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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工业出版社爱丽丝童书项目部
打造自己独特的出版风格

■郭嘉欣（石油工业出版社爱丽丝童书项目部营销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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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出版优质儿童图书，创作、生产、引

进精品力作，是石油工业出版社爱丽丝童书部

的重要目标和标准。在精品战略、精品意识指

导下，我们只出版对儿童阅读、儿童成长有价

值、有意义的图书。爱丽丝童书编辑部是一支

成熟稳健的团队，也是一支充满童心、人才济

济的队伍。担任部门领导管理工作的艾嘉老

师是拥有十多年经验的儿童图书出版人，也是

多部畅销书的金牌策划人，出版了“阅读大中

国的畅销”系列、“Wimmelbuch图书小汽车”系

列、大型原创绘本“中国科技史图画书”系列以

及广受小读者和父母好评的“保护自己没那么

难”系列等畅销书。曹曦予是资深童书策划

人，曾经出版策划过爆款校园儿童文学“米小

圈上学记”系列、低幼黑白卡等知名畅销系

列。策划编辑刘晓婷则围绕很多产品做了线

上线下活动以及微课课程开发。团队成员都

具有中文或儿童教育专业背景。

在选题方面我们要求非常严谨。除了采

用内部选题论证会等方式让编辑畅所欲言，发

挥团队的资深经验优势之外，我们还深入市场

调研，用数据说话，以目标为导向，找到精准的

目标读者，通过问卷、社群反馈等方式，找到最

适合读者、最有价值、最有市场的选题。

在出版思路上，我们从引进童书到落脚国

内原创童书出版，以及引进畅销IP资源，同时

拟定并执行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的方向，对于

提高和叠加我们自有石油童书品牌非常关

键。我们的目标是打造国际化、潮流化童书品

牌，借力世界一流童书IP。

在组建作者队伍方面，我们视作者资源为

出版之源，为了能够在童书出版方面有扎实的

基础，我们广泛联系作者、深挖国内外作者，加

强组建国际、国内原创作者团队，寻求适合我

们自己童书出版的作者。目前石油童书作者

库里，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作者资源。这对于我

们翻译外版童书、原创童书、中外合作出版等

都是有利的支撑。

在加强童书编辑人才队伍的培养方面，我

们广纳新人，为编辑队伍加入新鲜、活泼积极

的血液，使编辑队伍不仅有丰富的经验还有蓬

勃的朝气，从而开拓出版思路，提升对现代市

场的敏锐度。

近年来，我们出版的各类童书荣获了各平

台的奖项。在坚持“外版引进优质化，国内原

创市场化”出版战略的同时，我们在市场方面

同样硕果累累。去年大力打造的“波兰传说故

事”系列、“滴滴小汽车”系列、“保护自己”系列

等，产生了广泛的市场反响。在做《波兰传说

故事》《藏在动物肚子里的秘密》的时候，我们

得到了波兰大使馆的鼎力支持，在中波的文化

氛围下，小读者不仅了解了波兰的文化，还对

中国的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爱丽丝童书部是一支经验丰富且年轻的

团队，在出版童书的摸索实践中，我们形成了

自己的出版思路，通过努力实践，不断地打磨

编辑队伍，不断迭代产品，确保我们在童书出

版领域保持竞争力、战斗力，打造出自己独特

的出版产品和风格。

成立于 2005 年的湛庐文化，13 年来一

直高速发展。多年的积累铸就了湛庐多样

化、高品质的产品线，每一本图书的上市，每

一本被读者认可的好书，都离不开一支优秀

的发行团队。“商场如战场”，湛庐文化的发

行团队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特别有朝气”

