人的困

惑，和不同的艺术类型、媒介对话。她尤其希

望在内容上专业，但又充分兼顾收听体验和传

播度。“如果在内容上局限于传统的文学定义，

不保持开放态度，则会失去做播客的意义。”

个人播客和机构播客不太一样的地方还

在于，更多是围绕主题的日常沟通，节目的制

作不会太受约束，更加轻松自然，传递出来的

聊天氛围是吸引听众的一个关键点。山猪就

很排斥将播客做成必须按时更新的任务，比如

在录制前做非常充分的准备，没有即兴的对话

和思考，非常地严肃和正经。“个人播客不要有

很重的得失心，被数据和流量所影响，带着更

纯粹的热情和好奇心做下去，才有可能做得更

长久。

从目前的播客内容看，很少有节目主题局

限在某个类别下。比如，《初学者电台》第一期

讲“如何在你家卧室里阳台上养植物”，第二期

变成了“如何学习做一个女权主义者”，后面还

有诸如如何开一家独立书店，以及音乐、艺术

和出版从业者如何应对疫情下的“新常态”等

话题。谈及节目的核心气质，赵阿萌愿意用

“鼓励多元化的选择、鼓励行动，激发行动”来

概括。对于节目的理想效果，张丛希望《即兴

沉默》能与更多用户建立更多样化的联结，无

论线上还是线下。“希望出现更多的跨界玩法，

但一定不会为了吃饭牺牲节目质量。”

（上接第9版）

“陪伴感”是被播主们谈及最多的一个字眼，而对于理想的播客效果，很多播主提到了“热

情“和“好奇心”以及不与节目初衷相悖的方向感。

理想的播客状态

俞宁散文集《吾爱吾师》回忆启功等师长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著名学者俞宁的散文集《吾爱吾师》近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俞宁是当代著名语

言学家俞敏先生之子，现执教于美国西华盛顿大学英美文学系。该散文集汇辑了作者近年偶尔撰写的文章，有些

是回忆其父亲，有的是回忆父亲挚友启功、柴德赓、李长之等，有的则是回忆师傅曹士元、导师周珏良等，内容都是

作者所闻所见。作者父亲俞敏是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所生活的家属院自然也是知识分子人物荟萃之地。作者

耳闻目见，打小就熟悉，比如著名史学家柴青峰的一些经历，比如包老伯包天池的一些事情——包先生是生物学

家，但他却出人意料地与还是毛头小子的作者谈诗歌，谈莎剧，开导作者，直到作者后来成为英语文学教授，研习前

沿的文学理论，才发现包老伯的体味惊人的深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作者父亲俞敏因无法时时管教自己的小儿子（即作者），于是就请同事兼挚友启功先生（字

元白）帮忙代管，俞宁因此走进启先生的家。作者称启先生为“启大爷”，数年的共同生活，让他亲切地体会到启先生

的为人处世方式和态度，启先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成了作者最珍贵的记忆。父亲的教导分为身教和言教两种，身

教通常比较温和，言教有时候则非常严厉。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出国留学之际，其父提出的“约法三章”，即既然

选择学习英美文学就得坚持到底，实在有困难，也不能在国外转行学汉学、不能转行学中西比较文学、不能对着洋人

讲中国学糊弄事儿。这“三章”是其父与启先生商量好的，一则告诫作者要硬气，二则反映了他们那一辈中国知识分

子心态和文化尊严。对师长，作者怀有深厚的感念之情，所以他将该书命名为“吾爱吾师”。 （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