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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次 63 场新书发布活动及 6 万余种童书不难看

出，国内童书出版机构盘活国际顶级资源的能力不断提

升，在版权引进层面已经不限于对畅销书的挖掘，更多的

精力已投入到品牌的本土化运营上，以及国际资源进入

后对产品形态的全新构建和盘活上。

“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BIB）获奖书系”（第

4辑）上海首发后，BIB全国巡展也拉开帷幕。山东教育出

版社此举旨在通过图书出版和插画展览的融合，在中国打

造出版与文化艺术相结合的国际文化品牌。蒲公英童书

馆举办看家书《斯凯瑞金色童书》中国销量破千万册庆功

会；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

克创作的唯一绘本作品《遗失的灵魂》被山东画报出版社

拿下版权后，举办中文版首发式。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爱乐奇共同开发的《中国好故事Tales of China》是中国

第1套带有蓝思分级阅读指数的英文版传统中国故事。

此外，源自博洛尼亚童书展的特别项目——插画师生

存角，吸引了大批青年插画师以及大量国内童书编辑交

流。此次推出10场大师论坛、8场工作坊、40场一对一作

品集指导，走进“插画师生存角”的插画师达1795人次。

原创研发进入活跃期
为IP运营、“走出去”提供助力

近年，原创童书在多年引进版浸淫及多年自有版权打

磨摸索中，显露出全方位成长态势。从此次童书展出版商

的“出招”即可瞥见，原创产品在数量和品质上“功力大

涨”，IP运营的地基得以夯实。

“我+妹妹”新书首发式暨方素珍文创工作室在童书

展成立，预示中国和平出版社依托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图

画书作家，做深做精作家品牌、作品品牌又有“新玩法”。

此次，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百年百部中

国儿童图画书经典书系”新书亮相的同时，长江绘本研究

院的揭牌开启了以出版机构为主导的，图画书研究、资源

聚合、研发为一体的立体化多功能运营模式。“中国原创

绘本精品名家新作分享会现场，绘本作者、编辑、推广者、

品牌运营者云集，浙少社与原创品牌“小活字”的强强联

手，无疑将助推好书加速进入市场。此次亮相的小多传

媒是以制作原创新型教育内容为核心的跨文化公司，旗

下产品《少年时》近年在青少市场口碑不俗。据了解，《少

年时》除了继续在美国纽约和中国北京集结全球一流科

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和人文学者进行原创撰稿，线上面向

青少年的知识付费产品也成为近年发力重点方向。而以

引进高端立体书被市场认可的西安荣信文化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在此次书展上主推旗下新品牌“遨游猫”，或将成为

其主攻原创市场的新抓手。由尚童童书发布的原创立体

书《哪吒闹海》更是集中体现了近年原创童书在“立体化”