的团队，每个成员把自己看成军人，反应迅

速、通力协助、密切配合。

在“特别能战斗”上有两点体现：

一是湛庐的发行团队善于分析。面对

众多渠道以及多品类图书，尤其是重点书，

湛庐的发行团队并不会采用各个渠道同期

平铺的方式，而是根据对渠道的分析以及与

要推图书的匹配度来确定发行方式。例如，

2016年，湛庐文化推出了由优客工场CEO

毛大庆翻译的《鞋狗》一书，发行团队通过对

各渠道的客群分析，选择与京东图书重点合

作，在全国举办了多场活动，覆盖北京、上

海、广州、成都、西安等重点城市，同期在京

东大大小小 100 个以上的资源位置进行曝

光。京东一个渠道引爆后，获得可喜销售数

字的同时，也形成了一波强有力的营销。最

终，《鞋狗》3个月销量突破20万册。

2017年，《影响力》作者罗伯特·西奥迪

尼时隔30年之后的又一部重磅力作《先发

影响力》出版，湛庐发行团队通过对《影响

力》现有渠道销售情况的分析，最终与博库

网络图书有限公司就《先发影响力》达成深

度合作，借势《影响力》一书在博库网的优质

流量，进行定向推送。《先发影响力》上市仅

1个月，销售突破5万册。

二是敢于尝试和开拓。对于新兴渠道和

新的玩法，湛庐文化发行队伍也非常敢“试

水”。今年4月，湛庐文化《知识大迁移》一书

出版前期，发行团队与编辑团队深度沟通，寻

找并放大卖点，最终选择在得到平台进行重

点合作，并邀请湛庐文化董事长韩焱在知识

付费平台进行直播分享，借此，《知识大迁移》

上市7天，销售突破2万册。8月，湛庐文化首

部科幻小说集《十二个明天》上市，发行团队

与西西弗书店深入沟通，达成最高级别“S级”

战略合作，在全国158家书店重点展示，在西

西弗书店平均3天就有一场活动。这些活动，

不仅得到了读者的好评，更带动了其他渠道

和湛庐文化其他图书的销售猛增。10月，湛

庐文化发行团队再创佳绩。湛庐与丁香医生

合作的《健康日历2019》，通过与当当网以及

丁香医生的通力合作：公号、微博、直播、粉条

投放等新媒体的运用，实现了预售2小时销量

2.2万册的成绩。这也是丁香医生近几年出

版的日历取得的最好销售成绩。

正是因为有前期的积淀和后期发行团

队的努力，在市场环境严峻的情况下，湛庐

图书同比 2017 年，仍然取得了非常高的增

长，其中京东增幅高达60%，天猫渠道同比增

长125%、特殊渠道（得到、樊登、一条、大V店

等）同比增幅142%。值得一提的是，电子书

同比去年也取得50%增幅。

不仅如此，这支队伍又特别年轻。团队

成员大多是90后，而带领这支团队的销售

总监也是90后。团队成员共同分析市场、

分析竞品，对内与策划编辑、营销编辑密切

沟通，抓住每一个营销的关键点，打造产品

市场热度；对外与经销商积极配合，深入合

作，及时同步营销动态。在团队的努力下，

湛庐图书曾荣获亚马逊最佳合作伙伴、京东

优秀合作伙伴、年度作者最喜爱的品牌、西

西弗优秀供货商、湖北三新优秀合作伙伴、

kindle 合作先锋奖等一系列渠道客户和读

者赋予的荣誉。朝气蓬勃，具有快速的市场

反应能力和强大的团队协作能力，这些特质

使团队收获一次又一次的硕果。未来，这支

“特别能战斗”“特别有朝气”的队伍也将努

力创造出更好的成绩。

湛庐文化发行团队
特别有朝气 特别能战斗

■顾孟然（北京湛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图书销售总监）

海南出版社基础教育分社
立足海南市场 服务地方教育
■袁保华（海南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基础教育分社社长）

