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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集团作为出版“国家队”，既拥有一批品牌大社，也有一批新时代的生力军。它们各
具底蕴，各有特色，也各有良好的品牌影响力。如现代教育出版社成立于 2004 年，作为国家级教
育出版社，以“现代”的目的与手段、形式与内容、全新的教育和文化理念，推动教育文化的繁荣与
发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成立于 1989 年，
原隶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2010 年成为中国出
版集团成员单位之一。研究出版社成立于 2000 年，
原隶属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
是中共中央政
策研究室主管主办的全民所有制单位，2014 年成为中国出版集团旗下成员单位，围绕“践行核心
价值观，
做强主题出版品牌”
，
形成主题出版特色。中译出版社源于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出

社联荐

信息提供：现代教育出版社 王春霞 直购通道：010-64256130

荐 书 人 陈琦社长
孩子对成语的学习兴趣。
作为一套 3D 立体翻翻书，该书赋
予读者不一样的视角。书中隐藏了很
多小秘密，
突破了一般图书二维空间的
局限性，也突破了读者思维的局限性，
让孩子自己去探索、
发现和操作。为了
巩固孩子的成语记忆，
该书在文末对书
中出现的成语进行了总结，
成语释义便
于孩子理解，
成语例句利于孩子学习运
用。此外，
在阅读后家长可以直接检查
孩子的成语掌握情况，
一举两得。

发行月评
《成语故事之植物国》是现代教育
出版社最新出版的 2 种立体翻翻书之
一。该书通过多处立体页和翻翻页的
形式，将书中的内容以更加形象和直
观的方式进行呈现，从而更好地激发
孩子的探索欲和求知欲，让孩子在欢
笑中了解成语、学习成语。该书不仅
在装帧和形式方面进行了创新，而且
作者团队还将书中的故事改编成了儿
童剧。该书配套的儿童剧《植物国历
险记》汇集了多位国内创作、制作经验

丰富的剧作人，由多位国家高级编剧、
国家一级演员参与创作和表演。
在该书营销推广过程中，
现代教育
出版社拟定与山西省广播电视总台进
行深度合作，探索以广电系统为网、剧
目为主体、
少儿培训机构等为基点的运
作模式，
使绘本、
儿童剧演出相结合，
打
造一绘本、一幕剧、一堂表演课紧密衔
接的新型立体化营销。目前《成语故事
之植物国》
《成语故事之森林派对》已经
上市，
儿童剧将于近期与观众见面。

六社联荐

BIBF 特辑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王少波/采写整理

《和几何吵架的小孩儿》
《黑乌鸦去旅行》
《甜点大营救》
《来，说咒语吧！
》
《小雨滴，怕怕！
》
《成语故事之森林派对》

《中国梦·复兴路》多版本追溯中华民族强国之梦

“七十二候·儿童益智游戏”系列

信息提供：研究出版社 崔振宇 直购通道：15001011078

“和我的影子找二十四节气”系列

荐 书 人 赵卜慧社长

《思维导图画古诗：小学生必背古诗词》

“镇社之宝”，全书以中国革命、建设、
改革三大主题为线索，以重大历史事
件和重要人物为脉络，全景式追溯了
中华民族近 180 年强国之梦，展现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阐述
了全球视野下中国发展道路的抉择。
该书荣获中版集团第 9 届出版奖优秀
“走出去”奖，孟加拉语版的新书发布，
是继英语、波斯语之后正式出版的第 3
个语种外文版。

发行月评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让世界对中国有一个真实、立体、全面
的认识。
《中国梦复兴路》
（原创精编版）
自 2017 年 9 月出版以来，
累计发行量已
突破 2 万册，
并成功输出英语、
印地语、
波斯语、哈萨克语、阿拉伯语、俄语、日
语、波兰语等 13 个语种的版权。今年
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

关键之年，推出主旋律突出、正能量强
劲的优秀主题出版物，
为人民群众提供
更加丰富的精神食粮，
为社会贡献可以
传之久远的优秀读物，是国家之需、民
族之需、时代之需，也是出版人的使命
与追求。研究出版社秉承
“做强做好主
题出版”的使命与担当，努力推出更多
精品力作，更要在“走出去”上发力，向
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民事执行程序注释书》
《公正何以难行：正义的心理之源》
《权贵：他们何以逍遥法外》
《大审判为公众展示的法律》

