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断舍离》 55233册

《宇宙》 9230册

《108件小事》 *5501册

《断舍离+断舍离（心灵篇）+自在力》套装 5322册

“去旅行”系列（全3册） 3095册

《去旅行》（中国版特色篇） 3000册

《去旅行》（中国版） 2527册

“你好！世界”系列（全6册套装） 2134册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大中华寻宝系列26 新疆寻宝记》 253395册

《张秋生·小怪龙“芝麻·K蒙”童话系列：小怪龙和40大盗》 68900册

《非常成长书17 好性格成就更好的我》 66997册

《不老泉文库3 时代广场的蟋蟀》 59878册

《墨多多谜境冒险第9册 法老王之心（下）》 48580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 寻宝记神兽发电站2》 46963册

“不一样的卡梅拉手绘本”系列 42318册

《时代广场的蟋蟀》（麦克米伦世纪大奖小说典藏本） 32526册

《妈妈走了》（彩乌鸦10周年版） 31838册

《儿童百问百答系列52 机器人数学》 29852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科普名家名作”系列 95000册

“林格伦儿童文学作品选集”系列 85000册

“最能打动孩子心灵的经典”系列 74500册

“丁丁历险记”系列 46000册

“中国历史故事集”系列（修订版） 33000册

“《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 20000册

《植物大战僵尸2·恐龙漫画 恐龙与沙海王城》 *11000册

《罗大里儿童文学全集·洋葱头历险记》 10000册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写在基因里的食谱：关于饮食、基因与文化的思考》 10000册

《旖旎数据：100分钟读懂大数据》 3000册

《智联世界》 *5000册

《骨折治疗的AO原则》（第三版） 3000册

《解球：你所看到的90分钟》 2002册

中国工人出版社

《高铁作证》 42789册

《林清玄作品系列·一念一念，如是如是》 *5343册

《林清玄作品系列·生于世间，不着世间》 *5329册

《重塑：智能社会的未来图景》 *5254册

《豆瓣方舟文库·黑暗的次方》 *4938册

《催乳师培训教材》（修订版） 4168册

《小儿推拿保健师培训教材》 2265册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淘气包马小跳”系列（漫画升级版） 1034270册

《杨红樱启蒙图画书·熊猫日记》 *247485册

《德国专注力养成大画册》 169110册

《小猪佩奇趣味贴纸游戏书（第一辑）》 154623册

《中外动物小说精品》（升级版） 85137册

《疯狂兔子入侵》 *69597册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野生动物救助站》 *63345册

“铅笔潘妮”系列 *27363册

“陈伯吹奖获奖作家典藏书系”（第二辑） *21824册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升级版） 185656册

“装在口袋里的的爸爸”系列 136883册

“装在口袋里的爸爸”系列（漫画版） 77374册

“小学生名家经典快乐阅读书系” 55012册

“郑渊洁四大名传”系列 46922册

“没头脑和不高兴”系列 35000册

“小猪佩奇‘我有好习惯’行为引导”系列 25241套

“笨狼的故事”系列 22000册

“樱桃园·杨红樱注音童书：亲爱的笨笨猪”系列 15527册

《青草国的鹅》 *9000册

接力出版社

“巴巴爸爸”系列 151263册

“怪物大师”系列 141831册

“岩村和朗”系列 125867册

“尤斯伯恩”系列 87396册

“小牛顿科学馆”系列（全新升级版） 80952册

“记忆大师”系列 36047册

“第一次发现”系列 35570册

“优等生必读文库”系列 34701册

“野猫军团”系列 33870册

“阿罗”系列 33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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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000