上的新动向。书展现场，不少原创童书也获得读者的积极

反馈。诸如华师大出版社的“新说山海经系列”原创神话

绘本《白鹿记》、中少社《清明上河图》、安徽少儿社“熊猫日

记”、北京少儿社《花猫三丫上房了》等，大受读者欢迎。

从创作层面看，第6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国际

业界参与度、新人新作参与度等明显提升。《耗子大爷起晚

了》等14种作品获“年度图书奖”。童书展期间，金风车国

际青年插画家大赛揭晓,中国的贵图子斩获国内金奖。特

别提名奖中的李静欣、找鸟儿，均是近年国内插画领域涌现

出的新秀。而在今年10月，在第27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

画双年展上，著名插画家朱成梁的作品荣获金苹果奖，是继

蔡皋、张世明、郁蓉、黑眯后第5位华人获此殊荣，标志着中

国原创图画书的新黄金时代正在加速到来。

近年原创童书数量和品质都有较大幅提升，基于国际

平台进行高品质的全版权运营成为新的趋势。据现场统

计，此次达成的中外版权贸易协议约1500项。少年儿童出

版社达成版权引进105项、输出31项。同时，该社跨媒体、

跨产业融合的版权战略新成果也得到业界关注，现场达成

新书《白马伶娜》的影视授权。上海音乐出版社与德、法、美

等国多家出版社洽谈版权输出，加强与海外出版社在数字

音乐童书方面的合作。浙少社与国际版权代理ACL签约，

把适合海外落地的项目放在国际大平台上做推介。中信童

书签约北欧著名儿童IP“姆明”，现场以“姆明”为主题元素

进行创意设计，开发了一系列充满童趣的衍生品。

构建全新产品体系
以阅读生活为入口拓展市场

一边是热闹的景象，一边是笼罩的愁云——众多业内

人士表示，今年第三、四季度明显感到压力增长，摆在童书

出版机构面前的难题，除了由来已久的行业原因，也包括

竞争日益激烈且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不少出版商试图

从产品研发到渠道推广探索构建全新产品运营体系。

此次童书展，一款童书严选直销平台“WeKids 选书”

产品获得业界关注。据研发方未读 CEO 韩志透露，

“WeKids 选书”希望突破童书营销的传统方式，通过源头

把关，智能算法推荐+科学筛选，向家庭精准推荐高品质

童书，满足孩子个性化的阅读需求。这个产品或将有效连

接出版机构、专家KOL、亲子阅读家庭，对出版品牌精准

长效营销难、用户忠诚度低、品牌影响力不足等问题提出

解决方案，目前已有多家童书出版机构、儿童阅读专家入

驻。新产品模块搭建方面，较为典型的还有吉林出版集

团，其多媒体融合产品“英童伴读”系列则以集团的少儿出

版物全球全版权运营为基础，利用出版方可控内容发布平

台，将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已有成果加以提

炼，全面打造“伴读”理念。而据四川少儿社社长常青透

露，在旗下“米小圈”系列领跑畅销书市场的同时，该社于

2018年又策划出版了米小圈同名少儿杂志、书刊互动打

造产品集群，创刊仅1年的杂志月发行量超20万册。

从展会层面也可看出，童书已超越平面纸质介质，以

“阅读生活”为入口，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可能性。“书中的魔

法世界”立体书展以10个历史阶段的130件收藏品，成为

本届展会的一大亮点。“快闪书店”不仅提供童书业专家、

展商等推荐的图书精品，还包括金风车国际青年插画家大

赛获奖插画师作品精选、国际作家节图书精选、陈伯吹国

际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精选以及童书展衍生品及周边产

品，销售火爆。其中，艺术、建筑与设计类童书、立体书、

CCBF 与九口山、光的空间联合推出的限量版 MINI

NOTE系列笔记本成为明星畅销品。

《白鹿记》挖掘“上古奇书”内在精神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月16日，《白鹿记》新书发布会在上海国际童书展现场举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董事长、社长王焰，《白鹿记》文字作者、儿童文学作家张锦江，图画作者马鹏浩出席发布会。活动现场，华东

师大社与马来西亚亚洲智库有限公司签订《白鹿记》中文和马来文版权输出协议。

《白鹿记》取材自《新说山海经·奇兽卷》中的一篇，讲述了在古老的上申山山寨中，奇兽白鹿与叔公相依为

命，心善的白鹿救助快要死去的老猫头却反遭算计的故事。据王焰介绍，“新说山海经”系列丛书共有12卷，

由著名作家张锦江主编、主创，获得过第4、5、6届上海好童书奖等重要奖项。目前，“新说山海经”系列已由华

东师大社出版了奇兽卷、英雄卷、趣禽卷、创世卷、古国卷5卷，其余山神卷、妖怪卷、女神卷、神山卷、异水卷、

草木卷、古俗卷7卷仍在创作编撰当中。

又讯 11月17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爱乐奇共同开发的《中国好故事Tales of China》新书分享会召开，

该书主编、爱乐奇总编辑梅琳达·莉莉·汤普森与魔法童书会创始人张弘于上海国际童书展现场展开对谈。华东

师大社副社长龚海燕宣布该社将联合上海教育电视台《阳光新少年》节目、上海市集加教育以及沪上多所知名中

小学等共同启动第3届“Say Yes”青少年演讲风采展示活动。据悉，《中国好故事Tales of China》由华裔美国作家

团队创作，以地道的英语、生动的写作诠释中国传统故事。该书包含75个故事、100集音频，讲述中国的节日、成

语、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这也是中国第一套带有蓝思分级阅读指数的英文版传统中国故事。 （林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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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 月

