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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17日，全国少儿图书交易会在四川成都
举办。值此时机，我们邀约多位少儿出版社的策划编辑、

营销达人，晒出自家2021年流量新品。在推荐亮眼新书
的同时，拆解策划思路，分享营销招数。

接力出版社与福音馆结缘多年。2016年夏天，接力社一行人去日本

拜访福音馆的社长和编辑。听他们介绍了“科学之友”这个镇社之宝，便

开始策划引进世界上第一个科普月刊。

让经典品牌“科学之友”在中国扎根
■于露（接力出版社婴幼分社副社长）

2017年秋天，为了达成“科学之友”的独家战略

合作，接力社的编辑们又一次来到了福音馆。福音

馆的老师为编辑们展示了许多珍贵的创作素材，讲

述了创作背后的故事。每一本书编创都经过几年

的时间，实地种植、测量、观察、记录，极其严谨的前

期准备工作后，才开始创作。这样用心、认真的态

度深深打动了接力社的编辑，相信高质量的作品也

将感染读者。

经过两次拜访福音馆，接力社与福音馆达成独

家战略合作，拥有“科学之友”品牌的唯一使用权和

引进期刊的优先选择权。松居直先生得知“科学之

友”系列将要引进中国，还特意题字祝贺。

打造“科学大餐”。2020年，“科学之友”品牌在

我国一炮打响，取得一定成绩。今年，接力社进一

步打造适合读者范围更广的全系列产品，为6~12岁

读者引入了“大科学之友”。“大科学之友”面向小学

阶段的儿童，书中通过一线研究专家学者精心编写

的内容，以及蕴藏其中的经验引导，让孩子们能够

发自内心地理解、思考与感悟自然环境、人类生活、

历史、文化、数学等领域的知识。“科学之友”系列目

前已出版《小科学之友经典图画书·发现有趣的世

界》《科学之友经典图画书·探索世界的钥匙》《大科

学之友经典科普书·如果

活到 100 岁》《大科学之友

经典科普书·如果世界颠倒过来》《大科学之友经典

科普书·如果来到天空之上》等。

制定选书标准，严格把关内容。引进过程中，

编辑室和全社层层讨论，对已出版的200多种“小科

学之友”、600多种“科学之友”、400多种“大科学之

友”进行整体评估。通过研读我国颁布的阶段性儿

童学习与发展教育目标，调研读者对科普类童书

的需求，我们选书时，针对是否适合中国儿童、是

否在不同年龄段有适宜的难度分级、是否融合多

学科知识点等层层把关，在此前提下选出接近生

活、趣味性佳、探究性强、艺术性强的数册，根据主

题分类，确定了2021年及后续的“科学之友”系列出

版计划。

名家作品，名家翻译。“小科学之友”和“科学之

友”邀请了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彭懿进行翻译，“大科

学之友”邀请了中国翻译协会会员田秀娟和日本白

百合女子大学儿童文学硕士、绘本作家孔阳新照进

行翻译。“科学之友”的作者有松冈达英、五味太郎、

加古里子等，每一位都是绘本界的大师级人物。“大

科学之友”系列各个主题都有专业人士参与。创编

者在绘本出品前收集了大量相关学科知识的材

料。作者们从新颖而又科学的角度，抓住孩子们注

意到却没有深入思考的问题，做了生动探究和充分

延展。

著名自然插画家松冈达英、现代艺术大师立石

大河亚、法国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最佳动画短片

奖得主山村浩二等艺术名家齐聚，以多样的艺术风

格和细腻的科学描绘为特色，在图画基础上做精致

的排版，使文图搭配相得益彰。

强化品牌活力、多元渠道发力。2020 年，“科

学之友”品牌首次在国内亮相，首次团购销售14万

册，累计销售70万册。抖音众多KOL为该套书直

播代言。小红书、微博等众多达人自发晒书推

荐。2021 年，“小科学之友”入选亲近母语分级阅

读书目和“童书妈妈&环球科学”科普童书榜

TOP10，“科学之友”入选“肯德基科普类图书3岁+

书单”。为强化品牌效应、丰富品牌内容，2021 年

“大科学之友”加入品牌阵营，为整个“科学之友”

