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家乡安

庆有一个桐城文派，在全国文学界的影

响很大。到中学、大学时期，慢慢地读过

一些桐城派的古文，又读了一些学术研

究的文章，隐隐约约地对桐城文派才有

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没有想到，多年以

后，我竟责编了一套《桐城文派史》，并且

要向大家推荐这本讲述桐城文派历史的

学术大作。

乍为“说书人”，既觉得紧张，又觉得

好玩。说到紧张，在于第一次参加“说

书”的比赛，聚光灯打在头顶，又面对众

多出版界、文化界的专家、大咖，难免惶

恐；说到好玩，在于可以在比赛中充分地

表达自我，通过介绍《桐城文派史》，让更

多的人能够认识这本书，了解这本书，继

而对桐城文派产生兴趣，实在有趣。

说书比赛之前，我已经参加过几次

集团和出版社里的直播活动，对怎么说

书、怎么吸引观众有那么小小的一点心

得，但没想到真正投入到比赛之中，才发

现自己那点道行太嫩了。

首先是赛前准备。不看不知道，一

看吓一跳，各位同事老师在说书的装扮

上下足了功夫，既契合所讲图书的文化

氛围，又十分夺目，让人叹服。众选手

中，峨冠博带、潇洒出尘者有之，衣袂翩

翩、袖带飞雪者有之，西装革履、谈笑自

若者亦有之，甚至还有一位老师戴上了

《西游记》中猪八戒的头套，为我们生动

讲述了《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故事，进而

推荐了《西游记》这本经典名著。真是异

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

其次是比赛期间的表现。在初赛

中，我表现平平，但是有幸进入到了“复

活赛”环节，聆听到了刘正功老师对我

们每位“复活”选手的精准点评和极具

针对性的提高方案。根据刘老师的建

议，我重新写了一份文案，除了初稿中

介绍书籍的内容和意义外，我又加上了

一些营销方案上的设计思路和对图书

封面设计及装帧的介绍，可以

说，在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提高

自己的“说书”水平的同时，也

深化了自己手头这本责编

图书的认识。

非常荣幸能够参与这

次说书大赛，希望这

次大赛能让我们皖版

好书飞入全国百姓家

中，成为大家喜闻乐

见的时代好书！

安徽教育出版社

徐宇

细说与好书的缘分
在集团的图书编辑岗位上工作了17年，记得

刚工作时参加过几次演讲比赛，曾经也取得过不

错的成绩，但也都是遥远又美好的回忆了。近年

来，因为短视频、直播迅速成为图书营销宣传的主

流模式，我们图书编辑也参与其中，经常为自己的

新书录制宣传短视频，在促销活动中走进直播间，

直播销售图书。所以，在接到集团说书大赛通知

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是要在评委面前用五分钟

左右的时间脱稿推荐一本书，写好千字左右的文

案并且熟背，能够在现场声情并茂地进行现场演

绎，是不小的挑战。

选书是第一步，我的出发点是想要推荐一

本自己熟悉、发自内心喜欢，真心实意想推荐给

大家看的书去说。十一放假前的一个工作日下

午，我完成文案写作。我先从书中挑选了比较

精彩，说起来通俗易懂的故事贴上标签，准备当

文案素材，后来发现一下粘了几十页的便签，的

确值得分享的内容太多了，可是时间有限，于是

我又经过筛选，找了一些不同类型有代表性的

故事写进了说书文案。 下面的任务是背诵稿

子，稿子背熟以后，就一遍遍用计时器卡表背

诵。差不多一天二三十遍背诵，慢慢熟练，心里

也多了几分自信。

从初赛200人进入决赛圈78人之中，我感觉

很幸运，发挥得比较正常。不论比赛结果如何，这

是一次难忘的学习经历，我了解到了集团有很多

好书，很多书出版背后的故事非常感人，如果不是

这次说书比赛，我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了解。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付莉

