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大学出版社

《了不起的我！》 30009册

《365夜故事》 20106册

《昆虫记》 10010册

《发现更棒的自己》 10006册

《农村常用应用文写作》 5968册

《农村党支部工作实务》 5439册

《千年学府湖南大学史话》 5103册

《国学经典读本》 4057册

人民日报出版社

《习近平用典》（第一辑） 35158册

《习近平用典》（第二辑） 33950册

《中共党史简明读本》 32988册

《党史必修课》 27868册

《国史知识1000题》 *18182册

《不忘初心：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故事》 17845册

《生活垃圾分类指导挂图》 *11010册

《不忘初心、奉献一生的楷模：杨善洲》 10503册

《党史可以这样讲：初心·使命》 10366册

《加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 10276册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我的英雄世界·儿童流利阅读冒险故事图画书”系列 68732册

“欧布奥特曼·迷宫大冒险”系列 58976册

《德国专注力亲子游戏绘本》 43232册

“我的世界·史蒂夫冒险”系列 38700册

“捷德奥特曼·眼力大挑战”系列 37653册

《中秋节》 32564册

《我的世界·冒险故事图画书》 29432册

《会动的交通工具立体书》 23876册

“奇异植物与奇异动物立体书”系列 20764册

“我的世界·红石学校”系列 18974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最能打动孩子心灵的经典”系列 86000册

“中国科普名家名作”系列 80000册

“林格伦儿童文学作品选集”系列 70000册

“《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 *58000册

“丁丁历险记”系列 39000册

《植物大战僵尸2·恐龙漫画 恐龙与奇异森林》 *36000册

“中国历史故事集”系列（修订版） 25000册

《我的书屋·我的梦：2018年农村少年儿童阅读实践活动优秀征文作品集》 12000册

《罗大里儿童文学全集·洋葱头历险记》 4800册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好孩子好品质”系列 *364000册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升级版） 132000册

“小猪佩奇‘我有好习惯’行为引导”系列 106123册

“郑渊洁 四大名传”系列 87000册

“淘气包马小跳”（典藏升级版） 53000册

“皮皮鲁与鲁西西”系列 40000册

“装在口袋里的爸爸”系列（升级版） 33000册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军旅书系” *27000册

“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任溶溶”系列：没头脑和不高兴（注音版） 24000册

《城墙上的光》 15000册

接力出版社

“荒野求生”系列 *115315册

“尤斯伯恩看里面”系列 99999册

“怪物大师”系列 *99165册

“第一次发现丛书”系列 84195册

“巴巴爸爸经典故事”系列 74538册

《活了100万次的猫》 50624册

《一年级大个子二年级小个子》 46121册

“优等生必读文库”系列 30781册

“安房直子月光童话”系列 28161册

《我的野生动物朋友》 23455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发明家奇奇兔》 54318册

“不一样的卡梅拉手绘本”系列 44048册

《不老泉文库3·时代广场的蟋蟀》 43340册

《犟龟》（米切尔·恩德20周年纪念版）（精装版） 38851册

《噼里啪啦系列·我去刷牙》（2014年新版） 36000册

《彩虹色的花》 33770册

《非常成长书15管住自己并不难》 23465册

《毛毛》（米切尔·恩德作品典藏版） 19057册

《月亮的味道》（精装版） 15946册

《妈妈走了》（彩乌鸦10周年版） 158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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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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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111 999 月月8 重点荐书：《募捐时间》

适读人群：少年儿童。

推荐语：《募捐时间》是

“花婆婆”方素珍和“海派”