品牌注入强大活力。

2021年6月，“科学之友”“小科学之友”“大科学

之友”3个系列共4套书一同出版，公众号团购首发，

仅用了8小时就达成10万册销量，远超一年前的成

绩。接力社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的广泛传播优势，与

众多公号合作陆续开团；并与多个直播达人、微信

视频号、小红书、微博等渠道合作，直播销售和宣传

图书。8月，“大科学之友”新一辑出版，促进“科学

之友”系列复推，在社群公号持续发力。“科学之友”

在读者和专业人士的双重检验下，获得了良好的口

碑和品牌美誉度。上市3个月，就达到了近24万册

的销量，码洋超600万。

“熊猫勇士”讲述了三胞胎大熊猫历经奇幻冒险，在逆

境中勇担使命，共同拯救竹子王国的励志成长故事。该系

列3册图书于今年8月出版，并很快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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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动物小说受到国内孩子的喜爱。

2018年，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提出策划具

有中国特色的熊猫故事的想法，物色作者时将目

标范围放到国际上的高水平创作团队，希望更好

地将中国特色故事向世界传播。中少总社曾与

艾琳·亨特团队合作《猫武士》，这一世界级畅销

书在国内也销售火爆。于是，该社向艾琳·亨特

团队发出邀请，对方也很兴奋，表示恰好在思考

接下来创作写什么动物。双方一拍即合，关于

“熊猫勇士”系列的创作出版合作就此达成。

中外力量联合打造长线品牌。据“熊猫勇

士”系列编辑团队介绍，创作阶段，考虑到外国人

写熊猫时，视角和思路可能不太一样，中少总社

特别邀请艾琳·亨特团队主创人员从伦敦来到中

国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采风。她们近距离

观察熊猫运动、玩耍、吃东西，感受了熊猫真实的

野外生活环境，还从基地讲解人员那里了解了很

多有关熊猫的科普知识。主创团队反馈，此次采

访之旅大有益处。很多细节与他们设想得不太

一样，一些细节也成为故事创作中的重要素材和

情节。

该系列的出版创意、组稿、插画

以及装帧设计，都是中少编辑团队

主导，邀请艾琳·亨特团队创作完

成。3 年间，双方投入了大量的时

间、精力、创意和热情。采风后，主

创团队回到英国，她们精心设计故

事角色，围绕角色构思故事情节，还

从熊猫的视频和中国电影配乐中获

取灵感，力图营造史诗般的历险氛围。故事创作前，作者团

队还先创作了故事大纲，与编辑团队共同打磨、修改审定。

基于《猫武士》的合作经验，双方此次合作较为顺畅。打磨过

程中，编辑团队也做了大量将书稿内容中国化的工作。例

如，对情节中适合西方语境但不适合中国读者阅读习惯的内

容进行修改删减，将主角名字改为既能表达原意又能适应中

国读者习惯的用词。

编辑团队表示，他们在前期调研中发现，目前，国内市

场面向中高年龄段孩子的熊猫故事仍然较少，多为面向低

龄段孩子的绘本形式。并且，引进版的熊猫故事占据一定

数量。该系列作为中少总社自主策划的熊猫历险故事，是

一套适合中高年级孩子的文学作品，故事结构宏大，情节巧

妙勾连。参与过《猫武士》编辑工作的编辑直言，该系列充

分体现出了艾琳·亨特团队在动物小说方面高超的创作水

准。故事侧重表现熊猫真实、野性的同时，也有许多温情部

分能够打动读者。

“熊猫勇士”系列凭借着中外双方强大的品牌力量和版

权分销渠道，目前已经授权了10种语言的翻译版权，还授权

了国际动漫改编权。可以说，这是一次中国原创选题走向国

际的大胆尝试，同时也是一次国际出版合作的成功案例。据

悉，中少总社除了继续推出该系列小说作品之外，会将其作

为长线品牌打造，计划开发漫画、绘本等多种形式。

面向全球、多维合作，助力“熊猫勇士”宣推。围绕“熊猫

勇士”的宣传推广，中少总社也制订了涵盖多个维度的营销

策略。

全球首发、强势出击。8月12日，中少总社在线上举行

了“熊猫勇士”的全球首发式。英国工作伙伴有限公司总经

理克里斯·斯诺登，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北京代

表处首席代表黄家坤，《熊猫勇士》创作团队艾琳·亨特的主

创们，中少总社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柱，中少总社总经理马兴

民，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代表、作家王永跃，书式童年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知名阅读推广人姚澄共同出席活

