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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由百度百家号与中信出版集团

联合出品的实验性谈话节目《深夜书房》首

季圆满收官，主持人储殷教授携手9位嘉宾，

用11期11个话题，回应了：人与人、人与社

会、人与自我，三大类关切当代年轻群体的

现实问题。《深夜书房》自2022年3月17日上

线，2个月内创下超3000万全网播出数据，话

题#深夜书房#阅读量超2100万，并连续多次

登榜各大热搜。

“聊天”有用，聚拢高潜力受众

没有流量明星、没有制造焦虑，《深夜书

房》靠什么吸引流量？从播出效果看，节目

受众聚焦在25~40岁本科及以上教育背景的

中青年群体，他们是当代社会的中坚力量，

也正承受着来自社交、婚姻、年龄、财富等多

方压力的上下包击。而“有用”、“能排忧解

惑”正是这档栏目吸引他们的奥秘。

近几年的文化对谈并不罕见，但在大家

都追求短平快内容消费的时候，“听别人聊

天”很容易显得了无生趣。“为什么辛苦一天

回到家还要听别人唠叨”，这是每一个出品

方都要回答的问题。这一次，百家号和中信

社给出的解法是让谈话“有用、有意义”。

每期从一个热点出发，引出你我历历在

目的焦虑瞬间，借由嘉宾的知识体系及阅历

分享，找出焦虑的成因与应对之法，引导观

众走出不安，缓解焦虑，重建生活秩序。

两大特色，试水文化对谈新形态

《深夜书房》的嘉宾阵容，可谓是学术味浓厚。或

来自学术权威，或已是行业领军人，更有青年先锋确

保节目始终“接地气”。数字经济智库副院长储殷、复

旦大学教授沈奕斐、北京大学教授魏坤琳、科普作者

李永乐、国博前讲解员河森堡、《舌尖上的中国》美食

顾问董克平、青年辩手许吉如等知名嘉宾围桌夜谈，

丰富的学识基础和社会阅历是嘉宾的统一底色。

在节目中，通过储殷的穿针引线，各位嘉宾贡献

了自己的学术思考与认知经历，对谈本身言之有据，

让节目的文化水准大幅提升，呈现出了“浅话题、深讨

论”的实际观感。作为脑科学专家，魏坤琳在节目中

表示，所谓“聪明”，包含了智商、理性思考能力与经验

等多种因素，而从科学上来看，40岁才是综合能力最

巅峰的年龄，因而不必对年龄过于焦虑。大多数时

候，人的焦虑在于对因果关系的错误关联，忽略了自

己拥有的力量。

同样的，李永乐在《财富焦虑：为什么明明很努

力，还觉得自己很穷》一期中表示，从一线教学的实际

观感来看，摆脱贫穷最根本的方法还是靠自律，对于

没有太多资源的年轻人来说，多读书仍然是获取更多

回报最可靠的办法——所以不用花心思去为成功另

寻他法，读书仍是最佳出路。

《深夜书房》的另一特点，则是用对于热点话题的

探讨，唤醒我们久违的阅读热情。每一期内容从一本

书出发，开启与人们生活切身相关的话题，再打开眼

界，用知识和阅历丰富认知角度，反复挑战，往复周

旋。和一般的媒体视角讨论有所不同，每个嘉宾都有

自己的专业领域，既言有所据，又互相弥补各自的视

角盲点。最终回到“人”本身：人的热爱、觉悟、局限和

出路。

跨界联动，激发内容行业新势能

“用彻夜长谈，包容复杂世界”，最近只要你路过

中信书店，一定能看到这张海报而在百度搜索《深夜

书房》，也会瞬间弹出精致的节目专属页。

作为一档由百度百家号与中信出版集团联合出

品的栏目，双方平台都全力为它造势护航。这背后不

光是资源层面的联动，更是行业边界消弭之后的创新

融合。我们能看到沈奕斐、魏坤琳等一众来自不同领

域的“学界先锋”借由出版领域，走上了百度创作者的

舞台，在谈笑风生中分享所学所见。这些在各自领域

闪闪发光的人们，讲的是自己的故事，聊的却是每一

位观众正在亲历的人生。

内容行业不是零和游戏，从纸张走向屏幕也不是

顾此失彼。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文人学者不再仅把

纸张当做自己的主舞台，多屏时代的表达也将用深谈

挑起严肃讨论和严肃阅读的新路径。

今天百度百家号与中信出版的合作可谓是一次

成功的试水，给了更多出版行业与互联网平台愉快握

手的勇气，也让业界看到了两个殊途同归的赛道携手

的巨大潜力。 （林 致）

日前，记者从某地方出版集团北京分公司得知，该司因为亏损，

今年5月裁撤了部分宣传、新媒体、排版、地面发行、财务人员，主体

只保留编辑和网店销售。一位2013年入职该公司的老员工告诉记

者：“原本以为会在公司干到退休，没想到……”

