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短直有哪些领悟？

短直探索中走了哪些弯路?

18特别策划中国
发现思想 传播智慧

B2

本版编辑：孙珏
E-mail：4818208@qq.com

排版：艾林
2022年3月29日 星期二 第2806、2807期合刊

营销编辑的崩溃瞬间
李长毛：别说2021至今，从开始营销活动的第一天，就在不断遭遇危机，比如“你

营销什么读者不看什么”“活动没人参加”“直播没人看”“直播看了卖不出去”“一摆

摊就疫情”等等。

小五：就是做“夹心饼”呗。营销工作有很多工作与其他部门重叠，分工不明确，

交叉的工作都归营销，做的事情又杂又多。还有就是，给博主寄书后没有任何动静，

问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都不理人的……做了3年营销编辑，还没学会被拒绝和被冷

落。还有的博主一上来就说，你想白嫖我的流量？我说图书营销本来也没有预算，

但我们有内容，广告属性没有那么浓烈，如果你不想合作，可以拒绝，没必要说话这

么难听，他就回了我一句，“呵呵呵”。

豆子：最崩溃的难道不是付出了很多时间精力，但是书销量不好吗？（哭）

阿冬：和某达人进行专场直播合作。这是我们第

一次和他进行专场直播合作，需要我们和达人配合，

由我和同事负责讲书，达人在旁边控场和带货。两天

的直播，几乎过了我们所有的品种，无论是直播时长，

还是直播内容输出的密集度、直播间的人数，都是之前

从未经历过的。有一些书我甚至都不熟悉，需要在直

播前做好准备，把所有的书内化成自己可以输出的内

容，时间紧任务重，但最后取得了不错的数据，算是完

成了一次大挑战，内心很有成就感。当领导下任务要

开始自播后，就踏上了这条不归路。从一开始的紧张

无措到后来能比较自如，口若悬河（即使在直播间只有

十几个人的情况下），感觉自己成长了很多。在直播的

过程中能体会到和读者互动的兴奋感，也体会到了经

历几个小时的亢奋后下播那一刻的虚脱。这个过程其

实挺有意思，但是在我停播了一段时间以后，你问我喜

不喜欢看直播？现在还想不想继续做直播？我的答案

是：No！抖音那个软件我已经很久没打开了……

录系列短视频也是我们的探索之一。从文案策

划到拍摄到剪辑后期到上传，都是自己完成。我喜欢

那种能让我兴奋的事情，在做系列视频时，内心时常

处于一种亢奋状态，剪辑技能也大大提升。但是最终

面对的一个结果是：这些视频我自己蛮喜欢的，有很

多喜欢童书的朋友也喜欢，但却无法促成读者下单。

所以，这些视频的定义应该是失败的吧，最终也放弃

了走这条路线。

Mononoke: 完全谈不上突破，就谈一点点思考

吧。2021 年 4 月，我们开通了视频号，6 月开始相对

规律地更新。开号前的调研和过去工作中的经验让

我了解到，出版机构或读书类的短视频号，多以真人

出镜为主，看似门槛低，但因定位和背后投入的不

同，效果差别极大。所以，我觉得主播讲书这种短视

频内容对我们来说胜算不大，而且讲童书的主播从

素人到主编，太多太多，人多的地方好像很容易发生

踩踏事件哦。

那我们有什么呢？作为国内知名的童书品牌，优

势当然是品质高口碑好的绘本，包括许多经典的绘本

形象和优秀的原创绘本作者，这都是天然的资源和素

材优势，加之团队里有动画专业的美编，因此我最初的

想法是，视频号主打高质量的动画或创意短片，一方面

用短视频丰富图书营销物料，一方面在营销节点做特