画家徐开云强强联手重磅打

造地震主题图画书。地震破

坏了一座美丽的村子，小珍

珠想为灾区小朋友募捐，但

没人往她募捐箱里投钱。她

垂头丧气地走进森林，遇见

了大象、小浣熊、狮子、长颈鹿。作者以现

实与想象交融的手法向3~8岁孩子展示

了什么是灾难，充满人文关怀与童心童

趣，引发读者思考：在灾难面前，我们

可以做什么。黑白与彩色交织、写实

与素描结合的手绘画风，与文

字律动合奏，谱写了一首 爱

的赞歌。

重点荐书：“荒野求生少年

生存小说”系列（拓展版）：鳄鱼

湖口的生死一瞬

适读人群：少年儿童。

推荐语：贝克替妹妹戴安

来到非洲加纳的沃尔特湖边，

突遇山体滑坡导致的泥石流。

遭遇山体滑坡时该怎么办？如何利用

裤子自制漂浮设备渡河？野外高空跳

水采取何种姿势才安全？更多雨季求

生技能，《鳄鱼湖口的生死一瞬》一书都

告诉你。

重点荐书

方素珍、徐开云联手打造地震主题图画书《募捐时间》
信息提供：接力出版社 刘佳金 直购通道：李 铮 010-65546561

8本版编辑：焦翊
E-mail：215755801@qq.com

排版：彭庆伟

重点荐书：“汤汤奇妙故事

集”系列（美绘注音版）（4册）

适读人群：10~18岁。

推荐语：品味汤汤注音童

话，感受最动人的童年。“汤汤

奇妙故事集”注音美绘版共4

册，精选汤汤作品中适合低段

小读者阅读的短篇童话20余

篇，全书共约5万字，加配注音、全彩

插图、图文并茂，故事具有较强的可

读性和艺术感染力，成为汤汤板块的

有力补充和升级维护。

重点荐书：《学校这个大怪兽》

适读人群：3~10岁。

推荐语：帮助幼升小的孩子缓解

入学焦虑，新生必备！该书的诞生颇

不寻常，它的内容不是出自名家之

手，而是来自一位10岁的小学生范宸

瑄。他曾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下一首

诗《学校是个大怪兽》，讲述自己从害

怕上学到爱上学的过程，在同

龄人中反响热烈。该书以此

为内容，从真实的儿童心理切

入，富有想象力的文字配合夸

张幽默的图画，能够引起小读

者们的强烈共鸣。

重点荐书：“全景巡礼 大

美中国”系列（4册）

适读人群：7~14岁。

推荐语：令人惊叹的真实拍摄体

验，科学理性的地理文化情怀。该书

是一套给孩子们看的地理文化书籍，

通过摄影作品与文字结合的形式，图

文并茂地展现祖国大好河山的美丽

风光和文化历史，其中包含多种与地

理景观相关的科普知识，突出祖国各

地特征鲜明地貌的地理文化背景，深

情赞颂祖国的河山和文化，让读者在

阅读中增长知识，激发他们对祖国的

热爱之情。

重点荐书

“汤汤奇妙故事集”让读者感受最动人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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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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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新华克服三大困难顺利完成“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任务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记者日前从天津出版传媒集团获悉，在今年秋季开学之前天津市新华

书店战胜课本征订时间晚、发货数量大和连日降雨的三大困难，保障了天津市百万中小学生“课

前到书、人手一册”，受到了天津市教委的充分肯定。

天津市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张权介绍，具体来说，三大困难一是由于2019年秋季义务教育教

科书国家课程目录下发较晚，征订晚时间比2018年晚了20多天。所有课本从8月5号正式到货

到8月24号完结仅为19天时间，同时又面临开学前一周集中到货。二是今年小学循环使用教材

及高中新三科全面改版，码洋从2018年的9700万增加到1.13亿，发货量从往年的35万件增加到

43万件。三是受台风“利奇马”的影响，天津市连续数天普降大雨。面对困难，天津市新华书店

党委高度重视，专门召开会议，确定了“全力以赴完成秋季教材发行政治任务，确保中小学生课前

到书、人手一册”实施方案，专门成立了以张权为组长的教材发行应急预案小组，并建立及时沟通

机制。

国家教育部教材局副局长刘宏杰，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杨红杰、副总经理张云峰多次

