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大脑导师教你超级记忆法——世界魔方盲拧冠军新书问世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世界魔方盲拧冠军、最强大脑导师、儿童文学作家庄海燕总结 10 年教学经
验，
掌握全球先进全脑教育理念，
倾力打造最新力作“记忆大师”
系列，
近期由接力出版社出版。与市面
上其他记忆法、
思维训练的图书不同，
庄海燕在打造该系列图书时，
把孩子们的喜好放在首位，
创作了一
套文本新奇有趣、想象力天马行空、幽默感直击胸臆，让孩子们欲罢不能的科幻冒险传奇类小说。他把
记忆法巧妙融入小主角们的冒险旅程之中，
让孩子们毫无负担地一口气读完整本书，
自然而然地掌握记
忆法。
（上接第 43 版）

人民天舟：星空书店销售额每月递增 20%
■陆虹宇（人民天舟总编室办公室主任）

小档案

人民天舟（北京）出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民天舟”
）是人民出版社与天舟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于 2016 年 4 月共同出资设立的出版机构，是首批获得对外专项出版权的试点企业之
一。2018 年 7 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参股人民天舟。作为一家国际化创新型文化
企业，人民天舟积极探索海外发展路径，截至目前，人民天舟在摩洛哥、阿联酋和新西兰共设
立 3 家海外分支机构，分别是摩洛哥灯塔出版社、阿联酋沙迦分社和新西兰米莉茉莉出版社，
设立时间分别是 2017 年 9 月、2018 年 6 月和 2018 年 12 月。同时，人民天舟在摩洛哥设有中
国文化体验中心——星空书店，于 2019 年 3 月试运营。摩洛哥灯塔出版社、星空书店和阿联
酋沙迦分社是人民天舟独资设立，
新西兰米莉茉莉出版社由人民天舟控股。

机构成果
人民天舟拥有专业的编辑、翻译和海
外推广队伍，出品图书包括宣传习近平总
书记思想的图书，介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优秀企业发展经验、领军人物先进事迹的
图书，传播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出版
物和优秀少儿读物等四类，
覆盖英语、
阿拉
伯语、
法语等语种。以星空书店为例，
星空
书店的中文图书和中国主题外文图书合计
占比 20%，主要还是以阿拉伯语、法语、英
语这 3 个语种的图书为主。经过深入调
研，目前书店在售的图书均以摩洛哥读者
需求为导向，也包括阿拉伯语、法语、英语
等语种的畅销书。星空书店充分利用空
间，分系列展示与销售中国现当代艺术品
和艺术衍生品，
配合相关艺术类图书，
为摩
洛哥读者打造走进中国艺术的品质化高端
空间。与此同时，星空书店会定期举办各
类文化交流活动，打造立体文化交流平
台。试营业以来每月销售额呈 20%递增。
经过深入的市场调研和审慎论证，人民天
舟制定了“合作出版”
“企业落地”和“商业
性中国文化艺术中心”
三步走战略。
本地化建设
人民天舟在摩洛哥、阿联酋、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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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设立子分公司，定期参加阿语、法语
和英语区域的国际书展，以进一步积累资
源、拓展渠道、深耕市场。以往 3 年，人民
天舟在卡萨布兰卡国际书展的图书销量
节节攀升，尤其在第 25 届，人民天舟携带
百 余 种 、4000 余 册 图 书 参 展 ，销 售 图 书
3000 余册，销售额超 10 万迪拉姆，单品种
图书销售过千册。文化展览和交流活动
也是业务重点，迄今我们已经举办“艺术
中国主题展——3+3 墨飘北非”
“艺术中国
——湖湘艺术家作品展”
“艺术中国”德国
展等多个展览。
摩洛哥灯塔出版社是人民天舟首家海
外落地的实体公司，市场辐射马格里布地
区、欧洲法语区和非洲中西部法语区。人
民天舟在阿联酋沙迦设立的第 2 家海外分
公司，市场辐射阿联酋等中东及周边国
家。人民天舟在英语区收购了新西兰米莉
茉莉出版社绝大部分股权，后者因此成为
人民天舟经营的第 3 家海外分支机构，辐
射英语童书市场。摩洛哥星空书店致力于
打造成为
“商业性中国文化艺术中心”
。
项目实战
为更加扎实地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推
动中摩文化交流，人民天舟在摩洛哥设立
与灯塔出版社店社合一运营的星空书

本版编辑：孙珏
E-mail：4818208@qq.com
排版：姚志英

海外分支机构

“记忆大师”系列是庄海燕最新创作的一套校园科幻小说，该书把记忆法的知识点与故事情节巧妙
地结合在一起，
小主角打怪升级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记忆法的辅助。同时，
故事想象奇特，
笑点十足，
节奏
紧凑，
可以吸引小读者一口气读下去，
在读完整个故事的同时，
自然而然就记住了知识点，
毫不费力，
这
种体验与
“学习”
截然不同。
“记忆大师”系列中的“大脑传奇学院”是一座享誉世界的脑科学研究院，学院里云集了这个世界上
顶级的超级记忆大师，能够进入大脑传奇深造几乎是所有学生的梦想。该书以小主人公经过各种冒险
历练，
最终成长为世界记忆大师为主线，
情节风趣幽默、冒险悬疑，
同时在故事中巧妙地融入“快速记忆
法”
，
让读者在享受故事的过程中轻松掌握各种快速记忆的方法，
打造最强大脑。
（孙）