动。据该项目营销策划人刘璐璐介绍，直播活动前期，中少

总社充分利用和整合社内优质资源，新媒体矩阵陆续启动进

行直播预热，同时联合多平台同步直播，引发全网关注，观看

人数超400万，为新书开局积蓄了一定声量。

携头部主播和电商平台，合力造势。首发式后，中少总

社与主持人王芳合作进行了“熊猫勇士”全网首发带货直

播，当天直播间首发的 1000 套图书全部售罄。首发后，该

社选取了10家重点电商平台进行首轮铺货，并于开学季启

动全渠道铺货。在前期良好的态势下，中少总社又于国庆

前期推出了“熊猫勇士”当当定制版，之后还将利用双 11、

双12、元旦、春节等节点，开展“熊猫勇士”相关的线上线下

阅读推广活动，继续稳扎稳打，形成联动效应，持续加深品

牌影响力。

联合掌阅独家首发电子版。“熊猫勇士”全球首发式前，

中少总社与掌阅课外书合作，以故事连载形式推出了该系列

图书电子版的独家首发，并在掌阅平台策划了多种营销活

动，例如编辑讲书、部落话题讨论、情节猜想续写、绘画大赛

等，为图书上市预热。首发式上，中少总社还将前期绘画大

赛等活动中孩子们的作品集中展示，并邀请小读者录制短视

频讲述阅读作品的感受。

多方助力，让“熊猫勇士”走近小读者。各方力量的支

持，也为新书推广带来诸多能量，例如，编辑团队与大熊猫研

究保护中心的老师联系，请其从熊猫科普的角度对图书进行

审读推荐。江苏一位阅读推广人专门为“熊猫勇士”做了推

荐课程。这些在一线发挥作用帮助该书触达更多读者的力

量，也让编辑团队信心倍增，相信会有更多小读者喜欢这套

具有中国特色的熊猫故事。 （下转第7版）

中华传统文化读物在今天的童书市场已成竞争激烈的红海，但作为内容储备丰厚，且同时切

中现实学习功能与文化知识积累属性的题材，在保证内容优质的基础上，仍能在不同渠道、平台

寻找多点爆破的可能。

四种品质定位 双拳出击营销
■程骥（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北京编辑中心主任）

2019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我们认识了狐

狸家团队和他们的作品。《了不起的中国人》是我们

第一眼看到就特别想要出版的选题。展会结束第

二天，我们立即启程前往狐狸家公司所在地合肥。

通过推心置腹的沟通，我们获得了狐狸家的认可，

这套优秀书稿由川少社出版发行。

四种品质凸显中华文化百科定位。一是选题

思路方面，有别出心裁的切入角度。作为百科读

物，《了不起的中国人》没有使用多数百科惯用的学

科分类，而是选择了中华文化特有的“五行”概念。

这个角度穿透了传统文化与百科知识，打通了文化

感知与知识积累，让该套书在儿童百科中具备特殊

功能，此前在童书中少见。

二是社会效益方面，讲述中国故事，弘扬民族

文化自信。书中中华文化的时间轴横跨上下五千