我看“说书”
我不是“说书人”，我只是“旁观者”。

作为“旁观者”，我也有着莫大的触动、惊喜和

感慨。最初，我理解它是技能大赛的一种创新形

式，为了适应新媒体营销和传播渠道，引导出版

从业者尤其是青年员工去学习拥有互联网意识

和推广能力；在参与大赛组委会的各种筹备工作

和讨论的过程中，在动员社里员工参加比赛和准

备比赛的过程中，我的思路被不断打乱、重新整

理，很多新想法不断冒出来，有了更多的期待；有

幸作为第一轮比赛的评委，现场聆听了各单位各

岗位选手的“说书”，更有惊喜和收获。

应该说，比赛的准备时间还是比较紧张的，但

看得出选手们都以极大的热情用心在备战，两天

的比赛中，很多细节在不断打动我。编辑说书，

带着对图书尤其是自己责编图书的深厚感情和

深刻理解，有专业性和完整度，往往还具备细节

感和故事性，是一种如数家珍的自豪和自信。

营销说书，爽快而直接，抓住目标群体，用切

实的用户体验感和实用性，直击你的“购物穴”，

明知道他/她在推销产品，也甘心“掏腰包”，甚至

激动得“不买不行”。多种岗位说书，风格各异、

表达万千，却有着鲜明的共同点，就是对阅读的

享受，对所选图书发自内心的认可和喜爱，是发

现好物一定要“安利”给所有人的冲动。

我看“说书”，无关技巧，但见真与美。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筱文

直播为书立说 尽展书人匠心
先有作者著书立言，后有编辑为书立说，为

自己策划组稿、责编出版的精品图书代言是我一

直的心愿。2022年安徽省出版行业营销技能竞

赛之说书比赛给了我一个说好书的机会。

首先进行的是图书营销理论考试。考前复

习还真让自己涨知识，定价策略、消费引导、售后

服务、创新之举······想要做一名合格的说书

人，既要熟知图书卖点，更要掌握市场规律、营销

方法、读者心理。

紧接着就是第一轮现场说书比赛。我拿出

的是自己策划、责编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五个

一工程”获奖书《老兵王忠心》。虽然我对这部作

品就像对我的孩子一样熟悉，但是一站到黑洞洞

的镜头前，说不紧张那是假话。好在我也算是一

名出版老兵了，发扬“导弹兵王”王忠心的老兵精

神是我策划这本书的初衷。讲述本书的曲折历

程和主人公挺身排险的故事时，我竟然演绎起

来，还加了一句台词——“读《老兵王忠心》，走自

己的兵王之路”。

接到第二轮比赛（决赛）通知时离开赛之日

仅有六天。关键时刻，社工会及时组织了一场直

播辅导课，让我和同事们大开眼界，原来短视频

营销的学问大着呢！经过两天考虑，我选择了我

社出版的彩绘本《红楼梦》，为提升观感，我以一

袭长衫出境，又用惊堂木声开场，讲出版故事、列

销售数字、揽平台听众、说读者感言、捎广告用

语。虽是首次直播，但也不无“吸粉”效果。

大赛的成功举办，提高了安徽出版人的说

书技能、为选手们创造了交流观摩的契机，同时

突显出皖版好书的精品气质、激发出更多的市

场爆款。为书立说展书人匠心，全民阅读传世

代书香。

安徽教育出版社 文乾

“说书”赛后之感
有幸参加“2022年安徽省出版行业营销技能

竞赛”的“说书竞赛”，受益匪浅、感慨良多。这次我

说书的作品是安徽少年儿童书版社出版的《远山

灯火》。作为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型活动的“新

手”，我的内心难免担心、紧张，但这对于我来说也

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通过比赛，让我学习了说

书知识，也发现了自己的不足。虽然最后我只拿

到优秀奖，但整个备赛过程，就是提升自我的过

程，为了备赛，我通过两周时间熟读作品并反复斟

酌演讲稿再去默背它，可以说备赛的过程是紧张、

辛苦的，却也是无比充实的，这一过程我也明显感

觉到自己的进步。

比赛和培训的过程使我开阔了视野，作为非

专业、非主营单位一名的普通员工，此次活动给

了我一个很好的学习和交流的平台，选手们精彩

富有创意的演说使我大开眼界，让我深深意识到

自己的不足，专业老师们的评价和指

