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大中华寻宝系列25 河北寻宝记》

《墨多多谜境冒险7 乌鸦城的诡局（下）》

“不一样的卡梅拉手绘本”系列

《儿童百问百答48 荒唐露营数学》

《不老泉文库3 时代广场的蟋蟀》

《月亮的味道》（精装版）

《彩虹色的花》

“不一样的卡梅拉”系列（注音版）

《大中华寻宝系列24 福建寻宝记》

《墨多多谜境冒险6 乌鸦城的诡局（上）》

*198437册

152416册

88399册

71001册

58081册

45823册

43321册

35488册

32768册

*30642册
漓江出版社

《北行记》

《女人30+》

《女人40+》

《罗特小说集4 无尽的逃亡》

《罗特小说集5 约伯记》

《罗特小说集6 塔拉巴斯》

《雷神》

《长发妹》

《卖炭翁》

17645册

10890册

*8734册

*5490册

*5490册

*5490册

*3546册

*3545册

*3545册

人民日报出版社

《习近平用典》（第1辑）

《习近平用典》（第2辑）

《新时代知识分子榜样》

《新时代热词》

《蛇口，梦开始的地方：致敬改革开放40年》

《听什么歌都像在唱自己》

《用铁的纪律从严治党》

《初心：来自新乡先进群体的报告》

《新闻传播学热点专题：知识图谱（2019）》

《不忘初心：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故事》

84394册

70960册

51263册

22169册

*21137册

20176册

11356册

*10701册

9462册

9258册

接力出版社

“蓝精灵”系列

“怪物大师”系列

“荒野求生”系列

“巴巴爸爸”系列

“接力国际大奖儿童文学书系”

“我的第一本科普小百科”系列

“阿波罗的试炼”系列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系列

《活了100万次的猫》（珍藏版）

“特别狠心特别爱”系列

*120460册

*69954册

50265册

44324册

30914册

27695册

*27695册

21720册

17019册

16043册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

“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典藏版）

“装在口袋里的爸爸”系列

“我的母语课”系列

“胡小闹日记”系列

“郑渊洁四大名传”

“歪歪兔全情商”系列（彩图注音读本）

《汤素兰动物历险童话》

《我们读书吧：小学语文“1+X”联读》

“许友彬未来秘境”系列

448000册

211000册

140000册

87000册

80000册

59000册

54000册

47000册

41000册

*37000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丁丁历险记”系列

“最能打动孩子心灵的经典”系列

“林格伦儿童文学作品选集”系列

“《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

“中国科普名家名作”系列

《植物大战僵尸2 恐龙漫画·恐龙之王》

“中国历史故事集”系列（修订版）

“罗大里儿童文学全集”系列

205000册

130000册

123000册

*88000册

86000册

33000册

27000册

5000册

（标*的为近期新出版图书）

我们社发得我们社发得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王少波/采写整理

最好的书最好的书

222
000

111 888 10月

“米菲系列”是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集团的明星早教品

牌，它通过玩具书

的形式帮助幼儿进

行基础认知，包括

颜色识别、形状识别、大小判断、观察训

练、形象训练、想象力训练等。别样的创

意、巧妙的设计、简短生动的文字、美丽

的插图，深受小朋友的喜爱。

10月，这只风靡世界的明星小兔带

着她的 4 册新书再度归来。和之前的

“米菲系列”相比，新的“米菲系列”更加

注重交互式的阅读体验。翻翻书每一页

都有刀线，能满足低龄儿童用手探索图书

的需求，而早教玩具书更是随书配有玩具

积木，让孩子一边玩积木一边对简单的颜

色和形状有了基础的认知。

此外，“米菲系列”还有更多延续的

新书品种将会陆续出版，这些新书具有

更加奇妙和意想不到的游戏互动和早

教认知功能。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将建立起具有相当规模的米菲产品线，

打造以米菲为形象的早教IP品牌。

重点荐书

《米菲系列》再出新书 打造明星早教IP
信息提供：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直购通道：魏异君 0791-86508082