海南出版社基础教育分社致力于小学

至高中阶段的地方教材、教辅的开发与维

护，在人口红利小、教育欠发达、竞争激烈的

海南市场，积极创新求变，寻找发展机遇，内

联外拓，借力聚势，每年完成利润3000多万

元，并且保持10%的利润增长率。

目前，分社共有编辑 9 人，全部是 70

后、80 后的业务骨干，均为本科以上学历，

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是一支朝气蓬勃、求真

务实的团队。海南省的《海南地理》《海南

历史》《信息技术》《写字》《中华诵·国学经

典诵读》《专题教育》《生态文明教育（小

学）》《书法练习指导（初中）》等地方教材均

由分社出版。分社的中小学教辅品种全、

质量好、覆盖面广，在海南省的评议教辅推

荐目录中占据半壁江山，拥有较高的市场

占有率和良好的口碑。

近年在海南省的国标教材选用工作中，

分社租型的西泠印社版《书法练习指导》、新

世纪版《信息技术》、华东师大版初中《数学》

教材成功进入海南省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

取得重大突破。在教辅评议工作中，分社除

了保住原有进入推荐目录的品种外，还有5

个学科的初中同步教辅进入推荐目录，填补

了多年的空白。

对于传统的拳头产品，我们积极开展修

订工作，深入学校听取反馈意见，不断优化

完善，做好售后服务，提高产品附加值。每

年组织召开10余次教材培训会议、教辅修

订会议和座谈会。

在新项目开发方面，我们加强市场调

研，寻找市场刚需，依托省市级教研机构、重

点中学、民营教育机构等作者资源，开发质

量过硬的品牌教辅，策划出版了《海南中学

中考总复习》《新课程学习指导测试卷》《作

文的捷径在这里》《小学生安全教育》《筑梦

人生——海南省高中生涯规划》等，扩大了

产品线，提高了竞争力，成为新的利润增长

点。为了配合海口市的“双创”工作，我们出

版了《小学生文明健康教育》《中学生文明健

康教育》读本；为了做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我们配合海口市教研单位出版了中小学生

《心理健康》读本，以政府采购方式发放给海

口市中小学生。此外，开发了“金椰风”品牌

的系列教辅，市场反响良好。

我们顺应数字出版潮流，积极介入数

字出版。在品牌教辅中配上“导学号”，为

学生答疑解惑，提供增值服务；设立微信公

众号“海南教育出版”，发布教育资讯、推荐

学习方法、开设微店售书，目前用户数达到

9.5 万人，提高了用户粘性；与明博教育合

作，按照“一书一码一平台”的方式，为每本

教辅提供一个二维码，学生扫码后进入在

线学习平台。

海南出版社基础教育分社虽然人数不

多，却是一支团结协作、攻坚克难的团队，秉

持“服务海南教育,助推教育发展”的信念，

真抓实干，锐意进取，以更专业的态度、更饱

满的热情迎接未来的挑战。

重点产品：“波兰传说故事”系列、“滴滴小汽

车”系列、“保护自己”系列等；

业绩：石油工业出版社爱丽丝童书项目部成

立以来推出图书品种150种。其中，新书品

种65个，占全年图书品种的43%；重印书品

种85个，占全年图书品种的57%。“阅读大中

国”系列销售50万册，码洋1400万。“小汽车

Wimmelbuch”系列销售近 40 万册，码洋近

1192万。

成立时间：2017年10月 成员：8人

秉承现代教育理念，做新时代的童书匠，

与孩子们分享有温度、有理想的好书，共同成

长、一起进步。现代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综合

教育中心以“学生教育”为主线，以让学生掌握

基本的文学文化知识、学会生活和做人为目

标，既坚持传统教育，又着眼于现代教育理念，

出版和策划相关教育类图书。

我们坚守“一心一意做童书，扎扎实实搞

教育”的初心，在供给端和需求端两头发力。

这些年，综合教育中心凭着在书本中“钻进

去”、在市场上“跑起来”的精神，于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站稳了脚跟，撷取了累累硕果，成为出

版沃土上坚定不移的守望者。

一方面对文字内容“锱铢必较”，不容忍在

孩子的精神食粮里夹“馊饭”；着眼于“新”“热”