111 999 11 月月
重点荐书：《环保第一课 垃

圾分类从我做起》

适读人群：7~10岁小学生。

推荐语：科学，简单，有趣，

小学生的第一本垃圾分类书。

该书以小朋友喜欢的阿 U 和他

的小伙伴们为主人公，通过有趣

的故事引出大家日常生活中会

遇到的垃圾分类难题，配以丰富的插

图来讲解垃圾分类的知识。书中设有

垃圾分类小制作、幽默漫画、测试题等

丰富内容，让孩子动手动脑，轻松掌握

垃圾分类知识。

重点荐书：《小野兽学堂》

适读人群：7~10岁小学生。

推荐语：青年作家汤汤最新力作，

铺垫丰富，用平和表达惊讶，讲述了大

山深处人与小野兽的迷人交往。儿童

文学评论家朱自强说：“读汤汤的幻想

故事，不论是短篇，还是长篇，都感到作

品有一股奇异的力量，吸引着我，牵拉

着我，让我欲罢不能，直至到达我

所期待的阅读境界。”《小野兽学

堂》的“显”文本是一个有新奇构

思的故事，“潜”文本潜藏在作品

的多个地方，它存在于何处，因人

而异。小中篇的《小野兽学堂》，

其实是一个复杂的作品。

重点荐书：《我家有恐龙》

适读人群：3~7岁学龄前儿童。

推荐语：恐龙题材一直受到孩子

欢迎，由知名绘本作家唐亚明最新原

创的绘本《我家有恐龙》抓住了孩子爱

玩的天性。孩子整天被大人的眼睛盯

着，是保护也是约束，孩子总想在安全

的情况下，游戏性地避开大人的目

光。他们也需要自己的空间，也会有

自己的秘密，就像柜子里藏的那个圆

石头。可是这个秘密竟然自己动了起

来，钻出了柜子，还在和孩子的玩耍、

互动中生长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鲜活，

有了自己的生命。

《环保第一课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教会小学生垃圾分类
信息提供：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叶 薇 直购通道：邵敏捷0571-88909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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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100问”打造轻松易读的西方哲学简史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华文出版社推出“哲学100问”系列图书。该系列包括《哲学100问：从古

希腊到黑格尔》《哲学100问：人，诗意地栖居》。这是一部适合普通大众入门的现代西方哲学史读物。

《哲学100问：从古希腊到黑格尔》系统阐述从古希腊到黑格尔时期的哲学史发展进程，涉及苏格

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休谟、卢梭、康德、黑格尔等38位哲学家的思想精髓；集中梳理古

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理性主义、法国启蒙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等哲学流派的核心逻辑脉络。

该书用38位哲学家和35张思维导图，让读者轻松读懂人类2000年智慧文明。

《哲学100问：人，诗意地栖居》系统阐述黑格尔之后的现代西方哲学发展进程，涉及叔本华、尼

采、罗素、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等18位现代哲学家的核心思想，集中梳理非理性

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以及马克思学说等哲学流派的核心逻辑。该

书呈现18位哲学家和65张思维导图，帮读者开启现代西方文明之门。

该书作者书杰，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硕士、“哲学100问”课程主理人、青年哲学作家；专注于哲学

