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年底，中国编客推出了《20 位资深策

划编辑的年终总结》。有读者在留言中说：“为什

么没有营销编辑？营销工作难道越来越不重要了

吗？”实际上，营销岗向来是出版机构极其重视的

岗位，同样也是“背锅侠”的重灾区。尤其是在短

视频、直播（后简称短直）来袭后，出版机构营销编

辑的工作受到颠覆性冲击，“内卷”严重。2021 年

至今，我们看过太多炫目的短视频、直播案例，但

这次我们更想关注案例背后真实的营销编辑生存

状态，包括他们拓展新业务时遭遇的迷茫和困境。

近期，我们搜罗了 12 位出版圈营销编辑，这

些活跃在出版一线的营销达人，有的是资深高手，

有的是跨界新秀，但无一不是十八般武艺傍身的

策划强人，更是存在最多职业焦虑的一群人。尽

管此次对话他们几乎都采用了“化名”，但这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力图通过这些在行业转型进

程中位于特别重要一环上的人的所思所想，呈现

真实的出版之变和变革之惑。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孙 珏

对话12位一线营销编辑

任务清单持续膨胀，2022还“卷”得动吗？

仓鼠（某童书策划机构2年资历营销编辑）：营销

工作琐碎，对接沟通多。为了避免遗忘事项，我会建

立自己的每日工作表，记录日常工作。早上打开工作

表，处理当天重要工作，例如：给达人寄书、发资料

等。先处理完重要工作，接下来继续沟通达人推送新

书，或者是准备新书需要的物料，跟市场同事对接确

认细节工作。

列余（不断跳槽的4年资历营销编辑）：泡个咖啡，

摸10分钟鱼。领导希望加入某个书目，花了半个小

时联系上了。合作方a在群里想联系某个合作方推

书，用了15分钟跟他了解需求，提供解决方案。合作

方b邀请我们加入他们的项目，因为要样书太多，b也

能聊，聊了将近1个小时，后续发来了十几个介绍文

档。同事交接工作1.5小时。建了十几个豆瓣页面

（建过的人都知道多费劲），整理好后请同事帮忙点

“想读”。填写某个项目的申报表，填了十几个。电商

同事说下周去拜访电商平台，要求做一个导流方案，

就起了个头。合作方c问有没有新书、年度重点书介

绍，临时整理。给合作方d准备了3个绘本ppt，请d

帮忙做线下活动。

李长毛（新星出版社营销编辑）：刷牙的时候看豆

瓣大家都标记了什么，有什么新书上榜。通勤路上当

然是看书啦。到了出版社会回忆有没有漏掉昨天应

该回复的消息，和部门小伙伴碰日常工作的进度，盯

微信选题，和部门伙伴讨论直播方案，盯重点书项目

的跟进。中午和伙伴一起看烂片。下午继续重复上

午的工作，回家通勤路上当然还是看书啦。到家之后

看晚上的直播，窥屏当天所有的数据和反馈，暗搓搓

做复盘。会看看隔壁的同行们都做了什么，可以学习

的地方就记在本子上，复盘是每天都要做的。

豆子（某地方出版社2年图书编辑+营销编辑）：

上午主要是看看运营的新媒体平台有什么新的消息，

有没有读者留言需要回复的；或者给一些合作方发一

下新书资料，聊聊最近的新书，能不能在对方的平台

进行推送。下午编辑书稿，有时会给合作方或者读者

打包寄书。下了班有时也会打开自己运营的新媒体

平台看看有什么需要回复的，或者看看一天发布的推

文数据怎么样。

小五（某财经类民营策划机构营销编辑）：上午处

理一些杂务，申请样书，填写昨天寄书地址，回复昨天

没回复的媒体信息，催一下没有发稿的媒体博主。下

午写详情页文案、媒体稿件、集中时间批量联系、开拓

媒体。如果有直播或者线下活动，游走于策划、设计

之间。六点下班，偶尔加班到八九点。

颖儿（某大型民营策划机构营销总监）：早上到公

司第一件事一般是看下当当新书排行榜，看下公司的

书排名和销量。如果销量突然上去了，就要去看下是

哪个营销动作起了作用。同时也会关注留意新书榜

上其他家销量好的书，会去搜索他们是如何营销的，

写的广告语是什么，这是一个习惯动作。

然后看下部门图书的推进情况，和同事交流或者

通过部门石墨文档看下进展和需要配合的地方，在关

键节点上会提醒同事应该进行的操作。这个阶段经

常出现很多问题，比如和发行部门配合，和策划沟通

等。接着我会关注抖音，看最近热门话题，对标账号

