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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迄今，已

经走过了 20 个年头。20 年来，海豚传媒

始终以“培养野性而又高贵的中国优势儿

童”为使命，怀抱对中国儿童的爱与关怀，

坚持“大格局、大视野”，以国际资源整合

者的角色和标准，聚合来自全球范围的出

版商、品牌商、创作者、专家及童书资源。

多年来，海豚传媒十分重视与国内外

优秀作者、绘者、教育专家、知名院校、全

球版权代理的合作。迄今为止，我们与荣

获鲁迅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的作者，

荣获布拉迪斯拉发插画奖的绘者，以及英

国剑桥艺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等国际国

内顶尖院校等展开密切合作，年出版原创

作品超过260种。由海豚传媒原创出版的

绘本《抽屉里的糖》，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

2018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读物；

《献给孩子的诗歌绘本》入围2018年全球

插画奖；原创中华传统文化绘本《新老鼠

娶亲》荣获美国三乘三国际插画奖；原创

绘本《火焰鸟》入围2018小凉帽国际绘本

大奖。

海豚传媒秉持“立足中国，讲好中国

故事，面向世界展示中国力量”的出版原

则，长期致力于构建多维度的原创出版体

系，进行跨学科、全领域、多层次的原创出

版思考，为儿童提供符合成长规律、满足

成长所需、激发成长动力、实现成长启蒙

的原创优质童书。

除了继续在原创图画书中整合优质

资源，说好中国故事，我们还将在儿童文

学、科学及低幼启蒙板块全面开花，预计

于2019年上市的原创儿童科学大系《中国

少年儿童百科知识全书》获得了国内多位

科学院士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低幼板

块中的《团团圆圆中国节俗绘本》则深入

传统文化中的民俗领域，为孩子描画中华

大地上，大河两岸边，不同地域、民族欢庆

时节的独特礼仪和不同场面。

20年来，海豚出版坚持“专注产品线

的经营，打造品质好的产品”，以种植的心

经营每一条产品线，逐步形成了产品线经

营的思路。

海豚传媒坚持精品出版策略，打造

品质好的产品，同时最大化挖掘图书及

品牌的价值内涵，匹配和引领读者需求，

为孩子提供最优质的精神食粮。多年

来，海豚出版围绕中国 0~12 岁儿童成长

和发展的需要，深耕儿童教育的三大核

心主体，不断满足孩子成长的精神所需、

家长成长的智慧所需和教育机构发展的

软实力所需。

在打造好书的同时，海豚传媒通过深

耕每一个少儿细分市场，进行产品线的全

面梳理及整合，在此基础上实现产品效能

的最大化。迄今，海豚出版已构建了14条

出版产品线，涵盖了面向0~12岁儿童、父

母及教育机构的科学完整的三大产品体

系，出版规模超5000种。2018年，海豚出

版通过打造头部产品，聚焦爆品营销，实

现了 15 个品系年销量超过 100 万册，近

100 个品系年销量超过 10 万册的成绩，

2018年整体发货码洋突破13亿。

20年来，海豚出版坚持“与时俱进，锐

意创新”，从研发到服务，从渠道到市场，

从思维到观念，海豚出版始终以创新驱动

发展。近年，海豚着眼于“出版+数字”“出

版+幼教”的融合发展策略，未来将致力于

更全面地实现一种内容、多种媒体、同步

出版的融合出版局面，加速出版内容、出

版载体、出版服务的全面升级。

在“出版+数字”的融合发展指导下，

海豚将基于出版内容，开发融合出版内容

与服务方案于一体的教育类APP，让传统

纸质出版借助数字技术大船出海，找到新

的增长点和突破口。而“出版+幼教”的融

合策略同样是未来海豚出版不可或缺的

重要方向，随着“儿童小书房”“阅读功能

室”等教育阅读解决方案的陆续开发，未

来海豚的传统出版将会更深刻地与家庭

教育和园所教育相关联，计划用2年时间，

逐步形成有系统、成体系、能延展的一系

列学习性内容。

未来5年，海豚出版将全面加大教育

类产品资源、专家资源和合作伙伴资源的

整合，以原创出版与输出、教育出版、创意

出版为核心方向，建构起面向孩子、家庭

和教育机构的三大核心教育产品集群。

今年是禹田文化传媒成立20周年，旗下子品牌暖房子绘本馆也

有了近10年的积累。回忆最初的尝试，暖房子绘本馆曾策划过一批

非常符合中国家长和孩子欣赏习惯的畅销绘本，如“暖房子经典绘本

系列”，引进英国知名版权，发货码洋累积突破1亿。

一家童书出版公司的立身之本终究是原创。2014年，我们与作

家向华、中央美术学院绘本创作工作室达成合作，重新包装推出“中

国民间童话”系列，呈现了一份优质、有本土味道的精神食粮。暖房

子绘本馆在原创绘本领域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三方面发展路径：一是

坚持高品质的儿童审美和儿童观，精心打磨产品。我们要确保对每个选

题的讨论足够，具有审美价值，内容符合儿童阅读、有正能量。二是发现

聚集优质内容资源。2017年，禹田文化传媒与比利时著名童书出版机构

Clavis出版公司合作，引入在欧洲有多年经验的金钥匙绘本创作大赛，获

奖作品均可在中欧同步出版。第2届金钥匙绘本创作大赛作品征集将

在今年7月15日截止，获奖作品会在今年BIBF上揭晓。三是建立完整

而丰富的产品线，布局更广阔的市场。目前，我们也将重心放在原创绘

本上，积极推动原创绘本“走出去”，实现品牌价值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品牌名：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9年
迄今为止最“爆”的产品+销量：《海底小纵队探险记》销售
1379万册，码洋2.3亿

机构人数：700余人
2018年出版品种：769种
2018年销售码洋：逾13亿

着眼着眼““出版出版++数字数字”“”“出版出版++幼教幼教””融合发展策略融合发展策略

海 豚 传 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品牌发言人：陈琳（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编辑中心总监）