发行心得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董宏猷携带新作

《鬼娃子》走进了多所学校，为读者带去了

梦幻的讲座。每场活动都十分火爆。董

宏猷在过往的创作中就曾广涉原始森林、

长江、大海，从全方面、多层次对自然生态

这一母题进行开拓，对现代化的进程中出

现的生态问题给予关注，并进行了不同程

度的反思。此外，从《一百个中国孩子的

梦》到《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再到新作

《鬼娃子》，30多年来董宏猷对于“梦幻现

实主义”这一手法不断进行开拓与践行，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鬼娃子》所揭示的诸

多生态问题，所流露出的现实意义，所发

出的当今时代最迫切的声音，必将引起全

社会，特别是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朋友

对于生态问题的关注。

首届“接力杯曹文

轩儿童文学小说奖”金

奖作品《给我一个太

阳》是一部反映“留守

儿童”现实生活的儿童

小说，作者王璐琪以独

到的眼光和细腻的笔

触讲述了父母外出打工，被留在安徽老

家的一对姐弟心酸、勇敢的成长历程。

描绘出真实可触的儿童现实和心理世

界的同时，也让读者从更多全新的视角

看待留守儿童问题。

“彩虹鸟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书系”

首批3种分别是王勇英的《花石木鸟》、

左泓的《五色树》《萤火虫之谷》。该书

系以作家对各民族少年儿童生活的真

切体验为基础，描摹少数民族少年儿童

的内心世界、成长历程，展现各民族少

年儿童的生活现实、心理现实，以及阳

光、绿色的生命状态。其中《花石木鸟》

刻画了苗族女性以刺绣、蜡染图案寄托

个人内心情感世界，表现了她们对自然

的认知和对美的向往。《五色树》《萤火

虫之谷》两部作品则通过少年鲁格列和

小男孩尤卡的故事，呈现出了赫哲族少

年儿童的心灵世界。

重点荐书

首届“接力杯曹文轩儿童文学小说奖”金奖作品上市
信息提供：接力出版社 刘佳金 直购通道：张玉芹 010-65546561

发行心得

一、10 月“荒野求生”系列作者贝

尔·格里尔斯来到中国，接力出版社筹

备1个月，策划了“和贝尔一起去探险”

系列活动，在全国招募了 30 余名小读

者，与贝尔一起进行了为期1天的户外

生存探险。消息发出后，北京电视台、

北京晚报等全国媒体全程跟踪报道，接

力出版社蓝 V 认证的抖音号，实时播

报，活动结束后吸粉2万余人，单个视频

最大浏览量达 21.5 万次、点赞 9.6 万

次。北京电视台全程实时报道，累计覆

盖200余万人。

二、蓝精灵是 1958 年 10 月 23 日诞

生于比利时漫画家皮埃尔·库利福德手

中的卡通形象，今年刚好是蓝精灵60岁

生日，接力出版社推出《蓝精灵图画故

事书60周年珍藏版》，让蓝精灵这一经

典卡通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小巴掌童话诗精

选”系列目前推出了《鱼

儿会不会微笑》和《在树

上看风景的狐狸》两部

新作。作品中主要收

录了张秋生近几年的

新作，精选了作者最有

代表性的诗歌，可以说

是作者诗歌的荟萃。“小巴掌童话诗精

选”延续了作者篇幅简短、文字优美、构

思精巧、幽默风趣、独具诗韵的作品特

点，又融入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感悟，技

巧更加娴熟，诗意更浓，更具童心、童趣。

“《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震动

6 绿毛水怪》上市，这部长篇巨作现实

而深刻地抛给读者如下话题：多年前的

那场大地震，固然是可怕的，它破坏人

类赖以栖息的家园，夺走人的生命。然

而，还有一种驻长在人心里的怪兽，它

以恐惧为根，以仇恨为狰狞面目，却依

旧可以夺去人的生命。通读全篇，作者

以浓郁的人文情怀和极大的悲悯，并给

予人们对于人心以及人性的深刻反思，

因而使这部小说充满了人文主义关怀，

并拥有了独特的文学价值和厚重的社

会意义。

重点荐书

“小巴掌童话”用童话诗描绘大世界
信息提供：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营销部 直购通道：马跃华 010-57526576