发布了什么主题内容，收集热门视频的脚本，我一般

会把脚本逐字打下来，收集到印象笔记里。然后开

始构思自己的脚本，这个过程比较痛苦。因为自己

是现学现写，有时候也把握不好。一上午就过去

了。午休后如果脚本没有完成就继续写脚本，如果

写好了就开始图书推广工作，比如联系达人推荐近

期的书，或者近期的重点项目写营销方案，改稿子，

还有各种会议。我们一年有近100个品种，每个人每

天都很饱和。

我们的直播一般安排在中午11点到下午1点这

个时间段，早上来了就开始准备设备、熟悉脚本、选品

挂车等各种事情，中午播完后，下午还要复盘。而关

于图书推广的工作就只能晚上加班来做，有点扛不

住。今年公司把这块业务放到其他部门进行，就没有

继续直播尝试了，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放松。

阿冬（某地方童书出版社驻京营销主管）：其实每

个阶段每天的工作差异性蛮大的，我找最近的一天记

录下吧。上班路上跟平台对接合作的事宜。9∶00~

10∶00 根据平台及领导的要求整理书单，沟通确认；

10∶00~11∶00 和负责公号的同事对接要发的公号内

容，和另外两个合作的平台进行细碎的沟通；11∶00~

12∶00 开会，讨论接下来的短视频和直播工作；13∶

00~18∶00 准备花一整段时间来剪音频，和各配音角

色沟通；14∶00~15∶00收到领导临时任务，需要改一

篇文章，提供给其他公号发布；13∶00~18∶00 继续剪

音频，中间还会看一些群里发的样书稿并发表意见；

18∶00~18∶30确认平台合作合同，并发送律师审核。

营销编辑从早起到下班都经历了什么？
■通勤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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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是专业性价值显现

的时代。编辑的未来职业路径是

多元的、个性化的。每一位图书

编辑都是一个阅读推广人。

编辑每天都和图书为伴，

接触大量各类图书，为已出

版的书想办法，也为还没出

版的书找策略。这些工作上

的便利，让编辑相对于普通

读者而言，对图书有更深的

感情，也有更深刻、专业和全

面的理解。

所以，编辑可以成为阅读推

广人，积极拥抱这个自媒体时

代，凭借专业性打造个人标签和

影响力。擅长写文字的就用公

众号表达，喜欢拍视频的就用短

视频表达，想要尝试音频播客的

就用音频表达，这些都不喜欢

的，还可以做线上读书会、云共

读。形式是个性化的、多种多样

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传递阅读

的价值和乐趣，用编辑的专业性

影响和引导更多普通大众，分享

好书共读好书。

出版市场门槛不算高，有

很多冒牌货、盗版商，鱼龙混

杂，有时难以识别；而各平台上

的某些“读书大V”其实知识水

平并不高，错别字频出之外，

“不看就敢讲”的现象也常见。

各领域专业的图书编辑不

应只甘愿做“幕后英雄”，应该

站出来发挥自身作用，为大众

传播有用的知识，分享真实的

职业体验。一方面让更多年轻

人了解出版行业，认识编辑的

重要作用、号召更多有志之人

加入出版行业，另一方面也推动编辑们走出

象牙塔，结束“闭门造车”，将自己的出版策

划与读者真实的阅读需求结合在一起，也能

促进提升个人修为，认真对待工作，努力为

大众出版更多好书。

当下，越来越多同行都开始做自媒体，

分享编辑手记、年度书单，建立个人读者社

群等等，加强内容输出，积累流量，同时也

是对日常图书编辑与营销工作的一种总

结。因此，作为营销编辑，我想分享的关于

编辑未来职业路径的感悟是——成为独立

的阅读推广人，在出版社的工作之外谋求

个人事业“第二曲线”的搭建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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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长就是醒着的时间