16 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

海世博馆召开“熊猫日记”系列新

书发布会暨全球版权推介会。

作者杨红樱、美国蒋博言有限责

任公司CEO蒋博言、安徽少年儿

童出版社社长徐凤梅、安徽少年

儿童出版社总编辑张堃等出席

会议。

《熊猫日记》是著名儿童文

学作家杨红樱首次为学龄前儿

童创作的启蒙图画书，共 40 册，

首推“春天的故事”10 册。全书

以一只名叫咪咪的大熊猫为主

角，以日记体的形式，从温暖的

春天写到寒冷的冬天，将新奇有

趣、丰富多彩的知识融入字里行

间，用一个个内涵丰富的故事讲

述中国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将会遇到的

各种问题。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

在现场分享《熊猫日记》的创作初衷及

感想。

熊猫已经成为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友

好使者和重要标识，深受全世界孩子的

喜爱。杨红樱本人因从小就有机会经常

见到熊猫，开始创作后又追踪大熊猫，收

集创作素材，对熊猫有深厚感情。蒋博

言对安少社出版《熊猫日记》表示祝贺。

最后，杨红樱、美国蒋博言有限责任公

司、安少社三方进行签约仪式。

又讯 11 月 15 日，安徽少年儿童出

版社邀请儿童文学作家彭学军携散文集

彭学军“心灵地图”系列前往华东六少联

合展台，举行散文赏读会。

作为我国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彭学

军在小说、散文、图画书等领域均有精彩

的作品推出。此次出版的彭学军“心灵

地图”系列包括《等大雁飞过》《美丽的古

文》《有个女孩叫毛驼》3本散文集。其中

《等大雁飞过》为散文新作。现场，方卫

平、薛涛和彭学军分别用家乡话朗诵了

部分散文片段，地域特色与散文之美的

碰撞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彭学军与嘉

宾们热烈对谈，讲述散文背后的故事，分

享创作心得。 （林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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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 月

15日，在上海国际童书展上，“童心

无国界，成长不烦恼——“成长不

烦恼”版权输出暨新书发布会”亮

相青岛出版集团展位，作家商晓娜

分享了新书发布以及版权输出的

喜悦。

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儿

委会主任、著名作家高洪波，安徽

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克文，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湖南师

范大学教授汤素兰，青岛出版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王为达，青岛出

版集团党委委员李茗茗，青岛出版

社副总编辑刘蕾，上海童书展阿联

酋出版商协会常务理事会成员阿

卜杜拉-卡比先生等来自儿童文学

界、出版界、家庭教育领域的专家，

版权输出方代表出席活动。商晓

娜代表作品之一《拇指班长》的出

版方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陈

远到场祝贺。共同见证新书“成长不烦

恼”（4~6册）及其阿拉伯语版（1~3册）的

问世。

2019 年 1 月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

青岛出版集团举办了“商晓娜作品新春

发布会”。自双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

来，商晓娜已在青岛出版社推出新书22

种，实现了从幼小衔接到初中学段小读

者的全龄覆盖。此次在上海童书展上全

新发布的儿童情商培养书系“成长不烦

恼”，是商晓娜面向小学中年级学生创作

的儿童故事，全系列拟出版12种，目前已

出版6种。前不久，青岛出版集团与沙特

萨比阿集团达成协议，萨比阿集团旗下

阿拉伯文学中心出版社已购买“成长不

烦恼”系列的阿拉伯语版权，“成长不烦

恼”即将和阿拉伯地区的小读者见面。

发布会上，儿童文学作家、资深出版

人刘海栖，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

副总编辑杨佃青，昆明学院教授、儿童文

学作家余雷，著名心理咨询专家、家庭教

育畅销书作家维尼等围绕商晓娜的儿童

文学创作，展开精彩对谈。 （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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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在本届CCBF现场，