研究出版社
《中国梦·复兴路 》
（精编版）
《走近卡尔·马克思》
（精装版）
《走进古田会议》
《脱贫攻坚干部培训十讲》
《脱贫攻坚前沿问题研究》
《守护神圣国土 建设幸福家园：中国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曲水实践》
《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中国扶贫改革 40 周年论文集》
《食品案件中涉案物品检测鉴定：问题与对策》
《食药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典型类案研究》

中译出版社
《中国海军》
《西南联大英文课》
（有声珍藏版）
《DK 新视觉·人人学英语》
《画说经典》
（英汉对照）
《品酒之王：罗伯特·帕克传》

《达赖喇嘛传》从历史角度讲述真实客观的西藏
信息提供：华文出版社 景洋子 直购通道：臧新媛 010-58336202

荐 书 人 宋志军社长
《达赖喇嘛传》是
已故的藏学学者牙含
章于1952年在西藏工
作时写成的，是关于
西藏历史的学术力
作。这本著作的资料
来源藏文版的历代达
赖喇嘛传，主要是依
据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的传记，
所
以实际上是西藏近现代史的学术性、
资
料性的著作。该书资料翔实，
立场客观，
华文社在对外宣传时，
突出其学术性及
客观性。在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的背景
下，
阿语国家要求全面理解中国历史文
化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阿语版于去年正
式输出。该书的传播，
有利于海外读者
从历史角度了解一个真实客观的西藏，

有利于正面树立我国的海外形象，
进而
赢得世界舆论对我国维护和平统一局面
的支持，
促进国内的安定团结。
宋，
有人说这是又一个三国鼎立的
时期，有人说这是南北朝历史的再现。
“天可汗”
荣光不再，
以正统自居的宋朝
两次亡于异族之手。
《识宋》以赵匡胤、
赵
光义、
寇准、
狄青、
王安石等人为纲目，
串
联起两宋 300 余年的历史，
通过对人物
行为的叙述及其前因后果的探寻，
观照
历史发展的变与常。该书不以解密、
猎
奇为意，
聚焦于重大历史事件，
条分缕析
历史事件的台前幕后，
揭开熟悉的历史
的完整面貌。作者专攻宋史，
不空立论，
言之有据，
条理清晰，
材料可靠，
评价中
肯。读完这本书，
读者将对宋史有更全
面、
理性的认识。

发行月评
《吴式太极·南湖传习录》由吴式
太极拳第五代传人马长勋口述，其弟
子王子鹏整理。内容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人物事迹，主要介绍吴式
太极拳第二、三代传人的武功、故事，
以及马长勋在第四代传人刘晚苍处的
学习经历；第二部分为太极拳拳理，包
括马长勋对传统拳论、歌诀的理解，自
己数十年的太极修炼体会等。马长勋
现任传统太极拳健身推手研究社名誉

会长、日本中日友好协会名誉理事，在
中日友好文化交流中起到桥梁作用。
武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
分。近年来，得益于影视作品的传播，
在全球范围内，太极拳已经成为中国
文化符号之一。华文出版社在输出版
权、对外宣传时突出“习武之道”背后
的“君子之德”，引起了东亚文化圈、日
本业界的重视，该书输出日本后销量
很好，
受到中国文化爱好者的欢迎。

《刑法注释书》纸书与手机端齐发引关注
信息提供：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直购通道：董超 010-63057714

荐 书 人 刘海涛社长、总编辑
《刑法注释书》以
刑法为注释对象，
通过
各种客观材料去注释
刑法条文在司法实践
中的实际含义。注释
体系包括立法释义，
相
关立法、
立法解释及解
释性意见，司法解释、司法指导文件及
其理解与适用，公安文件、指导性案例、

法院公报案例、法院参考案例等内容，
并辅之必要的专业注解，帮助读者全
面、快速、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该书
的精妙在于地毯式搜寻、放大镜发掘，
全面收录了与刑法相关的各种现行有
效的客观资料，条文、释义、文件、案例
融汇一体，内容涵盖最高法、最高检和
公安部。新书上市一周位列当当新书
榜 7 日榜首之位。