大众启蒙工作，拥有丰富的哲学课教学经验；创办全网首档哲学入门课“哲学100问”，全网播放量超

500万次，深受大众欢迎和喜爱。

“哲学100问”系列（套装全2册）书杰著/华文出版社2019年11月版/136.00元

重点荐书
重点荐书：《大象在哪儿拉

便便？》

推荐语：全世界的孩子都

喜欢“屎尿屁”的话题，《大象在

哪儿拉便便？》就是一本关于拉

便便的幽默、夸张、充满童趣的

原创图画书。作者用精练的文

字，绘者以化繁为简的线条、大

面积色彩，描写出大象不知在哪儿拉

便便的为难处境，勾画了10种动物与

大象便便间尴尬却有趣的关系，不知

不觉中为读者带来无尽的欢乐。一句

提及一种动物，一句设计一个场景，句

句充满轻盈的想象。

重点荐书：《巨蚺峡谷的岩

崩求生》

推荐语：“荒野求生少年生

存小说系列”自上市以来累计

销售超过800万册，深受全国数

百万孩子喜爱，最新品种《巨蚺

峡谷的岩崩求生》讲述了主人

公贝克、戴安在营救好友詹姆

斯的过程中，经历了热带雨林、矮灌木

丛、火山、峡谷、岩洞等复杂多变的环

境和险象环生之后，成功逃脱的故

事。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加上近百种

简洁实用的求生技巧，鼓励孩子们在

危险环境保持镇静从容，险境求生。

《大象在哪儿拉便便？》一本关于拉便便的原创图画书
信息提供：接力出版社 陈黎鸥 直购通道：李铮010-65546561

重点荐书

重点荐书：《陪孩子读诗

经·关关雎鸠》《陪孩子读诗经·
呦呦鹿鸣》

适读人群：6~12岁儿童。

推荐语：《中国诗词大会》

特约嘉宾康震推荐。北京师范

大学博士生导师李山审定。走进中国

文学的童年，给孩子最好的美育。北

大博士带你细说风雅颂。央美妈妈带

你看见思无邪。央视主播带你乐读真

善美。

重点荐书：《萝铃的魔力8 信使的

归途》（上、下册）

适读人群：10~14岁儿童。

推荐语：《儿童文学》原创长篇魔幻

小说，历时10年，发行量超过250万册。

聚焦爱、勇气、真相与抉择，魔幻经典迎

来终结篇，讲述神秘动人的成长

故事。魔幻传奇，巅峰十年；初

心未改，方得始终。“萝铃的魔

力”第八部《信使的归途》上市，

为你揭开一个个故事的真相。

重点荐书：“袁珂中国神话

故事集（美绘本）”系列

适读人群：6~12岁儿童。

推荐语：该书讲述中国古代神话

宏伟、壮阔的幻想，瑰奇、绚烂的构思，

歌颂中华祖先博大坚韧、自强不息、勇

武刚健的民族精神。中华神话永远有

着鼓舞人志气的力量，决不会使人颓

废、消沉、动摇。即使在逆境中，也能

让人看到光明。

营销方向：签售、阅读推广、在线

直播、公号宣传等。

“陪孩子读诗经”绘本式呈现《诗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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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荐书

重点荐书：“奥特英雄专

注力挑战”系列（4册）

适读人群：3~6岁儿童。

推荐语：这是一套以新世

代赛罗奥特曼为素材的专为

3~6岁儿童量身打造的官方正

版授权益智游戏图书。这套

书共四册，每册包括图片排

序、找不同、找多余、图画捉迷藏、迷

宫、数字连线等多种趣味游戏。每个

游戏都有高清炫酷的画面搭配精彩跌

宕的情节，让孩子在锻炼思维和眼力

的同时还可以感受奥特曼的精彩故

事。这套书把奥特英雄的形象与孩子

喜爱的益智游戏题结合起来，不

但可以培养阅读兴趣，让孩子在

充满游戏快乐的状态下阅读，更

可以锻炼孩子的手眼协调力、多

维度思考力，在挑战游戏关卡过

程中，轻松提高专注力。

营销方向：一是与各大电商

平台合作，打造奥特曼产品专

区，并策划专题展示和促销活动；二是

在“耳语精灵”公众号上推文宣传，还

可开团实现购买；三是在多个微信群、

QQ群同时进行阅读分享；四是在门店

举办“奥特英雄智力大挑战”活动，与

现场孩子一起答题互动，赢取奖品。

“奥特英雄专注力挑战”帮助儿童提高专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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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荐书：“新孩子·一年

级”系列

适读人群：一年级学生。

推荐语：“新孩子”系列是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童喜喜在

“新教育实验”担任十年新教

育义工后，潜心创作出的一套

贯彻科学教育理念、描述新时代儿童

生活的非虚构儿童教育文学。该书

首创了“童书即课程”的创作手法，

首创了以文学提升核心素养的童书

体系。根据教育部推出的《中国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要求，结合耶鲁大学

耗时 40 年的儿童心理研究成果，根

据新教育课程细化，提炼出 24 大主

题，以螺旋上升的方式，帮助孩子汲

取精神力量，养成说写习惯，提升核

心素养。

重点荐书：“野孩子”系列

适读人群：7~10岁儿童。

推荐语：“野孩子”系列是丰子

恺儿童图画书奖、美国弗里曼图书

奖儿童文学奖得主，《安的种

子》作 者 王 早 早 全 新 力 作 。

作 者 以 童 年 与 大 自 然 为 主

题，以金瓜儿和银豆儿为首

的几个乡村孩子为主角，描

绘了孩子们无忧无虑的童年

生活。字里行间流露出孩童

纯真质朴的天性，展现出一种自由

精神。该书旨在通过轻松俏皮的文

字和童趣盎然的画风，鼓励当下的

孩子多亲近大自然，嗅到、看到、触

摸到、感知到大自然，在大自然里释

放天性，享受童年。

营销方向：根据图书属性、读者

定位，线上在当当、京东图书、天猫图

书等平台重点展示，在“双 12”、寒假、

春节等节点开展促销活动；线下以绘

本馆、学校等为主，邀请知名阅读推

广人、图书馆馆长、名师围绕图书开

展讲座、培训。在主流媒体重点宣

传，在大 V 等自媒体发软文、开展团

购等活动。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新孩子·一年级”帮助一年级学生成长
信息提供：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柳 洁 直购通道：0551-63533524

