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钝感力》。5 年前，这本书帮她拓展了认知。

她想把这边本书的力量也分享给视频那一端的粉

丝。

“钝感能帮助我们放下无效纠结和负面情绪，

具备钝感，灵活和敏锐才会成为真正的才能。”

视频里，她平实地讲述自己的感受，并配以轻柔

的音乐，背景是一大片书墙。没想到，这段随意

拍下的小视频，一下子就火了，点赞量达 31.3 万，

评论 5 千多条。而视频中她拿在手上的那本由南

海出版社出版的《钝感力》一度脱销。有不少粉

丝告诉，他们花了 399 元终于买到了原价 29 元

的视频里的同款书。

就 这样，Audrey 过渡成了读书博主。她笑

称自己是“民间阅读推广人”。一周更新 2 至 3 条

读书视频，视频里，她常常穿着旗袍向大家介绍

“张爱玲”，和著名编剧史航聊“阅读是为了落伍

于时代”，和台湾学者聊文艺与生活……博物馆、

图书馆、书店、酒吧都是她“说书”的背景。

每天结束工作，躺在床上，点开自己的抖音，

总能收到各种各样的私信留言，满屏充满感激和

赞许。每每这时，她就觉得特别充实。

Audrey 选书和推书有自己的一套标准，“把

书和一些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她说，从和粉丝

的互动中，她发现无论是刚成年的学生，还是阅

历颇深的职场中人，每个人都渴求成长，也都会

在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一本适合他们

的书可能就是问题的答案。“比如很多人一到年

底了，就纠结我是不是要考研，是不是要考资格

证，此时，我就会给他们推荐一些励志成长读物

如《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Audrey 说，这本书

讲述了一个从垃圾场长大的剑桥女博士的故事。

虽然也有心灵鸡汤的色彩，但它的实用性却十分

见效。

今年 31 岁的 Audrey 原本在凤凰卫视做导演、

记者，后来又从事礼仪培训师。她觉得做读书抖

音和过去做传统电视媒体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我

相信以我长期的专业积累，一定能把内容做得更

好。”她充满自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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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博主出镜“说书”

不久前，知名作家
走进淘宝直播间的一幕
刷屏互联网，有人哀叹
严肃文学的堕落，有人
则认为出版业十分聪明
地拥抱了新时代。显然，
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
的问题。

而事实上，不论读
者 如 何 认 为， 如 果 稍
加留意，你会发现，最
近，读书这件看似有品
位的事已经悄悄地开始
全面拥抱互联网的新风
口 —— 除 了 直 播 卖 书，
读书博主在各大短视频
平台的读书推介开始花
样翻新：有人做“读书
报告”，博主在镜头前变
换各种角度聊最近读过
的书和读后感；有人做

“主题系列”，针对某一
个主题，一组组地打包
推 出， 如“ 致 20 岁 女
孩的十本书”；还有人做

“开箱视频”，博主会在
镜头前一点点拆开刚刚
收到的快递盒，介绍自
己心仪已久的书籍，看
似在陈述买书理由，实
则是潜移默化地力推新
书……

不管你愿不愿意看
到这样的现实，在移动
互联网时代，读书短视
频的出现已经不容分说
地成为促进读者与书本
握手的另一种方式。如
果不出意外，2020 年，
这一方式可能会在阅读
领域越来越多见。

近 日， 今 日 女 报
/ 凤网记者从各大短视
频平台上挑选了几位最
近爆红的读书博主，近
距离走近他们的生活。
不论你是想获取读书资
源，还是乐于分享读书
体会，他们的故事或许
都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
启发与收获。

花399元买原价29元的书，因看了她们的短视频

抖音读书：一个视频让一本书脱销

2018 年 7 月， 一 个 寻常

的周末，张姗姗早早爬起来，

拿出相机以及最爱的两本书

《外婆的道歉信》和《当我跑

步时，我谈些什么》。在房间

的飘窗上坐好，也没做什么

准备，便开始录制视频，这

是张姗姗的第一条读书视频。

上传 b 站不 到 一 个小 时，

点赞和 评论就 来了。

她清楚地记得，当

她看到了那一条

条 赞 不 绝口的

评 论 时， 心 底

别提有多开心。

今 年 刚 刚

30 岁的张珊珊刚

刚从一家知名的报

社辞职，此前做过互联

打算做美妆博主的她，就这样成了读书博主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几个月前，一直和书打交