2003年8月起，爱心树童书率先规模

性地从全球各地挑选优秀儿童绘本进行

策划，在国内少儿出版领域掀起绘本出

版热潮。目前爱心树已引进策划获得美

国凯迪克奖、英国格林威奖、德国青少年

文学奖、博洛尼亚书展童书奖、国际安徒

生奖等大奖作品、绘本近千部。创造了

《窗边的小豆豆》单本书1200万册的销售

奇迹，并高频次入选全国各地中小学生

必读书单。

“爱心树”分为绘本、儿童文学、科

普、亲子益智四大板块。绘本板块以出

版 0~6 岁儿童绘本为主，自设立以来，陆

续推出《爱心树》《小黑鱼》《不可思议的

旅程》等近千册绘本，屡次登上全国十佳

童书榜。文学板块则精选世界经典儿童

文学及纽伯瑞奖、安徒生奖等国际大奖

作品，如《窗边的小豆豆》迄今销量超过

1200 万册，知名电影及动画的原著小说

《魔女宅急便》《战马》等。科普板块甄选

世界少儿科普精品，为孩子打开科学启

蒙之门，出版主题涵盖天文、地理、海洋、

动植物等，如《一粒种子的旅行》《走进奇

妙的数学世界》《珠穆朗玛》等。亲子益

智板块立足家教育儿领域，《西尔斯亲密

育儿百科》《关注孩子的目光》等众多优

秀育儿作品成为新手妈妈必备书，为孩

子的成长保驾护航。

有益、有趣，值得反复阅读，是“爱

心树”的选题标准。品牌创立 16 年来，

“爱心树”始终不忘初心，以让每个孩子

都成为爱书人为己任，始终坚持高品质

选题、细心打磨每一部策划作品。在的

同时，“爱心树”不断坚持邀请国际知名

儿童文学作家和绘本作家来到中国，和

孩子面对面互动，播撒阅读的种子。比

如日本绘本大师五味太郎、2018 年国际

安徒生奖得主角野荣子、《鸭子骑车记》

的作者大卫·香农、“博恩熊情境教育绘

本”系列的作者迈克·博恩斯坦等。

“爱心树”也在坚持培养中国原创力

量。与英国剑桥艺术学院的绘本创作研

究团队合作，已组织4期针对插画师的绘

本创作培训班，其中有数名学员获得国

内外知名插画奖，并有多名学员与国内

出版社达成绘本出版意向。“爱心树”也

签约了其中的优秀学员作品，现在正在

与美国Kane press出版社一起打造这部原

创绘本，力争提升中国原创绘本起步的国

际化水准。

除此之外，“爱心树”也在不断策划原

创选题，从中国传统文化着手，推出了“中

国名画绘本”系列、“中国人的历史”系列、

《甲骨文学校》《时节之美》等作品，获得了

极大好评。

品牌名：爱心树童书
成立时间：2003年
最“爆”的产品+销量：《可爱的鼠小弟》销量超
1200万册，《窗边的小豆豆》销量超1200万册

机构人数：35人
2018年策划品种：136
2018年销售码洋：31,738万

在国内掀起绘本出版热潮在国内掀起绘本出版热潮

爱 心 树 童 书

■品牌发言人：李昕（新经典文化副总裁、爱心树童书总编辑）

品牌名：暖房子绘本馆 成立时间：2010年
迄今为止最“爆”的产品+销量：“暖房子经典绘
本”系列发货码洋破1亿

机构人数：5人
2018年策划品种：60种

““暖房子经典绘本暖房子经典绘本””系列系列 发货码洋破亿发货码洋破亿

暖 房 子 绘 本 馆

■品牌发言人：许磊（暖房子绘本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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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名：南京大学出版社少儿图书中心
成立时间：2012年
迄今为止最“爆”的产品+销量：《大头儿子和小头
爸爸》2019上半年销售66万册

机构人数：16
2018年出版品种：新书292种，重印295种