年，用五行的理念链接祖先的智慧与今日的伟业，

不但让孩子们知道中国人过去了不起、今天一样

了不起，更让他们看到中国人为什么一直了不起。

三是市场概念方面，该书的题材类型、理念选择

与功能设置，匹配当前小学“大语文”教学的需求。

“金木水火土”作为小学教材识字第一课的内容，在

观念上链接了语文、历史与科学等主要学科，内容上

打破了学科界限，符合教学改革对小学生扩大知识

视野的要求，对家长有明确的功能召唤。

四是内容品质方面，生动的版面设计、高品质

插画和优美文字，使其具备足够的阅读愉悦感。

在内容开发阶段落地销售卖点。为了让该套

图书能够在市场上顺利“引爆”，我们从选题开发阶

段即开始与各渠道积极沟通，希望将图书的销售卖

点尽可能提前落地在内容开发阶段。对该套具备

社会与市场双效益的图书，我们同时采用了两种渠

道打法。

首先，我们将《了不起的中国人》列入川少社

2021年重点出版物，向合适平台推广。围绕“让孩

子从小明白中国人为什么了

不起”这一主题概念，我们联

动业内与业外、地区与中央

媒体，3 个月时间里，先后在

多家媒体密集发文，并于今

年7月在中央电视台《读书》

栏目和央视频平台做专题介

绍。我们预备了一系列专门

文案，围绕主题，从不同角度阐述该书的出版价值

和阅读感受。图书上市 4 个月内，《了不起的中国

人》先后入选四川省教育厅主题阅读推荐书目、湖

北省楚天少儿悦读季推荐图书、“全国书店之选十

佳作品”等书目名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市场销售。

其次，选择上市节奏与打法时，我们将目光投

向了方兴未艾的新媒体渠道。除了为主播预备不

同角度的介绍文案外，主播选择上，并未将粉丝多

少作为唯一依据。我们通过对《了不起的中国人》

购买者画像的勾勒，选择粉丝黏性较强、挑选标准

较细、销售方式以功能与内容呈现为主的播主，用

直播与社群矩阵的方式推广图书。按照首发、独

家、放开等不同销售阶段，从2021年4月~6月，该书

先后与樊登、宋玉、小小鹰、许美达等直播达人合作

销售，同时在严格限价的前提下，同步在憨爸、尹建

莉、十点等社群平台推广。3个月时间里，《了不起

的中国人》销售突破了2万套。

“笑猫和马小跳（拼音版，共3册）”系列图书的源IP——《笑猫日记》《淘气包马小跳》，分别诞生

于2006年和2003年，距今有近20年的时光。用两个成熟的IP，去打造一套全新的爆款书，是机遇也

是挑战，既是明天出版社在“稳定长命书”矩阵中的“守”，也是在开拓新畅销书产品线中的“攻”。

一场“互联网事件”催生一套书
■任明潇（明天出版社杨红樱工作室编辑）

读者导向催生新书。2020年2月，一条有关“笑

猫”和“马小跳”的微博冲上热搜榜，当天阅读量近

200万。这是一条由读者发起，引起大范围讨论的

微博：有位读者既是“笑猫”的粉丝，又是“马小跳”