带队，来到工作一线进行慰问和指导工作。天津市新华书店党委书记车庭毅、总经理崔晓光等也

多次来到库房慰问勉励员工发扬新华书店的优良传统，保证课前到书任务圆满完成。 （樊国安）

重点荐书：《九神鹿绘本

馆：一条大河》

适读人群：6~12岁。

推荐语：《一条大河》是我

国首部写给孩子的黄河大主题

绘本。滔滔大河带读者领略我

国壮丽河山之美；5464千米路

程，和读者一起感受中华5000

年辉煌文明，用一本书点燃每个孩子

心中的民族梦想。知名画家于大武30

年酝酿，3年采风，再现了滔滔黄河的

朴实与浪漫。

重点荐书：《儿童文学·金牌作家

书系：幼狮》

适读人群：9~12岁。

推荐语：《幼狮》是陈伯吹国际儿

童文学奖、桂冠童书奖获奖作者刘虎

的全新力作，带领读者踏上一次跨越

亚、非、欧三大洲的“寻根”之旅。该

书讲述了姥爷姥姥抚养长大、从小受

中国文化滋养的少女吕阳，到欧洲与

从事写作的母亲一起生活，母

亲却突发奇想要收养一只非

洲幼狮作为写作素材，便让吕

阳先改道非洲，顺便见一见她

在非洲工作的父亲的故事。

一只幼狮，串联起了一个特殊

家庭的成员在时代变化之中的

命运沉浮。

重点荐书：《儿童文学·金牌作家

书系：魏紫的春天》

适读人群：9~12岁。

推荐语：《魏紫的春天》讲述了一

个关于治愈和救赎的故事。14岁女孩

魏紫冷漠孤僻，从小父母离异，与外婆

和小姨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古镇上生

活。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结识了同样

孤独的小男孩青鸾，住在大森林里的

青鸾热爱鸟类，给她的童年带来了温

暖和陪伴。

营销方向：签售、阅读推广、在线

直播、公号。

重点荐书

《一条大河》带读者领略我国壮丽河山之美
信息提供：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营销部 直购通道：李利宏 010-57526588

8月是暑假的第2个月，各地书展

与暑期活动是宣传、销售工作的重要

构成。在上海书展与南国书香节活动

中，浙少社邀请到沈石溪、伍美珍、徐

玲、秦文君等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以及

《五千年良渚王国》的主笔人、历史学家

刘斌到现场与读者们面对面交流，既

是推广全民阅读的重要方式，也间接

带动了销售。“浙少故事总动员”作为浙

少社的品牌活动，在暑假期间开展了

20余场故事活动，内容从绘本、图画书

到文学书，再到当下大热的良渚题材

都有所涉及，在推广亲子阅读和品牌

宣传方面有着显著效果。

发行心得

《鳄鱼湖口的生死一瞬》火热上市，

继续为读者带来真实的生存技能，真实

的荒野历险。安全专家王大伟、教育专

家孙云晓、儿童文学作家金波鼎力推

荐。2019 上海书展、第 26 届北京国际

图书博览会期间，接力社携“荒野求

生”系列、“尤斯伯恩看里面”系列、

“怪物大师”系列等近千种图书亮相

上海、北京两地，与国内外读者、版权

方亲密接触。

发行心得

“《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中的

多本图书近期参与了各大书展活动，

如刘虎携动物小说系列最新作品《幼

狮》在8月举办主题交流活动，通过和

小朋友们的近距离互动、讲述创作故

事，引起了热烈反响。吴梦川携新作

《魏紫的春天》在7月底举办新书发布

暨阅读分享会，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

果。系列丛书以过硬的作品质量、多

元的题材视角，搭配充分的活动和媒

体曝光，取得了较好的销售成绩。

《植物大战僵尸 2·恐龙漫画 恐

龙与奇异森林》是“植物大战僵尸2·
恐龙漫画”系列其中的一本。该书以

多格漫画形式，将《植物大战僵尸 2》

游戏中的角色与神奇的远古生物恐

龙结合，题材新鲜有趣，情节跌宕起

伏、幽默轻松。“植物大战僵尸”系列

IP 影响力大、认知度高，符合现在孩

子们的阅读喜好。同时，邀请知名专

家审定内容，保证了内容方面的专业

性、科学性和高品质。

发行心得

重点荐书

“曹文芳入园准备绘本”帮孩子顺利渡过入园期
信息提供：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直购通道：魏异君 0791-86508082