中少总社在现场全方位展示了近年来在原创图

书领域打造的精品佳作，不仅包括近年备受关注

的主题出版，同时在儿童文学、原创绘本、传统文

化、历史科普、卡通动漫等优势板块的高质量畅

销常销书和新品也逐一亮相，更重点策划了多场

文化阅读活动。展会现场，中少总社特意为来自

全球的合作伙伴开展了一场专业高效的版权推

介会。交流洽谈中，以“中少阳光图书馆”图画

书、趣味科学图画书等为代表的图画书，以“《中

国卡通》漫画书”系列、传递中国传统文化的“观

复猫小学馆”系列等为代表的卡通漫画，以《超级

狮群》《红唇美猴传奇》等“探秘大自然”系列为代

表的少儿科普图书，以曹文轩经典作品世界著名

插画家插图版、刘虎“西北动物小说”、吴梦川“花

朵系列”、两色风景“神秘的快递家族”等为代表

的原创儿童文学等一系列新书新作成为中少总社书展

版权输出的重点。

除了版权贸易之外，中少总社在本届书展现场组织

了多场精彩的阅读活动。卡通动漫方面，由中少总社同

今日动画影视文化公司联合举办的新“百变马丁”阅读

分享会，不仅仅是对热爱马丁的小书迷们的回馈和献

礼，同时也为即将到来的2020年新片新书大电影预热。

在大热的原创图画书方面，《清明上河图·十三郎》的作

者周子源以当代孩子们喜欢的方式，从孩子感兴趣的角

度去解读清明上河图这一文化遗产，将孩童难以理解的

文化瑰宝以巧妙的手法展现出来，带领小读者们穿越了

一场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之旅。由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秦

文君和英籍华裔插画家郁蓉共同打造的经典原创图画

书《我是花木兰》，在书展现场举行了英语版及中英双语

版全球首发式，让世界重温中国经典。秦文君把握儿童

的审美视角和语言叙述的明快文字，与郁蓉混用了剪纸

和铅笔画的大拉页、大场景的图画，共同成就了这本兼

具传统文化与当下时代精神的图画书。在原创儿童文

学方面，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黄颖曌带来了她的两部童话

新作——《扫夜人的星星》和《不存在的小镇》，发布会

上，她与现场读者温情分享了创作背后的故事。超人气

作家两色风景借此次书展也带来了“神秘的快递家族”

系列第七部新作——《壁画深处的龙影》，同久违的“小

快递迷”们开展了一场热情洋溢的见面会。深受“侦探

迷”喜爱的“黑白熊侦探社”系列作品，在此次书展现场

特别设置了版画印刷体验活动，新颖好玩的互动吸引了

众多小朋友驻足参与。2019年也是中少总社“萝铃的魔

力”系列作品出版整10周年，该系列作品自出版以来颇

受市场欢迎，此次借助上海童书展推出的最新完结篇作

品，是送给读者的诚挚礼物。 （林 致）

接力社携产品矩阵强力推广新老作家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月15日~17日，接力出版