疫情反复、渠道变革，面对形势多变的市场，国有出版机构尚且

如此，民营策划机构遭受的市场冲击无疑更为直接和凶猛。2022年

已近下半年赛场，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中国编客》此次的“2022上半

年，民营品牌策划机构生存状态不完全调查”，希望呈现当前民营品

牌策划机构的发展现状、困惑，探讨离市场最近的这些弄潮儿如何掌

握新的市场规则，我们还邀约到机构相关负责人分享他们在市场探

索中新的主攻方向和打法。

冉子健（时代华语总裁）：一是时代华语库房在

河北涿州，受疫情影响，库房被封2次，物流3次停

运，累计时间差不多有1个月；二是即使能发货，华

东地区很多地方发不过去；三是北京疫情期间，居家

办公，也影响了很多计划中的工作进展。

Baiya（拜德雅图书工作室编辑）：疫情管控导

致物流受阻。3月底有5种书在上海印厂印装完毕，

但就在印厂给我们寄检查样书时，一切都停摆了：印

厂停工，出版社停工，物流也彻底停工。5种新书本

来是预售，用于预售的部分早已订完，但书迟迟发不

了。正式上架也遥遥无期。直至5月下旬，随着管

控松解，物流逐步恢复，这5本种书几乎成了旧书。

说起来，这5种书都正式上架了，我们才收到印厂3

月底寄出的样书。

王国战（文通天下运营中心总经理）：疫情造成

仓库封控、物流停运，导致直播带货等板块销售额下

降，不少达人减少直播场次以及停播。公司今年上

半年出版品种不减反增，这种逆势行为也带来不少

压力，特别是在疫情打击下，为了将延误订单发出，

采用了远高于常规费用的物流手段。

陈希颖（明室主编）：今年上半年，上海封控持续

了将近3个月。我们的办公室在上海，最大困难是

物流不通，工作流程受到了极大影响。我们的印厂

在河北，但无法从上海快递付型样、纸样，只有拜托

在外地的编辑朋友帮忙看样与寄送。另外，印好的

新书无法入库，无法上架，新书直接变旧书。比如

《有花生的寻常一天》《蓝》这两种书在疫情前就下

厂，准备三四月就上架，结果到5月才上架。还有在

新书宣传期，样书无法寄送，极大影响了新书的宣传

覆盖面，像《我成长的音乐时代》《应得的权利》《在绝

望之巅》这几种书都是很多朋友期待已久的，等待了

很长时间。另外，除上海外，多地物流不通，大概只

有一半的地址能下单，造成网站销售断崖式下跌，销

售数量只有平时的一半。

刘祥亚（阳光博客总经理）：上半年最头疼的是

发货问题，没有订单让人头疼，有了订单后无法发

货，更头疼。我们之前有两个库房，一个规模较大，

在河北永清，一个规模稍小，在北京房山。5月初开

始，我们合作的抖音达人，最多时1天之内带来了大

概三四百万销售额，受此带动，其他达人出货量也陆

续上升，整个团队热情高涨。就在要发货的节骨眼

儿上，5月9日房山封控，一部分货发不了；5月23日

永清封控，库房通知，暂停发货。从印厂印完的书下

不了高速，无法入库，库房无法发货，读者纷纷退单，