重点荐书：“曹文芳入园准

备绘本·AR体验”系列（5册）

适读人群：3～5岁

推荐语：入园是孩子成长中

的一件大事，也给父母带来很多

困扰。作者曹文芳在幼儿园工作30年，

与孩子朝夕相处，一次次和孩子们共同

经历入园时的“痛苦”，初到陌生集体时

的恐惧，交朋友时的羞怯……深入了解

孩子心理，熟悉孩子从入园到成长的每

一步。“曹文芳入园准备绘本”每册都针

对一个孩子入园时的焦点问题，如《想妈

妈》化解分离焦虑，《小尾巴》熟悉

幼儿园生活，《我们都是朋友》学

会人际交往，《小蜗牛》认识自我，

《打怪兽》战胜恐惧。孩子初次走

进集体的紧张和焦虑都能在故事

中得到缓解，顺利渡过入园期，家长也能

从中体会到如何爱孩子的智慧。

营销方向：江苏书展期间举办作品

首发会；新书配合9月入园季，寻找契合

度高的公号平台进行推文及团购；每年

9 月及 3 月 2 个入园季配合相关话题进

行推荐；同步开展网络和纸媒宣传。

友情是发明出来的吗？孤独的奇

奇兔原本如此打算，但友情并没有被发

明出来，却在奇奇兔帮助大家后来到奇

奇兔的身边。同奇奇兔一样，成长过程

中孩子们也会面临“如何排解孤独、如

何寻觅友情”的问题，《发明家奇奇兔》

用巧妙的故事进行启迪，让他们自己在

书中找到答案。除了故事风格风趣幽

默外，书中创意十足、极具奇思妙想的

发明也很值得玩味。此外，每一种发明

都有精妙绝伦的设计图，小读者跟随奇

奇兔的图纸发现机器运转的规律、理解

奇奇兔的设计意图，体会“创造”和“发

明”的奥义。

发行心得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会说话的触摸发声书》只需要轻触纸张就可发声

信息提供：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广部张扬 直购通道：0551-63533330

《会说话的触摸发声书》

适读人群：0~6岁儿童

推荐语：《会说话的触摸发

声书》采用最新的有声书科技，

无需点读笔，只需轻触纸张即

可发声，并拥有 426 个中英互

动发声点。该书在价格上亦具

有明显优势，便于走进更多普

通家庭。在未来 2~3 年内，安

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将推出超50

个发声书品种，涉及声育、基础

认知习得、国学启蒙、学科启蒙

等板块，着力打造国内发声书

领军地位。

重点荐书

发行心得

重点荐书

人民日报出版社：《70年家与国》讲述一个文明体的磨砺与重生
信息提供：人民日报出版社 毕春月 直购通道：王宇霞010-65369530

重点荐书：《我和我的祖国：

时光笔记》

适读人群：大众读者。

推荐语：该书以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经济、社会、文化、科技、

教育等领域的年度重大事件或

伟大成就为脉络，展现新中国的

历史进程。

营销方向：作者团队自带流量，人

民日报新媒体平台线上互动，时光博物

馆线下展示。

重点荐书：《70年家与国：

一个文明体的磨砺与重生》

适读人群：大众读者。

推荐语：该书以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科技等领域为基本框架，编织出

一幅中国独特性和现代世界碰

撞的生动画卷。

营销方向：作者团队自带流量，《南

风窗》杂志及线上新媒体平台推荐，线

下举办新书发布会、签售讲座等。

人民日报出版社推出的一系列学

习党史国史的图书备受广大党员干部

欢迎。如《党史必修课》《中共党史简明

读本》《国史知识1000题》等。

随着垃圾分类的推行，《生活垃圾

分类指导挂图》受到热烈欢迎，上市当

天即销售万余张。即将出版的还有《垃

圾分类指导手册》等。

发行心得

湖南大学出版社：“师顾堂丛书”凸显独特文献资源优势
信息提供：湖南大学出版社朱治国 直购通道：13907314647

重点荐书
“师顾堂丛书”（《景宋刻八行

本周礼疏》《日藏旧钞本周礼疏》

《宋刻单疏本尚书正义》《宋兴国

军学本春秋经传集解》《金沢文库

藏旧钞本春秋经传集解》《明嘉趣

堂本六家文选》《明嘉靖刻本唐文

粹》《明修德堂本元文类》）

适读人群：古籍爱好者、专

业学者等。

推荐语：丛书选目精当，古

籍均在中国学术史、文献学史上

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或为传

世文献的最佳版本，或为较为希

见的批校本、稿抄本。

在产品研发和推广上，“奥特曼”

“我的世界”系列等图书突出产品的

教育性。此外，针对“我的世界”粉丝

群体，安徽科技社在线下举办了多场

配音比赛活动，在喜马拉雅推出有声

版，在抖音进行短视频推广，实现了

线上线下跨平台立体式营销。

玩具书是安徽科技社的主要产

品方向。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立体玩具书《中秋节》一经推出，就凭

借精美的做工、丰富的内容、深刻的

主题、良好的口碑，引爆了市场。

少儿读物契合读者的心理需求。如

《了不起的我！》《发现更棒的自己》着

重从小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昆虫记》

让孩子从小了解大自然热爱大自然

等。

《农村常用应用文写作》《农村党支

部工作实务》抓住农村市场需求，很好

地对接了现阶段党务工作要求，市场前

景广阔。

《千年学府湖南大学史话》讲叙了

有关湖南大学的故事，为想要了解湖南

大学的读者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发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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