别策划，可以理解为品牌广告，而这一类内容有机会跳

出“亲子阅读圈”，获得更广的传播。2021年底复盘时，

比起真人出镜（没错我们也尝试了），以品牌广告思路

做的内容数据确实更好。其中很多内容的表达形式，

我有信心说它们是同业里独树一帜的。

在刚刚过去的三八妇女节，我们的视频号终于产

生了第一个点赞过千的内容。我们从几本经典绘本

中选取素材，让绘本人物发声，鼓励小女孩们“看见不

一样，成为不一样”。

李长毛：短视频我们一直在做，但效果都很一

般。今年短视频的方向改成以一本书为一个单元去

做系列视频。直播在进步，我们有很可靠的主播，她

很清楚直播的目的，并能计算出最能引导销售的方法

（比如何时给出优惠券、以什么样的门槛吸引读者、做

什么样的赠品比较合适等等）。最具突破性的短直尝

试，仔细回想起来应该是前年阿加莎·克里斯蒂诞辰

的时候，我们做的一个线上快闪活动。让读者们进入

腾讯视频会议间，大家举着一本阿加莎的小说一起说

“生日快乐”！然后火速退出直播间。当时的活动那

可真是热闹，因为网络不好，视频也特别卡，大家进来

也特别懵，整个活动结束得特别快，各种各样的问题

让它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太突破了！太实验

了！太前卫了！（不过最近我们社换了网，也许可以再

试一次？）

小五：目前还只是联系抖音博主，没有特别见成

效的实践，主要是公司佣金给得低，大部分博主需要

坑位费，我们很难拿得起。

颖儿：克服了恐惧，真的尝试去拍了几十条短视

频，并且坐到镜头前去直播了。这对我来说，是一次

极大的突破。

小五：弯路的话，我觉得有时候过于执着于依靠

自己的平台去做短视频和直播，每次费很大劲去做，

就几百几千人观看，不如依靠外力。

阿冬：我觉得我们一直在随波逐流，没有一个清

楚的思考和规划。大家都开始做短视频，我们也要

做；大家都开始做自播，我们也要做。始终是被这个

行业的焦虑感所裹挟着，被动无奈地往前走。自播存

在困惑和无力的地方：第一，目标不明确。我们的自

播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有什么样的短期目标和长期

目标？这一点自始至终都不明确，一开始的时候是大

家先尝试着开始。可是现在已经跨过了尝试阶段，就

应该制定目标，没有目标就不知道应该朝着什么样的

方向去努力。如果说我们的自播不是为了带货，只是

为了对自己的品起到宣传作用，那就注定不能做大，

只能是小范围的粉丝自嗨。第二，人员投入。很明

显，在直播和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们的人员投入是很

少的。每个人也只能花一小部分时间在这上面。每

周的直播在我看来其实都是准备不够充分的，选品、

流程设置、直播预热视频、口播稿，这些都需要花心思

琢磨。每周的直播就成了勉强维持，也看不到突破的

迹象，不知道这样做下去的希望在哪里。主播的状态

和直播间的热度是互相影响的，冷场子会造成主播状

态低迷，主播心里无方向也会造成直播间看上去不吸

引人，这不是一个直播间好好发展的态势。第三，对

于直播的态度。很多出版社的人对于直播仍持保留

态度，我自己就不爱看直播，不爱去直播间买东西，大

家对于直播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就光说秒品的设置，

大家都会有分歧。每场直播设不设秒品？（有人觉得