大号怨声载道，我们心急如焚，销售直线下滑。

黄晓燕（奇想国创始人、CEO）：因为疫情造成地区

性封闭，不仅影响了公司产能，新品推出减速，并且因

为出版社、印刷厂、快递公司等的封闭，影响了一系列

出版链条上的产能。出版是多个机构协作的产业，链

条上任何一家企业产能受到影响，整个链条上每一家

企业都会受影响。举例来说，因为物流的暂停，江浙

沪地区快递停发，导致社群团购不畅通，销售下降，影

响客户购物体验。受疫情影响地区的订单由于暂缓

发货，造成不同情况的咨询甚至客诉，客服工作量也

相对加大。

甄煜炜（北京天略图书有限公司总经理）：近几

年整体感觉任何事情都无法预期，这很可怕，只能走

一步看一步。

2022上半年遭遇的那些“头疼”事
■声 音

实销下降50%

记者调查了10多家民营品牌策划机构今年上半

年与去年同期相比的发货码洋、实销数据。从调查情

况看，2020年疫情以来，出版业在最开始受影响相对

较小，但随着疫情形势的发展，从去年开始，物流和印

刷受到一定影响，整个行业呈现下滑态势。

对于民营策划机构来说，2022年上半年的利好消

息并不多。出版社由于自身资源缩减，对于合作的要

求越来越高，民营策划机构出书难状况越来越突出。

销售渠道折扣问题依然无解，对于对图书品质有要求

的品牌民营策划机构来说，来自市场端的低价肉搏战，

很难招架。产品品质和运作，决定了其不可能投入只

计算印刷费的肉搏战。同时，出版社在合作条款上的

加码，让民营策划机构“腹背受敌”。此外，近期受教材

风波影响，民营策划公司及合作出版社如履薄冰，一方

面要求自查所有之前出版品的插图，大大延缓新书的

出版节奏。盗版技术升级，新媒体渠道的盗版、高仿流

窜，让所有创意工作者感到沮丧……当然，对于民营策

划机构最强烈的冲击还是来自于市场销售端。

正如，时代华语总裁冉子健所言：“今年开局情况

很糟糕。”1~4月与去年同期相比，公司发货与实销均

下降近50%，大大出乎他的意料。5月，公司尽管加大

了促销力度，将整个销售盘子拉回 15%左右，至 5 月

底，与去年同期相比仍然下滑了35%左右。

在冉子健看来，三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公司业务端

的急速变化：一是主题出版产品线相比去年下滑80%

左右；二是受疫情影响，发货陆续停了3次，累计停发

时间差不多有1个月左右，也因疫情影响，地面渠道

如新华书店、独立书店客流量断崖式下滑，华东地区

很多书店都处于关门状态；三是传统电商如当当、京

东、天猫的流量大幅下滑。“这是我们没想到的，过去

依赖的线上渠道出现意想不到的下滑，着实给了我们

当头一棒。”冉子健说。到了6月，情况才有所好转，

时代华语在新媒体渠道的发力取得突破。6月净发货

码洋相比去年6月增长近150%。预计截至6月底，整

个销售盘子接近去年同期水平。“剔除主题出版的下

滑，大众图书依然是增长的。”