发行月评
《刑法注释书》与学术评注不同，所
有注释均对应实务问题，注释内容全部
来自具有司法效力的客观资料，通过逻
辑编排、要旨提炼，寻找对应问题的解
释、文件、判例。涉及条文效力、废立等
问题，以编者注形式说明。条文本身没
有实际法律适用意义的，不作注释。这

一次，
出版社做了开创性尝试，
让纸质书
的内容也可以流动起来，与一直专注于
法律科技行业的华宇元典联合开发了
“手机里的刑法注释书”，支持关键词检
索，
链接更多内容，
随时随地打开微信就
能查。收到图书后，翻到封底扫描专用
二维码即可获得两次免费试用机会。

现代教育出版社

《我的牙齿丢了》

展示民族复兴
画卷，让世界读懂
中 国 。 第 26 届 北
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上，研究出版社将
举办《中国梦·复兴
路》孟加拉语版新
书首发式，同时签
约波兰语版权输出。
《中国梦·复兴路》
（原创精编版）是研究出版社主题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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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板块，经过长期出版实践，形成了以中外语言学习和中外文化交流为特色的出版格局。华文出
版社成立于 1987 年，
原隶属于中共中央统战部，
2010 年成为中国出版集团旗下重要的人文教育出
版机构。现代出版社成立于 1982 年，多年来致力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积极开展对外合作出版，
形成了以市场畅销书、
音乐艺术、
语言、
文学为特色，
辅以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的综合性出版社。
本月，本报特别推出“六社联荐”BIBF 特辑，请 6 家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联袂推荐各社新书、好
书、
看家书，
以飨读者。六社联荐本报每月推出 1 期，
成为定制，
并逐步增加新媒体荐书形式，
敬请
关注。

《成语故事之植物国》打造 3D 立体翻翻成语书

儿童 3D 立体
翻翻书《成语故事
之植物国》与市场
上现有的成语类
图书不同，
并非一
本死板灌输知识
的成语故事教科书。该书作者将多个
成语串联起来，鼓励孩子自己去探索、
学习、理解、运用；书中故事情节丰富，
阅读性强，让孩子在读故事的同时，积
累日常成语，增强语言表达能力，培养

本版编辑：王少波
E-mail：445413089@qq.com
排版：姚志英

《布宜诺斯艾利斯传》
《遇见莫扎特：从神童到大师的音乐人生》
《我是爱因斯坦》
《乐高，玩出奇迹》

中译出版社

《Wee Sing 欧美经典儿歌》让读者启蒙阶段邂逅地道英语
信息提供：中译出版社 直购通道：于建军 010-68002508

荐 书 人 刘永淳副总编辑
“Wee Sing”是
美国两名音乐教师
帕姆·康恩·比尔和
苏珊·哈根·尼普经
过几十年努力开创
的英语儿歌经典品
牌，是美国最受欢
迎的儿歌集。从 1977 年开始出版以来，
畅销 40 余年，
可谓家喻户晓。中译出版
社《欧美经典儿歌》引进了“Wee Sing”
品牌中的 18 本歌曲集，共约 1000 首英
语经典儿歌，主题极为丰富，包括各种
动物、交通工具、人物、玩具、节日、恐
龙、民间故事等；儿歌的演绎方式也多
元且富有创意，书中的音乐风格各异，
配合使用多种乐器、音效和演唱方式。

同时，全书贯穿奥尔夫音乐教育理念，
融合动作、舞蹈、演绎学唱儿歌，以内涵
丰富的音乐游戏来丰富孩子们的娱乐
时光。通过听、唱这些经典儿歌，进行
原汁原味的英语输入，熟悉英语的节
奏，培养良好语感的同时，还可以学习
常见词、押韵词及认知词语等，掌握大
量重点句型和地道表达词语。可以说，
《Wee Sing 欧美经典儿歌》是一个集英
语学习、欧美音乐与文化以及各类游戏
于一体的文化宝库。这套书印装精美，
大小适合装在妈妈的包里。同时，出版
社还开发了扫码后在移动端播放的功
能，中英双语的歌词在屏幕滚动，父母
可以与孩子一起欣赏、练习和演唱，不
受时间地点限制。

