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圈21 2019 . 5 . 9 星期四
编辑、组版/马纯潇 美编/苗楠

有些作家进校园 其实眼睛盯着钱
业内人士揭秘“作家进校园”背后的种种套路

套路1
“连环”讲座 卖书挣钱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对于商
业进校园行为，济南各学校管控向
来严格。尤其是在去年10月教育部
印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禁商业
广告、商业活动进入中小学校和幼
儿园的紧急通知》后，中小学和幼
儿园对商业广告、商业活动展开了
排查，坚决杜绝任何商业行为侵蚀
校园。

济南某出版公司的策划赵先
生告诉记者，在禁令未出来之前，
如果是一些有名气的作家还可以
进校园在讲座中加入一些不明显
的商业信息，但在禁令之后几乎不
可能。“现在直接在学校里卖书行
不通了，只能在学校外面卖书。”学
校作为重要的销售终端，不少作家
和出版经销商也往往不想舍下这
块“蛋糕”的分割。赵先生介绍，依
托作家的影响力，“连环讲座”的形
式应运而生：“以作家进校园的形
式先在学校开一场讲座，但这场
讲座往往算是上半场。如果想听
下半场，那会在学校之外讲，讲完
之后就签名售书。”

赵先生介绍，这样的连环讲座
是一个“多赢”的结局：作为学校来
讲，邀请到了作家进校园；对于作
家来讲，成功进行了签售；对于家
长和学生来说，虽然买了书，但毕
竟还是听了讲座。

“一些不算很知名的本土作
家，这样的一次签售就能卖出四五
千块钱。如果不是面向孩子，纯靠
书店售书，那可能会需要不少时间
才能售出这个量。”赵先生说，“上
次我们推广了一个不是很知名的
作家，因为来听讲座的学生多，所
以销量比较好，一次就卖了接近
200本。书的定价是52元，这场活动
销售额差不多万元吧。”

套路2
免费送书 研学挣钱

四年级的林林(化名)刚进行
完了一场以“读书”为主题的研学，
研学时间是四天，林林和同学不仅
在苏州看了园林，还根据老师讲述
的书中内容进行了“打卡”，感觉很
有收获。

实际上，这场研学原本并不在
林林的学习计划之内。一个月前，
林林的学校开展了一次“作家进校
园讲座”活动，来的一位作家不仅

为学校免费开展了公益讲座，还捐
赠了一批书到学校。为表达感谢，
包括林林在内的各年级的学生代
表以及很多家长都在阶梯教室听
了这场讲座。讲座结束后，作家现
场进行了扫码入群，通过家长之间
互相拉人，群里很快就凑齐了200
多人。

“当时说在群里还会进行一些
交流和通知。群的管理员不是作
家，是他的一位助手。”林林的妈妈
孙女士告诉记者，这个作家后来又
在山东书城等地举行了讲座，并且
经常会在群里分享一些阅读和写
作心得。一来二去后，包括孙女士
等家长在内，都成了这名作家的

“铁粉”。
沟通联系了一阵后，这位作家

重点推出了为期四天的“苏州研学
游”，四天费用3699元。虽然费用不
低，但是有了这名作家做信任背
书，加上研学是学校每年的计划，
学校老师还能带队，孙女士还是毫
不犹豫给林林报名此次研学游。

“虽然感觉有些被“套路”，但
是孩子高兴，还能出去增长一下见
识，孙女士也就不计较价格明显注
水的研学花费了。

免费开讲座、免费送书，再利
用研学等形式换个方式挣钱，算不
算对家长的“套路”？某研学机构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套路就类
似于老年人买保健品，“免费送书
讲课就类似于给老年人送鸡蛋，先
给你一点甜头，等建立了联系再让
你消费。从政策层面来说确实没有
错，但对于这些机构和作家来说，
从讲座的内容开始都是设计好的，
不信家长不掏钱”。

套路3
校内拉人 校外挣钱

记者采访时发现，“校内拉人
头，校外搞商业”这种形式已经成
为很多“作家进校园”活动秘而不
宣的“潜规则”。

近年来，随着学校对于阅读的
重视以及语文学习重要性的提升，
学校从校外邀请作家进校园开讲
座也成为学校对外宣传，对内提升
的重要方式。记者查询发现，今年
上半年济南就有多家小学邀请了
作家进校园。

“对于作家现在开展的一些新
书签售或者校外的讲座，也会在群
里发一些信息，不少家长也会报
名。”一位老师告诉记者，对于这种
有商业性质，但是纯属家长自愿报
名的信息发布，他们一般不会禁
止。

“但是我后来发现，不少家长
混淆了学校的课程和这些作家讲
座的课程，以为这些讲座也是学校
课程的一部分。”这位老师说。

“作家进校园也是一种套路，
先讲课做好服务，再二次转化成客
户，卖书或者是卖课程。业内人士
王先生告诉记者，不少培训机构也
削尖了脑袋想走进学校，跟作家进
校园的套路一样，最常用的方法就
是“送课”，通过送课程、送老师的
方式来建立联系，取得学校和家长
的信任，再把这些家长和孩子转化
成客户，行业称呼叫“收割”。“政策
上确实没啥错误，但都是套路，如
果说哪里不对，那应该是从出发点
就不对。”

□记者 郭春雨

日前有机构发布的童书作家榜单引发热议。这份榜单上，为人熟知的“童话大王”郑渊
洁并未上榜。网友质疑后，郑渊洁发文揭露榜上部分童书作家销量存在“猫腻”，指出榜单内
部分童书作家依靠进校园推销获得高版税收入，质疑其做法有进校园推销之嫌。