引也让我茅塞顿开，说书更需要放松

有激情，有声有色、流畅自然，尽管

比赛前能将说书稿熟记于

心，但始终一个腔调背说，

分数自然不理想。此次比

赛我学到的还有很多，只有

一次次在经验中积累经验，

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

不断地成长，“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在今后的工

作中我也一定要不断修炼

自己，成就最好的自己。

因为比赛，领导同事们

时时关心我、鼓励我，让我

倍感温暖！“天空不留下痕

迹，但我已飞过”，我始终坚

信所有美丽的事物都发生

在过程之中。

安徽时代创新科技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吴雅妮

本次由集团主办、时代出版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承办的“2022年安徽省出版

行业劳动和技能竞赛”让我在专业的平

台上结识了许多营销方面优秀的前辈。

从实践中出真知，以赛促练。对出版从

业人员来说，这是一个自我提升的平台，

也是一次靠近标准的机会，更是一次实

战演练的检阅。

在交流中进步。赛前集团和社内的

说书培训交流，让我对不同类型图书的

营销方式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会因说书

人绘声绘色的描述而好奇，也会被说书

人饱含深情的诉说而动容，更会因其诉

说方式的新颖连连称赞。因而会后结合

自身，我便对说书的稿件多次进行结构

化的梳理。就是为了学习前辈们在介绍

图书时，如何在增加个人特色的同时最

大限度突出书籍，从而将听者带入听书

的氛围中。

在实践中自检。从第一轮的稍显紧

张到第二轮的娓娓道来，两次说书比赛

心态上的转变随之也带了效果上的差

异。区别于以往隔着屏幕的直播交流，

说书比赛的时候不紧张是不可能的，但

贵在心态上调整，将所有人当作听众，把

自己当作作者。因此我将此次说书大赛

当作一次实战演练的机会，参与比赛的

同时积极将我社好书进行推荐。借着说

书比赛的平台，去检验自己学习以及工

作的成果。

比干劲、赛技能、学模范，争先进。

通过这次营销技能大赛，让我在展现自

己潜力的同时，也从近200多位参赛选手

中发现了别人的优秀之处，明确了自己

需要提升改进的地方。也会在日后的工

作中，向各位老师多学习，希望能有更多

合作交流的机会。

安徽教育出版社 孟维晴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集团工会组织的出版行业营销技能

大赛，倍感荣幸，虽然很遗憾没能走到最后，但收获颇丰。

本次出版行业营销技能比赛，旨在以赛促练、以比促用，

倡导“比学赶帮超”，激发员工的创业积极性，努力培育一批政

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新时代出版人才，为集团“十

四五”时期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奠定坚实人才基础。

在正式比赛前，集团工会也安排了一系列的专业培训，请来专

家和一线优秀员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丰富了我们的参赛技

能，学习到的这些知识与技能，对于我以后日常的营销工作也

是意义非凡。

通过参加本次出版行业营销技能比赛，丰富了理论知识，

增长了实践技能，更重要的是，通过本次参加营销技能大赛，

发现即使在平凡的岗位上，也有着许许多多不平凡的人，他们

兢兢业业，爱岗敬业，平时工作稳扎稳打，比赛时才能赛出真

水平。他们身上还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他们才是真正

做到“工匠精神”的一线工作者。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需要我们每个人主动践行、弘扬工匠精