2018年出版码洋、销售码洋：1.35亿，1.2亿

在内容上做出在内容上做出““小延伸小延伸””

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少 儿 图 书 中 心

■品牌发言人：石磊（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兼少儿图书中心主任）

南京大学出版社少儿图书中心下设

儿童文学图书编辑部、幼儿·动漫图书编

辑部和学前教育图书编辑部3个板块，秉

持高品质的出书品位、品牌兴社的出版

理念，保持连年稳增长的态势。

儿童文学图书编辑部主要研发原

创、引进儿童文学和绘本精品图书。尤

其重视原创精品的研发和推动，如与著

名儿童文学作家郑春华、程玮、车培晶、

保冬妮、周锐、韩青辰等建立了整体、长

期、深入的良好合作关系，不断推出精

品、新品，重点打造，不仅受到业内关注，

且已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如 2019 年 5 月出版的程玮新作《午夜

动物园》，目前销售7.5万册；郑春华经典

作品《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2019上半年

单本销量达 66 万册；“保冬妮绘本珍兽

馆”入选 2017 中华优秀科普图书榜少儿

原创榜单等。

针对重点作家重点作品，南大社少

儿图书中心在编辑和装帧设计上下足功

夫，在内容上根据图书内容做出“小延

伸”，如针对《啄木鸟叫三声》的内容，理

出一条德国童话文化之旅的线路；针对

“一年级的小豆包”，挖掘作品背后的真

实故事；针对《贝加的樱桃班》，展现作者

的写作历程等，这些内容的设置采用图

文并茂的方式，令读者对作品的认识、世

界的认知更进一步。而在装帧设计上则

是根据作品特质，注重细节，让“设计”来

讲故事，和读者产生“沟通”。如在《小王

子（典藏版）》的设计上，采用大面积印

金，站在星球上的小王子经典形象以剪

影的形式呈现，顶部则用了法国国旗红蓝

白压边，这些都与市面上大部分《小王子》

的装帧大有不同。大面积印金的质感给

人以经典的感受，也令读者想到小王子在

沙漠中的旅程；红蓝白压边既是法国经典

文学的体现，又在视觉上减轻了大面积印

金带来的沉闷感，小王子站在星球上的经

典剪影使整本书的辨识度在第一时间直

接传达给读者。另外，内文插图则保持原

画风格再现，改变了原图质量不佳的状

态，令内页品质提升。整本书采用小 32

开，精装圆脊的形式，字体字号及间距都

精心设计，令读者爱不释手。该书的设计

看似简单，实则在细节上花费了很多心

思，呈现了简洁但不简单、细腻又大气的

视觉传达效果和阅读质感。

在营销上注重传统渠道和新兴渠道

的结合，在图书未上市前就开始投入营

销工作，如参加全国百班千人读写计划、

举办新书发布会等引发市场关注；上市

后则通过“读者见面会”“诵读经典，好书

相送”等南大品牌营销活动真正落地，在

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与此同时，注重国外优质童书的引进，

如引入佐野洋子、荒井良二、特蕾西·莫洛

尼等绘本大师的作品，“纽伯瑞儿童文学奖

获奖作品精选”等，并邀请唐亚明、彭懿、程

玮等名家译者担当翻译，确保图书高品质，

如《圣诞老奶奶》《大家全是大熊猫》《哎呀

呀，这可真是太好了》《汉克，这头鹿》等在

读者中有相当的认知度和美誉度。

幼儿·动漫图书编辑部坚持以幼儿

成长需求为主旨，以市场为导向，精心打

磨产品，力求推出更多有助幼儿发展的

优质图书。如与“世界一流、中国顶尖”