作家进校园成了变相卖书？在济南有没有这种情况？记者调查发现，尽管济南的中小学和幼儿园
严禁商业进校园，但对于出版商和一些作家而言，学校确实是一块“大蛋糕”。“校内拉人、校外赚钱”这
种变了形式、变了味的“作家进校园”，已经成为商业机构挣钱的新套路。

所谓“文章千古事”。曾几
何时，“作家”这个称号在人们
心目中神圣无比。然而在金钱
诱惑下，一些“作家”成了“商
人”，写书的成了卖书的，不由
令人扼腕叹息。

因为工作的关系，记者听
过多场作家针对青少年和家长
的讲座。

2018年，有一场讲座是在
山东书城举办，主讲者是一名
北京的作家。因为之前看过该
作家的著作，记者作为一名普
通听众参加了讲座。现场大部
分听众都是学生和家长。交流
中记者了解到，学校老师曾在
班级群里发送过这名作家的讲
座信息，抱着前来学习写作的
态度前来参加。

整个讲座的时间大概是一
个小时左右，内容主要围绕着
作家新书展开。说实话，从一名
讲课者的角度，这门课实在是
很枯燥——— 书中的内容虽算不
上佶屈聱牙，但是作家用慢悠
悠的语调讲出来，完全没有课
堂上专业老师讲得生动。

在讲座进行了一半左右的
时候，这名作家开始推广他的
新书：“想知道后来故事的发展
么？想要知道(主人公)结局怎
么样了么？那就亲自看书，从书
里面找答案吧！”

在作家发出正式签售的信
息后，在场的一些家长带着孩
子前去排队购书。一些本来有
点犹豫的家长，看到其他家长
前去购买，也都带着孩子排队。
对于一些孩子而言，虽然在听

讲座的时候身子歪歪扭扭完全
不在状态，但是被热烈的氛围
所感染，也都兴高采烈的拉着
家长去购买。现场来听讲座的
有40组家庭左右，但几乎所有
人 都 购 买 了 一 本 或 者 几 本
书——— 哪位家长不想让孩子爱
上读书呢？

这本新书定价48元，经查
询网站，显示6折促销价28 . 8
元，还可以和别的书搭配着用
满减券。

这一场讲座，记者也购买
了一本书，权做付给讲座人的
的报酬。但是对于讲座本身，记
者并不满意——— 一半时间讲书
中的内容，另一半时间签售。原
本宣传的“学写作”的讲座主题
由于时间太短，并没有深入地
讲多少。

听作家讲座原本是个好事
情。孩子参加讲座，是为了接触
作家，接触文学；作家提高自己
的影响力，也能拉动销量。但是
如果讲座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签
售，为了卖书，那谁能为讲座的
内容负责呢？

以经济为目标和导向的文
学教育，究竟能让孩子受益多
少？以卖书为第二职业的作家，
纵使是个成功的商人，也终究
会走下文学的神坛。

孩子总会长大，等兴高采
烈买书的孩子长大了，他们还
会让自己的孩子听“卖书人”的
签售讲座么？

作家写书，可称为“作
（zuò)”;作家卖书，我只能称之
为“作（zuō)"了。

记者点评

作家要zuò不要zuō

老师们看过《老师·好》都说好
山东奥卡新世纪院线公益影展致敬劳动者
□记者 金中丽

为庆祝建国70周年和“五
一”国际劳动节，弘扬“劳动光
荣、创造伟大”的中华美德，山东
奥卡新世纪院线在“五一”劳动
节期间，在全省开展了“庆祝建
国70周年，向劳动者致敬”公益
电影展映活动。

5月7日，历下区旅游路周
边德润中学、景山小学、辅仁
学校等100多位教师应邀走进
新世纪电影城黄金99店，观看
了校园题材电影《老师·好》
公益场。

该片由相声演员于谦主
演，刻画了一位貌似“冷酷残
暴”，实则内心炙热温柔的好老

师形象。就像工作在一线的众多
老师一样，在决定投身教育行
业时，他满怀着清贫年华中最
朴素却热烈的梦想，最终将一
生都奉献给了自己的学生。《老
师·好》自上映以来赚足了口碑
和眼泪，唤醒了众多观众的青
春记忆，观影活动结束后老师
们也是赞不绝口。

相关链接

教育部：商业活动禁止进中小学

苗苗楠楠 绘绘

针对各类“进校园”活动，
教育部门已开始进行严格的规
定。去年10月11日，教育部办公
厅发布了《关于严禁商业广告、
商业活动进入中小学校和幼儿
园的紧急通知》，要求全国各地
教育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坚决
禁止任何形式的商业广告、商
业活动进入中小学和幼儿园。

教育部办公厅发文称，凡
未经批准的活动，一律禁止进
入校园或组织中小学生、在园
幼儿参加。对于经审批进入校
园或组织中小学生、在园幼儿
参加的活动，县级及以上教育
行政部门要明确责任人负责全

程监管，一经发现与审批备案
情况不符，或存在发布或变相
发布商业广告的行为，要立即
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第一时
间报告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
门。

经批准同意进入校园的各
类教育活动，必须坚持公益性
原则，不得干扰学校正常的教
育教学秩序，不得给学校和师生
增加额外负担。各地教育行政部
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对给学
校、教师、学生摊派任何购买、
销售任务，给学校、教师、学生
分发带有商业广告的物品等行
为进行严肃查处。

记记者者 王王鑫鑫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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