神，推动安徽出版集团在“十四五”时期的进步与发展，为实现

中国梦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安徽教育出版社 李晨希

2022年 10月，集团主办了“2022年安徽省出版

行业劳动和技能竞赛”。竞赛分为说书竞赛、码堆竞

赛等多个项目。其中，说书竞赛从九月上旬开始，经

过了理论知识考试、初赛、决赛，于10月20日顺利收

官。参赛的选手基本来自各个出版社，大家选择的

图书也是各具特色，有的是反映时代征程的主题出

版著作，有的是分享人生哲理的名家读物，还有的则

是在市场表现不俗的畅销好书。每一位参赛选手通

过一本书，一段三至五分钟的介绍，为大家讲述了一

个个关于书的故事。

作为一名图书编辑，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竞赛。从

参赛之初的迷茫，到认真准备的过程，再到赛后的思

考，我从这次比赛中收获了许多。从编稿人到说书

人，从独自阅读到分享感悟，通过这次说书比赛，我不

仅收获了将好的图书推荐给更多读者的成就感和满

足感，更对自己本身的编辑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

编辑的工作不仅在案头，更在于连接读者和图

书。唯有读者知其味，唯有书卷沁人心。在读者眼

中，图书或许只是一种平面的媒介，人们可以从中获

得知识，可以从中感悟思想。但在编辑眼中，图书的

背后有着更多不为人知的价值。编辑不仅是图书的

加工者，更是图书选题策划的参与者和实践者。一

本书的面世往往是作者和编辑等各方力量共同努力

的成果。通过说书这样一种简单直接的方式，编辑

可以将一本书的故事更直观、更全面地呈现在读者

的面前。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周璟瑜

有幸参加安徽省出版行业营销技能

竞赛的说书比赛，我一直在思考，用怎样

的方式去“说书”，是像网络主播声嘶力

竭介绍各种卖点？还是像播音员正襟危

坐字正腔圆？好像两种方式都不适宜，

我想首先得选择一本值得读、愿意读的

好书，其次得和你所面对的读者一起共

鸣，毕竟我们都有同样的共性。

十天赛程两轮比赛，我选择的是北

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的经典科幻集《全

息玫瑰碎片》和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散文集《宣纸之美》，科幻与散文，表达

同一个想法——改变你现在的思维和

生活。

你我都一样，在现实的生活里负重

前行，面临着家庭、工作、感情上接踵而

来的问题，为挣碎银三五两，身心疲惫心

生茫然。但是朋友，生活本不是这个样

子的，它应该有梦想和激情的一席之地，

为独立思考预留一片净土。很难吗？把

支离破碎的时间黏合起来，用二十岁一

往无前的勇气给自己冲出一片天地，真

正地读完一本书。

人类之所以为人类，是因为我们始

终没有忘记抬头看向星空，百年后、千年

后，人类是什么模样？星辰大海是否已

经被征服？

人类之所以为人类，是因为我们从

历史中走来不忘历史，盛唐之世何在？

魏晋之风如何？你是否真正了解过历史

和人文之美？

和自己做一个和解，你的生活并不

只是鸡毛蒜皮和油盐酱醋，这些也并不

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理由。读一读老

舍、沈从文、林语堂、卡夫卡、米兰·昆德

拉、巴尔扎克、杜拉斯、托尔斯泰等等。

“躺平”很容易，认命也很轻松，人一旦迷

醉于自身的软弱之中，便会一味软弱下

去，会在众人的目光下倒在街头，倒在泥

泞中。你我，不必如此。

我想“说书”应该呈现给读者的就是

这样一种状态：去审视自己在一路走来

的过程里，丢掉了多少本该被珍惜的东

西，当然这是一个挺痛苦的过程，剖析自

己审视自己改变自己，远离

舒适区，再次体会心跳加

速和未知的快感。

勇 敢 一 点 我 的 朋

友，在人类所有的

美德中，勇敢是最

稀缺的，也是最动

人的。希望书中文

字带给我们的是：

让无力者有力，让

悲观者前行。

时代新媒体 左宇

两个多月前，集团将要举办安徽省出版行业营销技能竞

赛“说书比赛”的消息传来，一时间，全社上下掀起一股氛围

浓厚的说书热潮，从社领导到编辑，皆对这次比赛抱有无限

的期待。

说好一本书和策划、编辑一本书同样重要。作为一名新

媒体编辑，宣传一本书，如同为它做美容。一名图书美容师的

责任是用自己的语言为书籍添光增色，为其穿上亮丽外衣，让

它以精美模样展现给读者朋友。一个说书人，要在书籍和读

者之间架起一座信赖的桥梁，缩短心与心之间的距离。

备赛前夕，当一众书目置于眼前，我曾为选择自己的说书

内容而左右为难。斟酌之下，我选定了这套重量级的学术性

丛书——《方以智全书》。从事文学创作近十年，我的文字历

来以温情为主，而此次选择了这套几乎与我的写作风格迥然

不同的图书，谈及原因，大抵是心中的职业责任，我所在的黄

山书社是一家以出版古籍文史图书为主的出版社，作为一名

黄山书社的编辑，来到说书比赛现场，为我社优秀古籍图书代

言、发声，这是一份融进我血脉骨骼深处的责任。

捧着这套《方以智全书》，我的手上载满沉甸甸的力量。时

间进入九月，我社举办了一场颇具规模的说书模拟比赛，赛上，

选手们各展风采，以优异表现吹响今秋说书比赛的号角。时隔

两个月，终于迎来走到集团20楼参加决赛的日子，心底激动与

紧张并存。78名选手从200余名选手中脱颖而出，赛场外，看见

神采飞扬的他们，我仿佛看见了自己，每个坚毅的背影里，

都藏着从今夏到今秋所有关于努力的故事。着笔至

此，我想对每一位曾为这次说书比赛努力过

的你们说一声，新时代的出版人，你们都是

最棒的！ 黄山书社 陈璨

何妨诵诗书，行到白云边 参加行业营销技能比赛的
感受和体会

一段说书时光，一段最美记忆

彰显文字的力量

从编稿人到说书人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09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2022年11月15日 星期二
编辑/江亚萍 组版方 芳 校对/刘 洁

08

说的是书，留下的是故事。

2022年安徽省出版行业营销

技能竞赛“说书竞赛”于日前完美

收官。每一位参与者都有着别样

的收获与感动。为记录、纪念和

珍藏这段奋斗时光，特集中刊发

选手参赛感想。

编 者 按

能
编
能
写
还
能
说

新
时
代
的
出
版
人

你
们
都
是
最
棒
的
！

向优秀靠近 在实践中自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