据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安海洋透露，今年

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公司线上发货码洋同比增长

1.3%，线下发货码洋同比下降26.1%。

从此次调查情况看，民营策划机构如果能快速适

应渠道变化，今年上半年的发货码洋同比去年提升明

显的也有实例。比如，奇想国今年上半年，电商渠道

实销数据同比去年提升50%，其他渠道基本持平。线

上占比达90%。提升原因在于，今年上半年，公司进

行小红书、快团团渠道拓展、电商重点销售导流，并对

重点品进行不同形式的营销推广，提振销售。

与去年同期相比，天略图书公司今年上半年发货

码洋和实销金额均下降5%左右。自3月下旬开始的

疫情广泛管控造成销售及渠道受阻。管控前，天略图

书发货码洋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约20%。

眼下，疫情的影响仍在持续，但是通过整个6·18

期间的销售看出，情况在逐步好转。文通天下运营中

心总经理王国战坦言，单就公司而言，上半年的发货

码洋和实销数据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至少20%，线上渠

道占比85%。当然，这也与该公司拓展了童书品类和

私域渠道从而形成增长有关。

线上销售占比已超85%

从渠道占比来看，此次受访的民营策划机构，线

上占比普遍达到85%以上，有的甚至达到100%。

时代华语今年线上占比相比去年增加15%百分

比左右，占到85%以上。据记者调查，时代华语的地

面渠道在业内算颇为强劲，传统店面渠道占比一直高

于同行，今年新媒体渠道增加到85%以上。对此，冉

子健认为，除了受疫情影响下滑外，新媒体渠道不可

扭转的流量给公司带来了增量。

从销售层面看，海豚传媒今年的线上渠道码洋占

比已经达到78%。这也与公司积极发展直营电商、品

牌自播、社群营销有直接关系。此外，近年在少儿图

书领域发力的阳光博客今年上半年线上销售已达到

100%。“渠道本就占比不高，再加上疫情原因，很多书

店和培训机构关门，所以业务中心全部调整到线上。”

总经理刘祥亚说。小而美的童书品牌北京天略图书有

限公司今年的线上渠道占比也达到90%以上。

渠道策略：新流量如何把控？

抖音等直播、短视频电商崛起，改变了传统的销

售逻辑。过去，在直播、短视频媒介崛起，直接冲击了

传统的“货架模式”。可以说，随着抖音等直播短视频

电商崛起，图书行业的销售形态发生了深刻变革，渠道

进一步扁平化，去中间化，既加速了资金流转速度，也给

走在市场前列的民营策划机构带来了更多机会。

传统地面渠道，出版机构需要竞争货架资源，在

当当、京东、天猫同样需要竞争货架资源，传统电商仍

然脱离不了货架模式，只不过将货架搬到线上。出版

机构投入大量精力去竞争页面位置、轮转

图、销售排行等各种资源，同时，还需要开

展各种营销推广活动去为平台引流。 相

反，直播间短时间就可涌入数十万甚至上

百万流量，解决了行业普遍头痛的引流难

题；另一种流量是短视频账号带货，虽然没

有直播的即时销量大，但一条优质的短视频

也能带货几千上万册书，无论直播还是短视

频，同时又解决了营+销难结合的痛点，且营

销外溢效应明显。

冉子健认为，新的流量玩法给中小出版

机构带来更多机会。近期，时代华语的许渊

冲双语诗词集《美得窒息的唐诗宋词诗经》

三本套装在东方甄选爆卖15万套，外溢到

其他平台也有三四万套销量。

显然，该司的书在东方甄选热卖并非偶然事件。

去年该公司就与东方甄选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除

了东方甄选外，还拓展了近千名抖音达人，其中不乏带

货几千上万册的达人。比如今年5月刚出版的《极简

学习法》最初在东方甄选并没有做起来，但通过持续不

断地与多位达人合作，该书在抖音开始热卖。从总体

销售数据看，时代华语在抖音上销量上3000册的有60

多个品种，其中上5000册的有20个品种，1万册以上的

有15个品种。“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策划出适合新媒体

渠道的产品，并在印制、物流、营销等环节上优化工作流

程，更好地配合新媒体渠道的销售。”冉子健说。此外，

时代华语今年还加大了对新媒体销售部的支持和投

入，出台了加强新媒体销售体系建设的规划，将新媒体

销售部升格为新媒体销售公司，加强了队伍建设，配置

懂书的管理干部，增加达人开发和运营人员，出台激励

政策，鼓励全员营销和达人开发，并扶持传统渠道的经

销商开展新媒体销售。在产品开发上，提出针对新媒

体渠道策划选题，在营销推广上向新媒体倾斜。

从渠道策略看，海豚传媒选择在持续保持当当、京

东两大头部电商平台童书销售TOP1地位的同时，聚

力直营渠道的达人拓展和网店营销。截止目前，海豚

直营网店已覆盖16个平台101家店铺。据安海洋透

露，今年6·18期间，公司就专门针对直营网店策划了

贯穿6月整月的各类营销活动：站内包括促销满赠活

动、重点新品免费试读活动、定制会员权益活动、专场

直播等，站外包括在小红书、微博、抖音等平台开展的

用户种草、打卡及晒单等活动，全面助力直营网店影

响力和销售转化率的提升。 （下转第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