道的小宁，打开了一个与书相

关的全新世界。

有一次开会，主编在工作

群里丢了一个 B 站链接，点开

一看，一名可爱的女孩子坐在

一摞书中，侃侃而谈地介绍中

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人

间也值得》。“说得真好啊！”，

群里不断有人回复。

过去，小宁一直以为，B

站是二次元和“鬼畜”的天

下，抖音上更多的也是搞笑、

娱乐的内容，现在她才知道，

原来还有闹中取静、以静制

动的“读书博主”。作为一名

营 销 编 辑， 她 马上在 B 站、

抖音上变换搜索词，把大部分读书博

主的视频都看了一遍。

她仔细观察发现，大多数读书博

主不仅视频质量很高，转化率也很好。

B 站上一则 500 到 1000 播放量的读书

视频，竟然有 50 多条评论。而且大多数

评论都趋向一致 ：“我要去买这本书”。

此后，小宁开始不定时地给几位读书博主寄

书，博主们收到新书觉得内容不错，再看书，写

稿，然后进行拍摄、剪辑、发布……不到半个月，

一则新书视频推荐便会诞生。

在和博主们打交道的过程中，小宁还发现，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把做视频当作自己的一

个业余爱好。粉丝和博主之间的关系也更像朋

友，这样的信赖关系十分利于新书的推介。同时，

“粉丝把博主当作一个榜样来打卡，督促自己追

随行动，也养成读书的好习惯”。

在充分了解读书视频

以后，小宁也有点跃跃欲

试，毕竟，出版社本身就

有许多能绘声绘色“说书”

的能人。一次开会，一位

策划编辑正在介绍中信文艺

出版社的一本新书，小宁赶紧

打开手机录下来。小宁的第一个读

书视频就这样轻松诞生了。

“视频发出后，很多我认识的博主都来给我

点赞”小宁笑着回忆道，作为一名传统编辑，

2020 年她决定好好练习自己的剪辑技巧，做出

更有趣的视频来。“现在网络上的读书视频内

容还是比较单一，不够有趣”小宁直白地说出

她的看法，“我希望能够将读书视频做 得更故

事化一点，可以吸引更多原本不是那么爱看书

的人来关注”。

   从传统编辑到视频读书博主

网商务。她看准了视频博主这个行业，一开始打

算做美妆博主，但因为实在不想出镜，自己又喜

欢读书，所以决定尝试着做一个读书博主。

与大多数读书博主在镜头上“说书”不同，

张姗姗不出镜，早期视频录制非常简单，一首拿

相机，一手拿书，然后就开始说自己的阅读感想。

张姗姗从小就爱看书，写评论对她来说几乎是信

手拈来，观点和角度大家也喜欢看。

“我分享某本书，不光是说书里面的

情节、内容，还会结合自己生活体验”

张姗姗说，一次，他在视频里推

荐《自卑与超越》，就向粉丝们

讲述了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小

时候，张姗姗性格内向，一起

长大的小朋友常常欺负她，加

上父母性格强势，让她一直在

压 抑中成长。后来，她 遇到了

这本《自卑与超越》，慢慢地完成

了自我心灵的救赎。

“其实很多人和我一样，可能在单位被领导骂

了，又或者在亲密关系中受委屈了，这种情绪是

不能长期压抑的，严重的话会‘生病’”张姗姗说。

这则视频虽然评论量不是最多的，但是她看到有

很多人都默默收藏了。

除了心理类的书籍，张姗姗选书会尽量选择

一些大众化、文学类的书籍。“之所以大家喜欢

看读书视频，是因为视频更有代入感，博主的

个人情绪、故事以及出镜博主的肢体动作，都可

能激起读者的阅读欲。站在读者的角度想一想，

很多喜欢在网上找书的读者看久了文字书评，未

免也会有疲劳感。” 

随着张姗姗在网上的逐渐走红，一些出版社

经常会给她寄书，她只要觉得不错，便会及时推

荐给大家，不存在利益上的纠葛。“我在工作之

余保证一周更新一次。粉丝还会在读书群里谈自

己的阅读感想。慢慢地，博主和粉丝就变成了书

友关系。这样的互动，十分利于培养大家的阅

读兴趣。”

一 年 前，Audrey 有 了一

个计划。在离 30 岁还有 134

天的日子里，开展倒计时，每

天在抖音上记录、分享一件

趣事。

到 了 第 109 天，Audrey

来到了一家书店，带上了最爱

的书——日本作家渡边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