新媒体营销：电商对接、直播带货、短视频制作、音频制

作，拓展资源，配合社级大促引流，新平台发展前路不明……

2021 年开始，用户习惯全面转变成短视频、直播，

不管是获取资讯还是购物，大家在短直平台上花费的

时间越来越多，出版机构营销编辑工作项的增多正是

随之而起。

4年半换了3家出版机构，列余调侃自己的工作部门

是“颠沛流离事业部”。“任务项变多了，且越来越多。虽

然要求的工作时间不长，但需要干的活儿越来越多，节奏

越来越快。”据列余描述，以前的营销分工比较明确：每个

人负责几个图书项目，写写文案、找找渠道推广合作。而

现在可能要加上电商对接、直播带货、短视频制作、音频

制作，新平台发展起来了还得及时关注，拓展资源，同时

配合社级大促引流……

工作3年左右的年轻营销编辑，几乎都一头撞上了疫

情下出版机构急于转型的短直风潮。在某民营童书策划

机构工作两年半的营销编辑仓鼠，明显感觉到营销任务

逐渐加多。“因为新媒体营销的加入，工作节奏加强，非工

作时间工作是常事。”具体增加的工作包括平台增多，联

系各平台达人，除了正常媒体资料包，要给达人准备额外

资料包，以及跟进达人全场直播。

从记者的采访情况看，这拨年轻人焦虑的不仅仅是工

作项的增多，而在于“公司对新业务的定位不准”，以及在新

业务裹挟中营销编辑的前路“风雨飘摇”。供职于某地方童

书出版社北京中心的阿冬，觉得工作时长没有明显变化，原

因在于“短直方面还没有做出水花，投入不大，如果做得风生

水起，节奏肯定会大大加快，工作时长也无法确定。”

前不久，处于“30岁危机”的安妮彻底从国内数一数二

的大型出版社抽离。2022年2月，在连轴工作了13个月后

（有时候下播已是凌晨一两点），她决定从公司直播岗辞

职。“开拓新业务不被理解，得不到支持，到后来整个人都

很抑郁，工作热情被消耗、每天以泪洗面，赶紧逃离要紧。”