秒品可以起到引流作用，有人觉得秒品是浪费钱）秒

品怎么选？（是站在读者的角度来选，让读者觉得这个

直播间是有温度这个主播是有立场的，还是站在我们

自己清库存的角度，哪本书库存多就上哪个）。其实

光从秒品这一点来说，就代表了不同人对直播的不同

态度。我们做直播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觉得这一点

我们没有想清楚。

有的团队想得很清楚，一定要大力发展直播，因

此他们花力气投入。有的团队也想清楚了，企业自播

不适合自己，他们会跟别的达人合作直播，不花精力

自播，会持续做有内容的短视频，主要方向还是打造

自己书的内容。我们到底是要大力发展还是勉强维

持，勉强维持下去的意义又是什么？好像还是在随大

流，大家都播我们也不能落下，这种心态肯定没有办

法把新媒体做起来。

安妮（已离职的某大型出版机构营销编辑）：从直

播间申请到直播运营、店铺运营、主播都做过，挺好玩

的，但是能不能做大很大程度也要看团队配合、公司

支持力度。当初打算做人设号，后来发现人设本人如

果没有价值输出，只是一个读稿人的话，也做不起来；

还不如老老实实拍产品。困惑就是：产品固定、短视

频跑不起来，又没有预算投放，直播怎么做起来？

Mononoke：短直这块大家都是摸索试错，我也并

没有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摆脱了弯路！每周和每月我们

都会复盘内容，没有白走的弯路。比如在真人出镜这

块，我曾经尝试过从育儿话题出发去推荐书，这也是一

个很典型的路径，但这些话题由我来说显然缺乏说服

力，用户也并不需要一个图画书账号教他育儿，他们更

期待的是给孩子读什么、怎么读的专业意见。

颖儿：走了很多弯路。一是走错过方向。我们其

实2019年就开始尝试做短视频，但那时真的一窍不

通，就随便拍一些办公室搞笑段子放上去。二是主播

人选一直很成问题。后来改变方向做真人口播，但是

主播方面一直是从部门中抽调人来兼职做，结果经常

是赶鸭子上架，出来的状态也不对劲。最后就变成了

工作逼迫，心不甘情不愿地去做，结果肯定不好。三是

没有固定的人全职去做这个事情，也无法制定考核指

标。表现出来的就是每个人都不觉得是自己的事情。

没有人对结果负责，结果肯定也不会好。

Mononoke：出版机构的自媒体流量始终是有限

的，包括打理它们的人力。但自媒体沉淀的是核心用

户，让相信我们的人更相信，喜欢我们的人更喜欢，做

自媒体的所有工作都应该以此为目的，因此，做好内

容、提供好服务依然是做自媒体的本心，在所有平台

都是如此。之前在@中二怪老师的微博看到她说，做

内容的人要想想到底是给了用户一个礼物还是一袋

垃圾，骗取 Ta 一分钟的注意力。当然要做前者，同

时，“送礼物”和“追求转化”并不是冲突的。踏实而愉

快地下单，下单后觉得好值得，这样的体验大家应该

都有过吧？自营以外，不论营销和销售都面临“流量

从哪里来”的问题，目前最有效的还是拓展达人、主播

以及其他品牌的合作，不过这个合作怎么做牵涉到很

多方面，从产品种类到成本和利润计算，这道大题要

全公司一起回答。

颖儿：我觉得应该安排专人运营，要不停去研究

浸泡短视频，去感知其中的用户需求和语言习惯。未

来每个公司是否有自己的自建短视频或者自媒体矩

阵，可能会成为拉开机构之间差距的决定因素。也只

有这样，才能不太受制于人，去牺牲成本付出更多资

金获取流量。

但是这个事情也不能盲目开始，每个公司都有自