选题，借市场大势顺流而上；从生活细微之处

洞见教育之美，挖掘营销策划灵感。

另一方面，聚焦专业知识。团队人员具有

金融、经管、理工、教育、英语等不同专业背景，

严格把控各类稿件的质量。团队将现代教育

理念贯穿出版始终，以现代教育的视角打磨传

统教育内容，不断在数字化出版领域取得突

破。响应大国工匠精神，做儿童工匠出版，专

注少儿教育，精益求精。

我们把对下一代的无限期许凝结于出版

全过程，围绕“学生教育”这条主线，帮助学生

通过顺应认知规律和成长需求的内容，掌握基

本的文学文化知识，同时拥有生活和做人的智

慧，让孩子们在心中能够点亮一盏灯。

2017年，综合教育中心获得中华全国妇女

联合会颁布的“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团队策

划出版的家庭理财教育类绘本《三只杯》入选内

蒙古自治区建区70周年中央图书专项配送工

程，入围深圳2017年“年度十大童书”30强；主题

出版类图书《丝路画语》入选“中国好书”月榜。

2018年，原创儿童文学《晚霞中的红蜻蜓》

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

优秀出版物。科普书《人体运转的秘密》入选

第 8 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社长、总编辑荐

书。儿童财商绘本《三只杯》入选2018年度家

庭教育影响力TOP榜·孩子自我养成影响力图

书。此外，中心主任王春霞荣获中国出版集团

“十佳编辑”称号。

同时，诸多作品收获一版多次印刷的成

绩。2018年3月上市的“荆棘奶酪儿童文学”系

列，其中《晚霞中的红蜻蜓》《小偷奇遇记》《遥远

的记忆》《樱草花开》1版2次印刷。“中外文化文

学经典导读与赏析·初中篇”于 2018 年 1 月上

市，其中，《三国演义》《论语》《骆驼祥子》《水浒

传》等1版3次印刷；《红岩》1版5次印刷。儿童

财商绘本《三只杯》1版5次印刷，仅2018年就印

刷4次、销售5万套……《学而思秘籍·小学数学

思维培养练习1级》《学而思秘籍·一学就会语文

阅读专题突破（四年级）》《人体运转的秘密》《三

只杯》及“中外文化文学经典导读与赏析”等一

系列产品在各平台获得读者良好反馈。

现代教育出版社综合教育中心
一心一意做童书 扎扎实实搞教育

■现代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综合教育中心

重点产品：《鞋狗》《先发影响力》《知

识大迁移》《健康日历2019》等。

业绩：湛庐图书同比2017年，取得了

非常高的销售增长，其中京东销售

增幅高达60%。天猫渠道同比去年

销售增长125%。特殊渠道（得到、

樊登、一条、大V店等）同比去年销

售增幅142%。值得一提的是，电子

书销售同比去年也取得50%增幅。

成员：7人

重点产品：“荆棘奶酪儿童文学”、“中外文化文

学经典导读与赏析·初中篇”、《三只杯》等。

业绩：综合教育中心 2018 年共出版重点图书

52种，总造货码洋3338.152万。其中，《小学数

学思维培养教程+练习》造货码洋达1310.4万；

“中外文化文学经典导读与赏析”系列造货码

洋670万。

重点产品：《海南中

学中考总复习》《作

文的捷径在这里》

《金椰风·新课程同

步练》《中小学生心

理健康》等。

业绩：每年重印书

约600种，新书约80

种,销售册数达2100

多万册，销售码洋

约1.6亿。

成立时间：2015年 成员：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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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8人

/ 出版百强团队

人民社《青年马克思是怎样炼成的？》趣读马克思青年时光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月29日，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人民出版社读书会主办的《青年马克思是怎样

炼成的？》新书首发式暨出版座谈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青年马克思是怎样炼成的？》一

书，是以清华大学知名教授夏莹的系列音频讲座“趣读马克思”为蓝本，以一种轻松的笔调来叙述马克思丰

厚思想的一次写作“历险”。它截取了马克思青年时代的诗作、小说、博士论文、政治评论以及未发表的手

稿，以趣味性的问题为主线，以原文为基础，生动地描述了1844年之前马克思思想的产生过程。

全书共分17个问题，涵盖马克思思想中诸多核心概念。它不仅是一部青年马克思哲学的问题史，同时

还是一部片段化的学术生平传记，记述了哲学家马克思兼具激情梦想与冷静沉思的青春时光。

该书的出版发行，突出了新时代“马克思走进青年”的主题韵律。通过“趣读马克思”这种活泼的形式，

深化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彼时同样作为青年的马克思之所思所想的认识。通过“思想历险”这种生动

的架构，引导青年感受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领悟马克思主义蕴于时代的力量。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

长万俊人，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仰海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研究》主编崔唯航，中国

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文喜，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哲学研究所所长吴冠军，南京

大学哲学系教授蓝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赵义良，人民出版社读书会负责人刘江波，

人民出版社副编审曹歌等出席新书首发式。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主任陈浩主持会议。 （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