发行月评
《Wee Sing 欧 美 经 典 儿 歌 》自
2019 年 5 月改版上市以来，展开了多
方位的立体式营销。线上利用当当的
资源和位置进行展示推荐，并与公众
号联合发文，进行外围推广；同时充分
利用社内资源，通过社内公众号及抖
音号，对图书进行全面、多维的展示，
开设“Wee Sing 小课堂”连载解读不同
风格的歌曲，为读者提供增值服务；线
下邀请雅凝国际教育咨询工作室创始
人雅凝做客直播间与大家积极互动，
直播活动与当当联动，通过前期预热、
现场互动等方式，较好地促进了图书
销售。

“画说经典”系列是对已出版图书
《画说唐诗》
《画说宋词》
《画说诗经》的
重新打造与整合。该系列图书邀请上
海中国画院画师陈佩秋、陈家泠、施大
畏等 30 余位艺术家以“中国翻译文化
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北京大学教授许
渊冲的唐诗、宋词、诗经英译本为蓝
本，创作了 300 余幅绘画作品，以一画
一诗（词）、汉英对照的形式推出。该
系列图书入选中版好书榜 2019 年第 4
期，相关画展也在日本东京举办。其
中，
《画说宋词》荣获上海市外宣办“银
鸽奖”，
《画说诗经》被列入上海市文化
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小学生必背古诗 75 首》
（珍藏版）

华文出版社

全球热卖悬疑小说《睡魔的谎言》登陆中国

《中华上下五千年》
《识宋》

信息提供：现代出版社 李 昂 直购通道：王 科 010-64241641

《探明》
《我们误判了中国》
《我们看好中国》
《大国来了》
《历史的沸点》
《吴氏太极·南湖传习录》
《达赖喇嘛传》
《崇祯皇帝》

现代出版社
《那一年，我们出川抗战》
（全 2 册）
《决战朝鲜》
（全 2 册）
《宋仁宗和他的帝国精英》
《狐鬼启示录：梁晓声说〈聊斋〉》
《人生很短，做一个有趣的人》
《庄子说：蔡志忠漫画中英文对照版》
《十方世界，自在生活》
《睡魔的谎言》
《小小法国酒馆》
《财务自由之路》
（全 3 册）
《赢家法则》
《时间啊请慢些走，我想再等等那个人》
《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荐 书 人 吴良柱总编辑
《睡魔的谎言》是
瑞典 5 年来超级卖座
的 悬 疑 小 说 ，同 时 也
是波兰最大悬疑小说
杂 志“Pocisk”2018 最
佳翻译小说奖作品，
全 球 拥 有 1400 万 册
的惊人销量，被翻译成了 40 种语言，得
到《华盛顿邮报》
《纽约时报》高度好评，
电影、电视剧正在同步筹备中。作者拉
尔斯·克卜勒夫妇是一对广受好评的夫

妻档作家，至今已出版多部犯罪悬疑小
说，作品稳坐瑞典、丹麦、挪威等国排行
榜冠军宝座。
《睡魔的谎言》讲述了一位
名叫米凯尔的瘦弱青年在斯德哥尔摩
城外游荡，被紧急送医之后，院方赫然
发现此人早在 7 年前就被列为“死亡”，
因为他是恶名昭彰的连续杀人魔杰里
科·沃尔特的受害者之一，13 年前，他和
年幼的妹妹失踪了。米凯尔告诉警方，
他的妹妹仍然活着，被一个他称之为
“睡魔”
的人囚禁着。

发行月评
《小小法国酒馆》是国际畅销书《小
小巴黎书店》的姊妹篇，是一封写给人
生第二次机会的令人销魂的情书，同时
也是一部卓尔不凡的小说，帮助人们探
索内在发现和新的开始，告诉人们“若
要现在开始重新寻找生命的意义，其实
还不迟”。国际畅销书作家妮娜·乔治
再次把法国生活的喜悦透过轻快的文
字传递给人们，全书带有一种怀旧且迷
幻的魔力。
《那一年，我们出川抗战》
（全 2 册）

是畅销历史纪实作家关河五十州的重
磅新作。书中以丰富的历史资料，激昂
而真实客观地再现了川军在正面抗日
战场上的悲壮征程。不仅有全局性的
视野，也有基层官兵、外国记者等的微
观视角，对川军的战力、战法、高中层将
领与基层士兵、与蒋介石嫡系及共产党
武装的关系、正面抗日战场的真实情况
都有着细节丰富的刻画和解读。句句
是抗战意志的坚定，字字是为国舍身的
决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