的动漫品牌合作,“奥特曼”“熊出没”“迪

士尼公主系列”等。学前教育板块以幼

儿园教材、教具为主。幼儿园单元课程》

荣获“教育部首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

等奖”，是全国幼教类唯一获一等奖的教

学成果。

·焦点品牌·

品牌名：朝华童书
成立时间：2016年12月
迄今为止最“爆”的产品：“美猴王”系列

机构人数：8~10人
2018年出版品种：56种
2018年出版码洋：6700万

做给孩子看的传统文化图书做给孩子看的传统文化图书

朝 华 童 书

■品牌发言人：刘冰远（朝华出版社副总经理）

朝华童书自2016年初开始酝酿，迄今

已有3年多了。成立之初，我们有一个宏

大而不太聚焦的发展方向——服务孩子，

共同成长。大的理念不错，可是和其他出

版机构的差异性在哪里？在最开始的一

段时间里，我们自己也不太明晰。早期的

选题储备，只要达到我们认可的标准，几

乎是什么选题都做，四处出击，各种尝

试。大家抱着创业的心态，全身心地投入

到热火朝天的工作中，挫折远多于惊喜，

有些事倍功半。当然，至少从经验中汲取

一些教训，并越来越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了，有所不为有所为。

2017年初，社内进行绩效制度改革，与

之呼应的，是我们的聚焦方向明确为：做给

孩子看的传统文化图书。这也是我们内部

口头说的“中国风”，要试着在朝华社刮一

刮。彼时，朝华童书有1+1个有些影响的

图书——1本《读给孩子的时令古诗（领诵

版）》和一套中英双语版的《中国故事绘》。

其中，《读给孩子的时令古诗》是责编打

磨了几乎一整年才推出的，也是该责编当年

唯一完成的选题。最初，项目主导人只是看

到儿童画大师杨永青先生的一系列古诗插

画。在不断优化方案的过程中，我们希望把

每一本书都当精品来做，要保证出版时间，

更要做出差异性和品质感。当时，二十四节

气因申遗成功而大热，古诗类图书也开始被

市场所重视，于是我们和主编高昌老师一

起，结合杨永青的精美插画，将各要素有机

地整合在一起，并把小学阶段的必读古诗目

录考虑进来，确定了最后的整体方案。杨永

青先生和高昌老师珠联璧合，必能做出一本

不可轻易复制的好书。但，我们认为这可能

还不够，我们还可以有提升，要进一步了解

小读者的阅读诉求，于是特别邀请小学中

高年级的同学来童声领诵这本书。有音

频，书上就得带二维码，在设计好的很有古

典中国味道的版式里丢一块黑疙瘩，实在

不协调。经过和美编的研究，我们把二维

码设置成了一个红色的“假印章”，巧妙地

“盖”在了杨永青先生的画面上。该书一出

来，很快就二次、三次加印，并于年底入选

了国家新闻出版署面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

优秀传统文化图书。

《读给孩子的时令古诗》在“中国风”

板块上钉牢了第一颗钉子，“美猴王”系列

则让我们在传统文化方向上打开了一片

天地。2017年初，我们开始着手策划这套

书。“美猴王”系列并不是一套新作品，而

是30多年前以多语种外宣书面貌出版过

的老作品，由30多位年富力强的美术家联

袂创作而成，曾广泛影响亚非拉地区，一

直被期待能有全新的中文版面市。但创

作年代久远，作者分散。这对我们来说却

是机会，大家都以为是骨头，我们偏要啃

上一啃，还要咂摸出滋味儿来。当年8月

底，我们把一套全新打造的“美猴王”亮闪

闪地放在了BIBF展台上。

美术大家严定宪等人的创作，装帧大

咖缪惟的整体视觉设计，青年作家火棘果

子的悉心打磨，是我们的信心基础。但要

让更多人知道、喜爱这套书，我们必须有

更多尝试。首先，书名不能叫“西游记”，

否则就会被淹没在名著红海里。“美猴王”