社携500余种精品图书亮相第7届上海国际童书展。

接力社参展图书涵盖幼儿启蒙认知、卡通动漫、儿童

文学、少儿科普百科、家教励志、主题出版等板块，满足不

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趣味。同时，接力出版社还邀请了

秦文君、方素珍、王祖民、彭学军、常立、巩孺萍、汪诘、张

卓明、段颖婷、陈佳同、庄海燕、韩煦、刘航宇、徐开云、欧

雯、李涛、江华、徐建明等20余位童书创作人、研究者亲

临书展现场，开展7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

一直以来，接力社坚持发掘优秀的作家、画家，培育

新人新作，“娃娃龙原创图画书”系列日渐壮大，截至目前

已经出版了20余种，在此届上海国际童书展，“娃娃龙原

创图画书”系列的最新作品也与读者亲密接触。其中，取

材于第8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腰门》的图画

书《水哎》，由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彭学军创作，画家张卓

明、段颖婷绘制。国内大热的现象级硬核科幻电影《流浪

地球》同名绘本《流浪地球电影改编绘本》，由周保林改编

创作，并由荣获2005 年俄罗斯建筑科学院毕业设计金奖

的俄罗斯插画师亚历山大·克雷洛夫绘画。“80后”新锐插

画师韩煦的最新力作“章鱼先生”系列第二弹——《章鱼

先生过生日》以及由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专业副教授

常立写给孩子的一本好玩的创意互动图画书《如何让大

象从秋千上下来》都在书展上与孩子和家长充分互动。

儿童文学一直是接力社潜心打造的重要板块。此次

上海国际童书展，接力社携“白狐迪拉”系列亮相，著名儿

童文学作家秦文君的长篇幻想小说力作“小鸟公主”系

列，“记忆大师”系列，“马嘉恺幻想电影院”系列“荒野

求生少年生存小说系列”第18种《鳄鱼湖口的生死一瞬》

等一一亮相书展。“彩图青少版中国科技通史”“汪诘少儿

科学思维培养书系”“克里斯博士给孩子的物理启蒙书”

等，则从物理启蒙到前沿科技，满足不同年龄层的阅读需

求。此次CCBF，接力社还举办了经销商大会，重磅推荐

“尤斯伯恩”品牌图书。可以说，从新书发布到创作经验

分享，场内外十余场主题活动丰富多样。 （林致）

北少社800种图书2场活动“吸睛”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此次上 海 国 际 童 书 展

（CCBF）期间，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儿童文学经典作品集”、“中国当代少年科幻名人

佳作丛书”、《花猫三丫上房了》《播火录》等 800 余种

精品图书精彩亮相，并为上海市民奉上“耗子丫丫的

故事——叶广芩《花猫三丫上房了》新书见面会”“少

年笔下的世界——《快乐男生吴小强》新书发布会”2场

主题活动。

其中，“新中国成立70周年儿童文学经典作品集”，

总结现当代中国儿童文学成果和经验，用文学的形式献

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叶广芩京味儿童文学《耗子大

爷起晚了》《花猫三丫上房了》，领衔原创文学板块亮相

本届上海国际童书展，备受好评。此外，“摆渡船当代儿

童文学金奖书系”“曹文芳水乡童年精品书系”、“金骏马

民族儿童文学精品”系列等儿童文学精品也受到了高度

关注。少儿科普类别，“中国当代少年科幻名人佳作丛

书”集合刘慈欣、杨鹏、王晋康等中国科幻界领军人物经

典作品，为青少年量身打造。除少儿科普外，北少社还

特别将原武汉电视台台长、科普作家赵致真推出的“跨

媒体”科普新作《播火录》带到书展现场。通识读物类板

块，该社出版的一批以《全景图说中国历史》《发现中国

印记》《讲给孩子的历史故事》等图书也成为现场抢购热

点。近年来，北少社在图画书领域深耕细作，出版了一

批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优秀绘本，如国内儿童文学阅读

点灯人梅子涵创作的图画书《蓝马与苍鹰》《蓝裙子》

等。值得一提的是，精选全球顶级出版商、国际知名绘

本作者作品的优秀之作“星空世界精选图画书”系列也

受到现场读者欢迎。 （林 致）

吉版集团“数字童书”耀眼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今年是吉林出版集团连续第

5年参加上海国际童书展。多年来的参展经历让集团在

展台搭建上业已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展位整体

彩虹般明亮而丰富的色彩搭配传递出童年生活的广阔

无垠和多彩；展位装饰以火车、木屋等卡通形象无形中

增添了趣味性和立体感，数字产品与传统图书的融合，

兼具美感、互动性与乐趣。展会上，吉林出版集团旗下

涉猎少儿出版的5家出版单位——吉林科学技术出版

社、吉林美术出版社、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吉林摄影出

版社以及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有限公司携400余种

精品童书参展。数字出版方面，吉林出版集团本次着重

展示近年来开发的新产品，如VR产品“时代榜样·道德

楷模”系列、VR产品“身临其境”系列、AR产品“太空第

一课”系列等。多媒体融合产品“英童伴读”系列借助

iPad、手机等数字阅读介质，让图书变得“有声有色”，寓

教于乐的同时，也增强了产品的体验感与互动性。

据悉，展会期间集团初步达成版权引进意向11项，

与外方洽谈取得了初步版权输出意向10项。 （林 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