发行心得
一、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得主、

亲情小说金牌作家徐玲的最新力作“拆

信猫时间”系列，目前已出版《拆信猫时

间：3号别墅的胡子爷爷》《拆信猫时间：

丢了魔术的魔术师》两部新作品，该系

列是徐玲专为小学中低年级读者打造

的童话系列。在刚刚闭幕的第6届上海

国际童书展上，中少总社举行了《拆信

猫时间》新书首发式及读者见面会，作

家徐玲到场与孩子互动分享书中的精

彩故事，受到了热烈欢迎。

二、“植物大战僵尸2 恐龙漫画”系

列图书是中少总社为游戏迷和恐龙迷

们打造的一套寓教于乐的科普漫画故

事书。该套书将“植物大战僵尸2”游戏

中的经典角色豌豆射手、菜问、坚果、红

针花等带到遥远的中生代，与恐龙这一

神奇生物相遇，共度一场场充满冒险与

欢乐旅程的同时，也为小读者打开了解

恐龙的一扇窗。

下一阶段浙少

社的重点书有“少年

冒险王·神州寻宝”

系列（共4册）、“少

女三部曲”系列（共3

册）、“中国少年儿童

传统文化百科”系列

（共5册）、“郑小强奇妙事件簿”（共5

册）等。“少年冒险王”系列的作者彭绪

洛是位探险家，征服过很多死亡绝境，

他创作的作品是真正意义上的探险小

说。彭绪洛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让小

读者领略自然山河的壮美与险峻，同时

将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野外生存知识

传授给小读者，让他们去实践、探索，亲

近自然、走进自然。“少年冒险王·神州

寻宝”是“少年冒险王”文字版系列第1

辑、共4册，主要围绕4位小主人公在神

州大地寻宝的故事展开。书中配有精

美插图，书后解密作者成长经历，还有

与小读者互动问答部分，以及充满实用

性的野外生存小知识讲解。

重点荐书

“少年冒险王”带小读者领略自然山河
信息提供：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靳田田 直购通道：邵敏捷0571-88909829

发行心得

一、对于学习型读物，浙少社不仅

致力于出版理念创新、内容精彩的文学

读本，也着眼于立足自身资源为广大教

师提供服务。10月19日、20日，该社与

蒋军晶特级教师工作室联合举办了一场

关于“群文阅读教学”的公益性教学讨论

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600余位小学语文

教师汇聚在杭州萧山，围绕浙少社《小学

生群文读本》的使用情况延伸出“群文教

学”这一新型语文教学方式的实践探

讨。这次活动为老师提供宝贵教学资

源的同时，也推广了该社许多可以配合

小学语文教学的优秀读物，如《我的母

语课》《小学生名家文学读本》以及面向

低龄儿童的绘本等。

二、10月，浙少社的名家校园行正

式展开，沈石溪、乐多多、许友彬、杨鹏、

黑鹤等儿童文学作家先后进入全国各

地的校园与小学生见面交流，分享自己

的写作经验与人生历程，让孩子见识到

日常学习生活之外更广阔的风景，打开

他们的阅读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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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新华发行集团启动“阅读基地”建设工程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月13日，江苏新华发行集团新阅读推广活动“阅读基地”建设工程正式

启动。亲子阅读专家李峥嵘受江苏新华发行集团邀请，向江苏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授出“阅

读基地”的牌匾。授牌仪式后，李峥嵘为在场的3~6年级学生作了主题为“如何写好一个生动的人物”

的精彩讲座。据介绍，江苏新华发行集团致力于全民阅读的推广，先后启动了10余个富有创造性和人

文情怀的推广活动，继“校园人文行”“凤凰姐姐讲故事”“校园深阅读”等品牌活动后，“阅读基地”建设

工程将推广点放在了校园。

此次授牌的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坐落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如皋市城北街道，有近