己的基因，有没有互联网基因，能不能承受前期烧钱

不赚钱，适不适合做这个事情，也需要论证评估。

安妮：各个平台流量都到顶了，达人带货的矩阵

也稳定了，如果只依托达人带货肯定也不会大幅度起

量。品牌自播这块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做，肯定能增

加营收。但是最好能舍得花钱请专业人士指导，或者

给大家上个培训课，纯靠营销编辑转型做直播、做短

视频，可能很快到瓶颈也没人会解决，或者方向不对，

大家累死累活还不被认可，

李长毛：首先就是要坚持做，前期可能都很糟糕，视

频也很糟糕，画面也很糟糕，什么都很糟糕，但不继续做

就完了，就只能停留在糟糕上。其次，为每个平台规划

出不一样的活动安排或者直播人员。如果有一个平台

只卖旧书，或者某个平台主播是独家的，这些独特的地

方可能都会成为吸引读者的点。毕竟，只打价格战的

话，找一个平台且常年3折就行了。但，挺没劲的。

小五：不是每家公司都是果麦和磨铁，没必要太

执着于做自己的平台。

最希望提升的能力？
Mononoke：希望大家一起提高策划能力和沟通

能力，也希望未来新媒体团队可以搭建得更完善。

小五：与其费力去做机构自营短直，不如去找有一

定积累的博主省力，现在很多机构自己的直播，就是为

了告诉大家，你看，我也在直播，实际上收效甚微。我

希望提升博主、媒体开拓能力，比如一本书，精准找到

适合带货博主，一击即中，一次卖个几千上万本。

颖儿：最希望提升的是内容能力。因为公司项目

比较多，经常出现一个人负责六七个项目的情况。这

个时候势必每个项目做得都不会太细致，对内容的研

究和稿件的撰写也不太讲究。因此，团队能力需要提

升，不止是专注商务拓展。

最希望顶头上司听到的话？
列余：2017年年底直播风口还没到来时，做过一

些尝试，遗憾的是当时没坚持。等想做的时候，领导

只要结果，不给人力——2个营销编辑，除了做日常各

种营销工作，还要同时更新短视频和直播。后续就没

持续做。有的领导也会纠结是否有成效，这就是先有

“鸡”（销售、数据）还是先有“蛋”（人力投入）的问题，

这应该是领导端的问题，自己想不清楚，就拼命压榨

员工，实在是不合理！我知道很重要，但请深刻理解，

要么给人力，要么减现有工作量，不要两头占！最直

接的方法，就是把这块外包出去！

安妮：新业务一定要给团队信心和理解。除了设

定KPI，定期做心理疏导很重要；主播最怕相互比较，

且心理脆弱，需要多多关注；短视频需要重点做，更新

频率也得上来，每个人一周产出至少得5条。

未来还会继续做营销编辑吗？
Mononoke：不管做什么，都不会离内容太远。

列余：2022年，我会看看更多职业机会。作为一

名营销编辑，通过沟通不同的合作者，不断保持自己

的学习力，是这个岗位带来的最大收获。无论是否继

续，都感谢营销编辑这一职业带来的一切。

颖儿：未来团队希望分成两个业务板块，一个是

自媒体运营，一个是图书推广。其中自媒体运营方

向，希望能有2个人专职做小红书，2个人专职做抖

音。然后图书推广这块，一个项目分两个人配合，一

个写稿，一个沟通渠道BD，我觉得这样比较理想。

豆子：不知道。说实话，不管是作为编辑，还是作

为营销，让读者知道了解一本书，或者说知道有这个图

书品牌，作为个人而言感觉还是挺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李长毛：只要编辑们继续出可爱的书，我就会继