重点荐书

重点荐书：《热爱》

推荐语：《热爱》是一部接

地气的小说，从一个新家庭的

诞生讲起，描绘了职场中的甲

方乙方、家庭生活中的鸡毛蒜

皮以及乡土中国的底色。同

时，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问题

在这部小说里表现得十分明

显。同名电视剧《热爱》在北京卫视、

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热播，数十位

影视大咖倾力助阵。

营销方向：目前，该书的新书发布

会已经成功举办，参演明星也陆续在

微博等平台协助宣传。

重点荐书：《茶在中国：一部宗教

与文化史》

推荐语：该书以一件日常商品和

大众饮品为切入点，探索了封建中国

早期到其后大约 1800 年的时段里，传

统中国宗教与文化变迁的概况。它追

溯了饮茶从具有神话色彩的起

源到 19 世纪的发展历程，探讨

了宗教思想、机构和人物是如

何影响茶的故事，也考察了茶

带来的传统习惯、审美、仪式、

科学和知识观念方面的变化。

重点荐书：《历史的进程》

推荐语：该书以史明鉴，以

廉政文化为宣传点和落脚点，通过历

史故事、教训来警示今人做人、做事的

道理。对照历史，关照现实，鉴前世之

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该书非常适合各

级党政机关团购。该书作者王丹誉是

新闻宣传工作者、传统文化学者、中国

新闻奖获得者，《中国纪检监察报》“丹

青引”“星河灿烂”专栏主持人，中宣部

党建网“大V专栏”“网络锐评”专栏作

家，领导干部学国学网公众号作者，列

今日头条“青云计划”榜单；长期致力

于以融媒体传播中华传统廉政文化。

中国工人出版社：同名电视剧热播《热爱》聚焦家庭生活
信息提供：中国工人出版社 刘 甲 直购通道：刘甲18501315479

重点荐书

重点荐书：《“志玲博士”帮

你越过儿童用药的28个雷区》

适读人群：儿童家长。

推荐语：宝贝的随身药师，

孩子的健康卫士。儿童用药“雷

区”众多，用药规范不能忽视。

作为家长，应该在专业医生、药

师的指导下，结合自家宝宝的

情况，严格按照用药规范为宝

宝用药，尽可能避免“踩雷”。

该书通过儿童用药最常见的28

个“雷区”，向家长朋友们全方

位普及儿童用药知识，护航宝

贝的用药安全。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新作聚焦儿童用药安全
信息提供：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朱旖旎 直购通道：罗小林021-64845012

重点荐书

重点荐书：《改变的勇气》

推荐语：生活很苦？很累？

只是因为你没有找到正确的方

法！挣脱人生困境，用阿德勒的

方法，去做就对了！该书是畅销

350万册的大卖之作《被讨厌的

勇气》人际关系实践篇。从18岁

到 80 岁，88 个常见的人际关系

问题皆能在书中找到答案。

重点荐书：“不可思议的生命”系列

推荐语：国内首套用故事梳理发

生在中华大地上的生命脉络的原创

科普作品。从远古海洋到人类社会，

生命演化中的 6 个重要阶段和形式，

是每个分册的主题。穿插人物故事，

讲解古动物知识。身为古动物馆研

究员的爸爸，带领孩子和小伙伴去参

观古动物馆，从一幅幅精美的化石图

片或化石标本里，进入一个个生命进

程的场景，让小读者身临其境

学习古生物的各方面知识，近

距离观察世界上第一条鱼、大

熊猫的始祖、神奇的翼龙蛋等

等。极富童趣和艺术性的插

图打造出实地考察场景，再配

以深入浅出和幽默有趣的文

字讲解，让孩子的阅读变得轻

松和快乐。

营销方向：2020 年 1 月 11 日，《古

鱼世界大探险》和《追寻中国恐龙》两

书的作者张平（中国科技馆古动物馆

副馆长）、葛旭（中国科技馆古动物馆

高级研究员）将与《科普时报》总编辑

尹传红在中国科技馆的大讲堂与小朋

友们见面，聊一聊中国的古动物。后

续将会在中国古动物馆举办新书首发

活动，并在各地方科技馆举办多场图

书宣讲和科普讲座。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改变的勇气》集纳88个常见人际关系问题
信息提供：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徐万寿 朱碧云 直购通道：徐万寿010-58263266

重点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