店。书店致力于打造成为摩洛哥文化地
标，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窗口、沟通中摩
友谊的桥梁。
人民天舟曾在持续半年多的时间里
进行全面的市场调研。随后发现，当地
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培训有实际需
求，但购买和体验渠道有限。这给星空
书店带来了“出海”契机。为了更好地在
当地开展业务，星空书店在组建团队、备
货以及举办活动方面进行了诸多布局。
在员工配置方面，组建了国际化团队：目
前星空书店共有 6 名员工，1 名为中国员
工，其余全部是当地人员，且全部是大学
以上学历。书店店员不仅要对在售书籍
十分了解，还需策划相关活动，沟通外部
文化机构。
星空书店占地约 350 平方米，分为上
下两层。一层为成人阅览区，设计巧妙糅
合了中国元素，典雅空灵；二层为儿童活
动区，小小乐园温馨生动。书店在保持中
国特色的同时，80%左右的图书配比为阿
拉伯语、法语、英语等语种的畅销书，最大
限度地满足当地读者的基本需求。
此外，
星空书店还充分利用空间，
为摩
洛哥读者打造走进中国艺术的品质化高端
空间。比如，
星空书店定期举办各类文化交
流活动，
涵盖文学、
书法、
电影、
音乐等多方
面内容，
打造立体文化交流平台。店内专设
的中国茶艺品鉴区，
茶艺表演、
中国茶品鉴、
茶文化讲座、
茶具鉴赏等活动也是星空重点
培育的特色板块。

五洲传播社：
为海外读者匹配特殊审美设计
■姜珊（五洲传播出版社对外合作部主任）

小档案

2017 年，五洲传播出版社（以下简称“五洲社”
）与阿联酋和弦出版社合作设
立了阿联酋海外编辑部，同年与墨西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做书出版文化公司合
作成立了墨西哥海外编辑部。

机构成果
五洲社的海外编辑部均与当地出版
机构合作设立，双方各自利用自己的优
势，推动中国图书在海外落地。近两年
来，在充分调研本土市场的基础上，阿联
酋海外编辑部策划和出版了一批符合当
地市场需求的中国主题图书，
收到良好的
市场反馈。阿联酋海外编辑部先后与人
民教育出版社、
四川天地出版社等国内多
家出版社签订童书和中国主题类、
文化类
图书的版权合作协议。童书是阿联酋编
辑部的工作重点，截至目前，阿联酋编辑
部完成出版 100 余种阿文童书绘本的出
版工作，
得到当地读者及出版社的热情反
馈，并在书展上获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
编辑部自主策划的文创产品中英文手账
本
“漫步中国城市”
系列北京、
上海篇也预
计 于 2019 年 底 在 阿 拉 伯 地 区 问 世 。 此
外，墨西哥海外编辑部聚焦中国当代文
学，目前已经完成出版《我叫刘跃进》
《一
句顶一万句》等文学作品的西语版。

字样（意为“中心之国”，即指中国）。此
外，
每一部作品都会由当地的设计师重新
进行封面设计，
以更加适合当地读者的审
美取向。
项目实战
经过多年观察，
我们发现墨西哥读者
对中国文学作品有着浓厚兴趣，
但由于本
地书店及其他销售渠道很难获取到优秀的
中国文学作品，
因此五洲社决定在墨西哥
设立海外编辑部。在经过对多家出版社的
调研后，
我们选择了具有中国图书出版经
验和市场口碑的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和做书
出版文化公司，
与其合作出版在墨西哥当
地出版以文学作品为主的中国书籍。
在经历了 2 年的摸索之后，墨西哥海
外编辑部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做书模
式，图书质量得到高度认可，积累了一定
的口碑，
目前正在准备出版的著名作家徐
则臣的代表作《跑步穿过中关村》，
也备受
读者期待。

海外分支机构面临的新情况
海外分支机构面临的新情况

本地化建设

当前对外投资，市场化程度要求更
高，要完善海外市场考核评估机制，力求
持续深度发展。同时，当前国际局势错综
复杂，海外投资从论证到实施，都需要更
加严谨，严格遵守中外法律法规，规避风
险，
做到更加专业化。

墨西哥编辑部在联络当地出版社对
译文审校和语言本地化处理等方面都做
出了很大贡献。为成体系地向墨西哥读
者介绍中国作家作品，
墨西哥二十一世纪
出版社特别为所有中国作家作品设计了
统一的 LOGO 标志，采用中国传统印章
的样式，注明“EL PA·S DEL CENTRO”