60个教学班、160多名教师、3400多名学生。学校硬件设施齐全，教学楼、实验楼、信息楼、艺术楼、图

书馆、体育馆、攀岩馆、社团活动中心、儿童剧院、标准化田径场和足球场等一应俱全；“随班就读”蓓蕾

资源中心一体化配备心理咨询室、学习能力发展室、感觉统合训练室；班班配齐电脑、液晶投影仪、实

物展示台等信息化教学设备；书人广场、明德大道、论语碑林、少年中国墙、古诗回廊、书艺长廊、游戏

雕塑等彰显学校独特的文化韵味。 (江 海)

/营销周报·行情报告2018中国书业实力版图专刊

《新时代知识分子

榜样》响应中组部、中宣

部《关于在广大知识分

子中深入开展“弘扬爱

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

新时代”活动的通知》，

集中展示了新中国优秀

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先进事迹，

展现了知识分子把个人理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融合在一起，把个人

奋斗汇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的历史潮流之中的情怀与实干精神，为

新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汲取强大榜样力

量、树立牢固家国情怀提供了有力参考。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该社出版

了《蛇口，梦开始的地方：致敬改革开放

40年》《中国报业40年》《深圳十大文化

名片》《对外开放四十年：回顾与展望》和

面向中小学生的《伟大的改革之路》《伟

大的开放之路》《新时代全面深改》等一

批反映改革开放40年主题图书，即将出

版的还有《大变革，平天下》《我与中国的

美丽邂逅：来华留学生讲述改革开放的

中国》等。

重点荐书

人民日报出版社

《习近平用典》再度“圈粉”《新时代知识分子榜样》备受欢迎
信息提供：人民日报出版社 毕春月 直购通道：王宇霞 010-65369530

发行心得

一、连日来，随着《百家讲坛》特别节

目《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在

央视、各卫视及地面综合频道的热播，

《习近平用典》再度“圈粉”，备受广大读

者和网友的关注，全国各大新华书店均

设专区集中展示、重点推荐，又掀起一轮

读用典、学用典，感受博大精深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热潮。截至10月底，《习

近平用典》第1辑累计发行210万册，《习

近平用典》第2辑累计发行80万册。

二、《新闻传播学热点专题：知识图

谱（2019）》与《媒介热点透析与前瞻》是

畅销书《新闻传播学热点专题80讲》连续

出版 5 年之后首次尝试改版，拆分为 2

本。该书主要采取“线上预售”+“网店直

销”的发行模式，辅以少量作者签名本，

每年出版前夕即可预售1万余册，出版月

余即售罄。自2013年首次出版以来，已

累计发行15万册。

《送信人》是英国

著名小说家和评论家

L.P.哈特利的代表作，

曾获英国皇家学会海

纳曼基金奖。由该书

改编的电影获得奥斯

卡金像奖提名和戛纳

电影节金棕榈奖。书中讲述的是，一个

漫长而炎热的夏天，12 岁的利奥应邀

到同学马库斯家的布兰汉庄园做客。

出于对马库斯姐姐玛丽安的感激，年少

单纯的利奥友善地充当起玛丽安和农

夫特德之间的秘密送信人，却震惊地发

现了他们之间的秘密。作品继承了英

国文学的深厚传统，具有高超的语言艺

术和叙事技巧，充满玄机、暗示、隐喻和

典故的精妙行文，令人读来不忍释卷，

回味无穷。

重点荐书

推出奥斯卡提名奖作品《送信人》
信息提供：漓江出版社 杜 渝 直购通道：李海涛 010-85893192-805

发行心得

一、《送信人》故事的背景是 20 世

纪初新旧世界交替之际的英国，作者

从一个少年的独特视角，刻画了社会

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冲突，其间夹杂着

一个即将逝去的旧世界引起的多重

感受；也通过利奥这一形象的成功塑

造，揭开了男孩青春期丰富而复杂的

秘密心理世界。该书一经推出漓江社

发行部人员多次与各大书城网站沟通

联系，进行重点宣传，并配合各大书城

的推广活动重点摆放，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

二、《女人 30+》《女人 40+》的作

者金韵蓉是资深芳香疗法专家、心理

学家、亲子专家、畅销书作者、时尚生

活家，拥有深厚的心理学专业底蕴和

睿智的人格魅力。这两本书是金韵

蓉多年来的心灵能量经典，自初版以

来深得女性读者喜爱，多次再版，销

量 20 余万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