是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符号，几乎与《西游

记》划等号，又突出了主角个体。其次，32

本书，有32个画家，我们还邀请了16位非

常喜爱这套书的各界大咖联袂推荐。再

次，在BIBF上，我们邀请当年深受西文版

《美猴王》影响的国际友人现身说法，分享

其精彩的成长故事，引起广泛关注。在一

系列组合拳打出后，该书引起了以选书苛

刻著称的某公号平台的高度关注，并在9

月初首发开团，不到2小时即售出4000多

套。要知道，这可是定价500多元的一套

书！随后，编辑和发行人员的手机都被打

爆了，所有渠道通通打开了。

“美猴王”系列之外，我们还陆续推出新

式传统文化绘本“伊伊过大节”系列、《小米

的四时奇遇》，名家经典绘本《詹同精选集》

《中国童谣》等，让朝华童书的“中国风”刮出

了一些声响。接下来，朝华童书会有一系列

优秀传统文化产品不断推出，进一步聚焦，耐

心地做精做专。一个品牌的真正形成及其持

续的生命力，需要出版机构和编辑团队的坚

持与深耕，我们在努力创造下一个3年。

品牌名：中译童书馆
成立时间：2014年 机构人数：5人

最“爆”的产品+销量：《苏斯博士双语经典》逾
200万册、《欧美经典儿歌》逾200万册

对优质硬核内容精耕细作对优质硬核内容精耕细作

中 译 童 书 馆

■品牌发言人：林勇(中译出版社少儿分社副社长)

中译童书馆为中译出版社旗下的少儿

图书品牌，自成立以来，秉承中译出版社英

语学习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以少儿英语为

主要产品线，辅以艺术启蒙、儿童科普等品

类，引进与原创并重的产品格局。我们坚

持用匠心精神，将优质童书奉献给小读

者。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已积累了《苏斯

博士双语经典》《欧美经典儿歌》《培生少儿

英语阶梯阅读》《宝贝学常见词》以及《凯蒂

的文化艺术之旅》《戴帽子的猫科普图书

馆》等销量与口碑俱佳的品牌书系。

今年，我们有意放慢了量的扩张，致

力于对优质的硬核内容进行深耕细作，已

与时俱进的表达方式，使之在融媒时代再

放异彩。以我们畅销多年的《欧美经典儿

歌》为例。这是一个囊括了1000余首主题

丰富、风格多样的英语儿歌曲库，也是一座

集英语学习与欧美文化于一体的文化宝

库，其选曲和制作精良，是畅销40余年的

经典品牌Wee Sing旗下最大的一个系列，

极具IP运营的潜质。目前，我们以“装在妈

妈包里的英语儿歌曲库”为切入点，对这套

书进行了初步的改版升级，从开本选择、版

式设计到装帧印刷，都精益求精，力求内容

的多元化、高品质呈现。其中值得一提的

是，我们在保留光盘、方便读者车载欣赏的

同时，以方便、实用及增强互动性为目标，

对每首歌曲进行数字化开发，读者只需关

注公众号“中译少儿英语”，激活加密二维

码后就可以随时随地欣赏音乐，可以对照

中英歌词的滚动字幕进行跟唱、学唱，还可

以不定期收到专属公众号推送的英语儿歌

学习小课堂。接下来，我们还将出版Wee

Sing品牌下“看剧学英语”》系列，该系列包

括9部音乐剧，与图书配套，也可以扫码看

分幕剧情、单曲视频，并随着中英对照的滚

动字幕学唱剧中歌曲。借此，我们将聚集

大批中译少儿英语及Wee Sing品牌的忠

实用户，为我们后续开发衍生更多适合不

同年龄段、不同需求的图书和数字产品，形

成音频、视频和文字相结合的知识付费产

品，奠定良好的用户基础。

中译社第一套以故事形式介绍中国

名画的原创绘本《乐乐游中国画》，是一套

以中国的历史朝代为纲，以轻松的情感教

育故事为主题，讲述中国绘画史上的名家

名作的原创绘本，曾入选“2017年‘原动力

’中国原创动漫出版扶持计划”，自2018年

上市以来反响热烈，广获好评。今年4月，

我们与咔哒故事合作开发该系列的有声

绘本，并于6月10日正式上线，上线不到2

天立售3000套，并由此带动了纸质图书的

销售，是我们在多元开发、融合发展道路

上的一次成功尝试。

（下转第6版）

品牌大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