安妮最开始留在这家大型出版社是因为“营销本身是好玩

的”，但随着短视频、直播业务的开展，她主动从原来的图

书营销岗申请调到直播岗，职位是项目经理，因为“想尝

试新业务和成长可能”。但部门为了追求快速转化，安妮

很快变成销售助理——每天很繁琐、重复、没有成长，只

有输出没有输入。“没有发展空间”是她最后决定辞职的

重要原因。眼下，她已经跳槽去了一家与图书业务相关

的互联网公司，“空间和氛围更为开放”。

而在某大型民营公司市场部任总监的颖儿，其团队

明显还处于完善短直构架的过程中。2021年，她所在公

司的营销编辑岗位，考核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抖音达人

的拓展合作，还有企业自播业务的开展。“白天要忙直播

选品，图书推广工作并没有减量，经常是忙完直播再忙图

书推广，工作时长明显变长。”但相较于之前在互联网公

司的工作节奏，目前在某财经类策划公司做营销编辑的

小五觉得“还是好一些”。

相对于年轻人的犹疑，出版圈的资深老“营销”则淡

定得多。在国内某知名童书策划机构担任高级营销策划

的 Mononoke，从 2012 工作至今已经 10 年。尽管她感觉

工作量、时长、节奏没有太大变化，但关注点却不断在

变。“一是这两年比从前更关注销售，还有其他消费品牌

的营销和销售；二是除了做手头的任务，会从更多角度去

想自己的工作。”与Mononoke同样是资深“营销”的新星

出版社李长毛同样感觉工作时长和节奏没有剧烈变化，

但说出的原因却是“你懂的”：“从来没有哪位营销编辑可

以完全分割工作与生活。”在她看来，这种不太能分割的

情况，工作时长就是醒着的时间。

“倒不是说醒着的时候都在工作，但很多时候，营销

编辑就是要随时关注最新消息，因为这些消息很可能和

自己社里上千种书中的某一种有直接关系。”李长毛说。

背上KPI？转化达标才行？

如果说3年前，出版机构的营销还主要集中于尽可能最大

程度地做好曝光，纸媒、网站、线下书店，跟作者跑签售等，眼

下营销则全面向线上转移，因推广与销售职能进一步密切，直

播带货等看得见销量的营销通路在增多，一定程度上催生了

出版机构向营销编辑要“转化”的需求。

大多数营销编辑目前还没有背上“销售指标”，但从

此次受访者的反馈看，“不少营销动作最终目的都是为了

销售”。

刚刚换到新营销岗位的列余对记者说，虽然现在出

版社对营销岗的要求是“不背业绩”，但领导会强调转化，

强调大促找号引流，且让市场关注数据转换。此外，正如

李长毛所言，虽然营销编辑不背销售KPI，但各自都有自

己的任务量。对于重点书的推广、直播销售额也有很具

体的数字和量级要求。

据记者了解，在市场端探索得较为超前的部分出版公

司，已经明确业绩考核要求，“不完成要扣钱，或者只给基

本工资”。也有机构只有业绩要求，完不成不扣钱，但（扣

钱）也是“指日可待”。而眼下，虽然大多数出版机构没有

把销售任务同营销硬性绑定，但年底奖金根据营销编辑自

己负责的书的销售码洋来核定是毋庸置疑的。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要变现，但是一本书能不能卖起

来，变现是重要的衡量指标——带货很关键。”颖儿遇到

的尴尬在于，公司领导和策划编辑会口头提要求，经常被

问“有能导流的吗？有能带货的达人吗？”“如果一本书没

能找到合适的带货者，内心会觉得愧疚。”在她看来，营销

编辑的“内伤”还来自于，汇报工作时，偶尔会被含沙射影

地说“营销没什么用”。这种不被肯定的感觉，会导致整

个部门都比较“低气压”。“其实每个人都已经很努力，围

绕着项目也找了不少达人推荐，无奈选品经常被拒。对

内对外，这种受挫感都很强。”

对于营销岗加入销售转化考核，Mononoke 并不意

外，在她眼里，以前不考核营销编辑的销售任务主要是因

为“大多营销工作难以量化”，但这几年图书从营销到销

售的链路变短，对营销工作的期望更多偏“效”而非“品”

（也因具体产品而异）。“转化固然是一种直接测验营销效

果的方式，而获得反馈也应该是做营销的人必须挂在心

上的。毕竟自娱自乐的营销很可怕，也是对资源的浪

费。”尽管如此，她还是认为转化不应该是营销尤其是内

容营销的出发点。

有职业焦虑吗？

很难想象一个50岁的人还在做营销。

与刚入行的时候相比，仓鼠现在的工作操练要熟悉很

多：对接、沟通、拓展达人等各方面能力都在加强，但“职业

焦虑免不了”。尤其是随着对出版行业了解的加深，他意

识到营销作为桥梁工种，并不是真正的编辑（内容核心），

也非完全的销售。身边常有同事转岗、离职、跳槽，这些时

刻在提醒他“认清形势，慎重考虑未来职业选择”。

小五做了近3年营销编辑，尽管没有“很焦虑”的时刻，

但有时会“没有成就感”，不知道自己发的稿子有没有作

用，脾气有时会暴躁。“营销要沟通策划、销售、设计，事情

一多，烦躁的情绪就会上来，如果沟通不顺就更烦。”偶尔

想到未来，小五盘算了下：“不知道自己离了出版圈还能做

什么，未来有想转策划的想法，先攒点钱吧。”

让列余比较担忧的是，她的前任，也就是刚刚离职的

那位营销编辑，曾经1个人顶3.5个人的工作量，“想到这

里就想哭”。职业焦虑倒没有，自认是行内营销中上水平

的她，今年打算考个编辑证。虽然暂时没有做编辑的打

算，但她还是觉得需要考一个，“当退路”。

阿冬的迷茫时刻往往发生在“某一阶段工作太杂乱，

力不从心的时候”。此外，她担忧较多的还是短直对行业

的冲击。“真的要靠这种方式卖书吗？是不是离开了短

直，营销就没法做？怎样面对各大直播间的价格战？后

续短视频和直播应该怎么做？”这些问题时不时盘旋在她

脑子里。当然，她心里清楚，社领导希望团队在短视频和

直播方面做出成绩，但又不太愿意投入太多人力、财力，

“未来发展依旧是迷茫的”。 （下转第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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