的粉丝，他在《笑猫日记——转动时光的伞》中，发

现了马小跳、安琪儿、夏林果等人的身影，并且读到

了这些孩子长大后的故事。于是，在微博记录下当

时的感悟：马小跳竟然在笑猫的故事里有结局了！

该条感悟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无数读者在互联网

世界里发出感叹。

我们和两套书系的作者杨红樱都注意到了这

个热点，发现该条微博在热搜排行榜上整整持续近

一周时间。同时，《笑猫日记——转动时光的伞》在

各大网店的销售直线上升，不少“马小跳”的粉丝开

始在“笑猫”的世界中寻找他的身影。

一向关注孩子的作者杨红樱立刻发微博，向孩

子们解释“笑猫”和“马小跳”的关系。有孩子提议：

为什么不把他们写到一起？孩子的呼声引起作者

杨红樱女士的注意。她认为，这是孩子的心声，也

是市场的导向。于是，决定要出一套把“笑猫”和

“马小跳”融合在一起的书。

“低龄化”调整拓展读者群。在儿童文学领

域深耕多年的杨红樱敏锐把握到，这样的一套书

融合两大成熟 IP，将自带流量，具有先天优势。

得知作者心意之后，编辑团队第一时间通过新媒

体“试水”，率先在运营多年的微信公众号

上发布该消息。读者反馈热烈，许多小读

者留言追问笑猫和马小跳的故事，咨询新书发布

日期。

按照作者的想法，我们对该套书进行了低龄化

调整。原因有二：首先，《笑猫日记》《淘气包马小

跳》两套书都是面对三至五年级读者的，《笑猫日

记》累计销售达8000万册，《淘气包马小跳》在漫画

和影视方面已全面开花，读者的阅读需求已得到较

好的满足；其次，打造一套更低龄的图书可以为两

套已经成熟的书系培养读者“预备军”，让三套书互

相引流，“以书带书、以书促售”。

调研了20余套定位接近的图书后，杨红樱提出，

将目标读者的年龄调整至5~7岁，以小学一二年级初

识拼音的孩子为主。她发现，市面上常见的拼音书

有几种问题：配色过于夸张，高饱和度的色彩搭配虽

能吸引幼儿注意，却不利于培养孩子的“美商”；故事

说教气息严重，无法真正引起孩子的兴趣。

针对这些问题，在杨红樱的指导下，我们做了调

整：第一，新书采用大开本形式呈现，适合5~7岁读者

的翻阅习惯，提升图书在书店摆放时的展示性；第

二，重新设计插画，采用“水彩+手绘”的方式来配图，

既符合儿童审美心理，又杜绝了高饱和色的滥用，传

达东方式典雅与留白共存的美学风格；第三，文本采

用“短篇幅、短句子、多分层”的排版方式，版式活跃

的同时，降低阅读难度。

新媒体营销冲锋，多渠道开拓续

热。“笑猫和马小跳（拼音版）”系列图书

问世时，离第30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

召开还有一个月。我们决定抓住机会，

打一个漂亮的首发仗。考虑该书是因

读者呼声而诞生，我们没有采用专家研

讨会、图书发布会等传统方式，而是请

作者做客“十点读书”直播间，为新书进

行预热。直播中，杨红樱出镜向读者展

示新书的封面、插画、纸质，实时解答读者提问。数

据显示，超6万名观众跟随介绍，提前立体了解该套

书系。

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我们与主持人王芳合

作，邀请作家杨红樱在书展现场直播。这场直播

中，杨红樱的作品创下了销售码洋近300万的惊人

成绩。当天，我们还为该系列新书举行了盛大的发

布会，并邀请京东图书、抖音大V说书哥哥等同步

直播，为近40万名观众介绍该书。

新媒体营销的冲锋突击，帮助该套书先声夺

人。后续传统媒体的运用、销售渠道的开拓，为该

套图书夯实销售基础。我们邀请教师、记者等出版

行业的“圈外人士”试读，从“儿童教育”“版权意识”

等新鲜角度，为该书撰写书评。

第一波销售热潮后，明天社继续稳扎稳打，帮助

该套书在传统门店发力：给各大书店寄去宣传物料，

录制宣传视频，用巨幅海报占据醒目位置，用短视频

吸引购书者注意；开展码垛大赛，发挥图书高颜值、

新色彩、新形象的特点，在书架前打造儿童美育区。

作者杨红樱也与我们一起走进各大书店，与小

读者面对面交流，介绍新书的与众不同之处；我们还

与作者参与了地方电视台的图书栏目，让新书从网

络、纸质媒体、电视媒体等多领域得到立体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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