江西美术社重磅推出
“名著小书包”
定制版

8 月 16 日，
“‘名著小书包’乡村宝贝藏书筑梦计
划”
定制版丛书在上海展览中心首发。首发式推出 6
本
“名著小书包”
经典阅读系列丛书，
分别是《三字经》
《中华成语故事》
《爱的教育》
《彼得·潘》
《童年》
《鲁滨
孙漂流记》，
选自 2019 年修订版
“名著小书包”
丛书书
目，
涵盖了小学低年级、
中年级和高年级 3 个阶段。
知识改变命运，名著点亮人生。2018 年一次偶
然的机会，因为关爱乡村儿童这一共同梦想，江西美
术出版社和南昌崛美公益发展中心达成共识，形成
战略合作关系，为了乡村孩子系统读经典，决定发挥
各自优势共同推进“名著小书包”公益项目，共同向
留守儿童传递温暖、快乐和希望。
“名著小书包”项目
是江美和崛美合力打造的“教育扶贫”
“出版+公益”
的跨界项目，
也是 2019 江西新力公益创投示范项目，
获得 2018 年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铜奖和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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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全国出版发行集团品牌传播金
案金奖。
“名著小书包”主要面向乡村中小学
学生，为他们发放一个装有经典名著的
小书包，使学生课外阅读书籍正规化、经
典化、科学化。丛书中的每本书都附有
“名著小书包”电子书二维码，扫一扫即
可进入电子书界面免费阅读。
“名著小书
包”丛书还将和以班级共享阅读为主的
“名著图书角”、主要针对乡村教师阅读
资源匮乏的“名著图书馆”组合推进，形
成立体化的乡村阅读体系。
2018 年 4 月 23 日，先后经网络投票、
征求意见，
最后由教育专家论证、
审定，
江
西美术出版社发布了“名著小书包”推荐
暂行书目。包含 36 本精心挑选出来的古
今中外经典名著，从低到高、由浅入深分
为低、
中、
高三个版本。2019 年
“名著小书
包”公益项目再升级，为提高书目的针对
性、专业性和权威性，江西美术出版社决
定推出“名著小书包”定制版图书，这是
“出版+公益”
的深度融合，
为此出版社多
次邀请著名专家学者举办书目研讨会，
在
2018 暂行书目的基础上进行修正，
最终形
成了一份更加专业、
更具权威的书目。
2019 年修订版“名著小书包”丛书书目，共发布
60 部经典书目，均从教育部推荐的课外阅读书目中
精选，通过名师推荐、网络投票与专家反复论证最终
确定。丛书采取分级阅读模式，按小低、小中、小高、
初中、高中分成五个阶段，每个阶段 12 本，全套 60
本。丛书涵盖文学、历史、艺术、科普等领域，将组成
“家庭小书柜”，陪伴乡村孩子养成随手阅读的好习
惯。供广大农村留守儿童课外阅读。5 月 9 日，
“名著
小书包”丛书书目发布会在江西美术馆举行，专家学
者们对新版书目给予了高度评价，一致认为这份书
目紧贴当下中小学生阅读需求，可读性强，这将为孩
子们追梦起航点亮一盏盏明灯，为孩子们打好人生
底色提供一包包精神养料。
“名著小书包”公益项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
认可与积极参与。著名学者、专家、作家余秋雨、梁

衡、蒙曼、张维为、纪连海、曹文轩，著名演员黄晓明，
著名爱心公益人士陈行甲等都给予了高度赞扬，纷
纷为本项目题词鼓励、鼓劲。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南昌
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公募基金会先后成为“名著
小书包”战略合作伙伴。江西省委办公厅、中共南昌
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广东省江西商会等越来越
多的机关、机构、商会踊跃捐款，支持“名著小书包”
乡村阅读公益事业。
据“名著小书包项目”负责人刘滟介绍，相对 18
年出版的“名著小书包”，此次定制版精选全译本原
著，还原原著保留全部情节，不对原著进行评价，保
留原著的原汁原味，让长大后的孩子在阅读时常读
常新。
为了乡村孩子的梦，为了确保“名著小书包”丛
书的质量和品位，江西美术出版社精心组织了一支
“梦之队”来倾情打造，邀请高校名师确保版本的质
量，资深编辑、校对、审读人员反复推敲，力邀荣获德
国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金奖获得者李瑾教授担任
整体图书的设计顾问，设计新秀伍子杰担任封面设
计，多次获得国内外插画大奖的“老老老鱼”绘制封
面插画。

优秀的、
真正熟悉中外市场环境的出
版人才比起翻译人才来，更加短缺。此
外，
需下大力气培育本地渠道。五洲社的
海外编辑部虽起步较早，
但在海外发行方
面，没有拓展足够多的本地渠道，图书出
版
“后劲不足”
，
没有实现全面铺开与真正
推广，
这也是后续工作开展中需要下大力
气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