续当好营销编辑，干到自己干不动那天。也会计划考

个中级编辑证，为老年铺路。

2022年的职业目标？
安妮：刚换岗的新人，目标就是在新单位立住

吧。把“喜爱”和“专业”再多融合一点。

颖儿：2022年职业目标，做出一个中部的小红书

和抖音账号，做爆至少5种书，精进写作。

豆子：先继续加油做呗，所运营的平台粉丝能多

增加几个吧。

小五：30岁之前转策划。承接一本大书，完成全

流程营销，带一本10万级别的书。

豆子在这拨受访人中的岗位比较特殊，既要负

责书稿的编辑流程，也要时刻盯着自己运营的平台，

找各种博主大 V 合作，经常会觉得“精分”。“有时候

书稿被催得很急，但同时又要负责一个部门的新书

推广。营销本身是个要求全能、非常琐碎的工作，会

占据很多时间，导致我晚上不得不加班。”从豆子的

任务项分配看，也代表了在转型时刻，部分出版机构

营销岗还未专业化的情况下，内容策划岗有向营销

功能延展的特点。

相对于年轻人的“持续性”犹疑，李长毛的职业

焦虑是“阵发性”的。“看到喜欢的书出版，就觉得还

想继续好好努力。”自始至终，她都觉得能够找到喜

欢的工作太难得，“就让这份难得能保持多久就保持

多久吧”。

纵然喜欢这份工作，也懂得营销的重要性，但是

在出版整个环节中，营销编辑通常是“背锅侠”——

书卖得不好，可能是营销没做好；书卖得好了，是书

策划得好。对于这点，颖儿常常鼓励自己的团队，心

中一定要认清，营销起到的是非常关键的作用，每个

项目做到问心无愧，不要轻易否定自己。但最致命

的是，她感觉忙碌还不是击垮营销编辑群体最重要

的原因，最要命的是“缺乏掌控感”。一般只能被动

接受别人的项目，不管经管、励志、文学都得去做，很

难做到在某个领域深耕精专，“这对个人成长来说也

不太有利”。

今年已经 35 岁的颖儿一想到自己要一直做营

销，焦虑就会从心底蔓延，“很难想象一个 50 岁的

人还在做营销”。说到底，这份职场危机来自“年龄

危机”。

2021年至今，任务层面没有太多变

化，但营销渠道的确变多了，工作时长

没有明显改变。

营销节奏变得更快，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第一，渠道多元化，需要在短时

间内覆盖更多平台；第二，随着短视频

等形式的流行，热点的周期更短，需要

更快速地应对。

理论上营销是更偏向宣传的工作，

但其实从公号时代，广义上的社群就承

接了销售的任务，这赋予营销在一定层

面上的销售意义。如今短视频的带货

属性日益增强，对营销工作的考核往往

会简单落点于销售转化上。这一方面

要求营销工作的转型，同时也要求发行

的转型，二者的配合需要更密切。但一

页的营销思路不局限于单品的推广，从

某种意义上说，这与爆品时代流量为王

的逻辑不相符。

一页从2021年开始，不断尝试跨界

合作，试图打开文化品牌变现的新局

面。今年我们会继续坚持这样的宣传

策略。一页作为一个年轻的品牌，希望被更多人关

注，短视频带来的短期流量，能有溢出，能有利润，但

很难形成长尾效应，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内容沉淀。

比如，在2021年一页联合单向空间和书萌一起做的

“请回答，十三邀”，下半年和郎园一起做的“三岛美

学展——美的二律背反”快闪活动，都为我们建立了

更广阔的客群，也拉近了与读者的联系。在2022年，

一页还会给大家带来更丰富的品牌活动，比如与携

程旅物联名的“流浪包”（纪念凯鲁亚克诞辰百年的

限量款）正计划上线。当然，我们也很重视抖音、小

红书、B 站等平台的开拓，也在2021年做了不少成功

尝试。一页营销团队比较精简，对达人的开拓目前

远远赶不上很多较大的出版品牌和出版社，所以这

也将是一页2022年营销工作的重点。

一页在2021年做得比较不错的短视频尝试是文

学艺术类作品在抖音的推广。《我的妹妹是连环杀手》

这本书在宣推期撞了很多重点品，但这其实是一本装

帧十分精美，内容比较讨巧且短小易读的作品，兼具

了女性、精致、暗黑、悬疑多个爆点因素。当时团队只

有一个营销，只能见缝插针地在多个平台做曝光尝

试，重点做了小红书这样站内女性比重更大的平

台。最终是在抖音得到爆发，并成功产生外溢。

眼下，一页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要不要做新平台

的自有账号和要不要开直播。其实，这两点我都同

意。但前者缺人，后者缺人且缺品种。但这都是未

来一页需要做的事情。目前我是想通过一些品牌活

动聚集更多的垂直读者，为上面的转型做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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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编辑做短直如何避免掉坑营销编辑做短直如何避免掉坑

（上接第17版）

最具突破性的短直探索

实际上，短视频、直播本身也在不断发展，最开始出版业营销十分看重头部大V直播带货，后来又关注到达人拍爆

款短视频，现在各大出版机构都纷纷自播。图书短视频现有优秀账号中，有单个产品把账号带火的案例，也有靠直播

积累大量粉丝的账号。聚焦出版机构，短直账号，粉丝很大一部分是投放做起来的，在内容、运营上还需要继续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