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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教育社
推线上教育服务产品

近日，湖北教育出版社面向湖北省中小学生

发起了“在家上课”行动计划，通过“湖北教育

APP”和“智慧易课堂”“人教鄂教版科学”“湖北教

育出版社”等微信公众号，向广大师生开放在线

学习工具和在线学习资源，供免费使用，包括电

子教材、教辅资源、线上直播课、教学设计及课

件、作业批改等，并邀请名师为学生在家自主学

习提供针对性辅导。

1月31日，该社邀请“中国学生学习法”丛书

编著者、著名教育家丁晓山在“湖北教育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和“湖北日报APP”上对小学、初中、高

中的学生进行分级指导。2月1日，该社联合北京

智慧流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人民教育出版社，于

寒假期间为学生提供优质、正版在线学习工具和

在线学习内容。2月5日、6日，该社继续利用“智

慧易课堂”“湖北教育出版社”等微信公众号为师

生免费提供人教·鄂教版《科学》1~6年级电子教

材和学生活动手册、教学设计及课件下载。2月

10日，“湖北教育APP”（小学版）教师端的语文、

数学、英语三科在线直播正式上线。“湖北教育

APP”（中学版）注册用户在学校正式复课前，可免

费使用该社正式出版教辅的相关学习资源，包括

全优金牌会员所有功能及直播课。

教科社
联合幼儿园老师录制绘本音频

近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学前教育研究中

心、教育科学出版社学前教育分社联合北京市20

多所幼儿园的83位老师，用2天时间将教育科学

出版社出版的90多种优质图画书录制成故事音

频，提供给居家小读者。目前，这些音频产品在

3 个渠道播出，2 天的页面浏览量达 50 万人次。

参与此次公益活动的幼儿园包括北京市六一幼

儿院、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北京市第五幼儿园、北

京市第一幼儿园附属实验园等20多家单位。另

外，该社应教育部和各省教育部门倡议，为中小

学生返校前“停课不停学”，免费提供相关电子教

材。

“赣教云”免费提供《江西省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学生防护手册》

2月9日，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江西省教育

厅和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编写的《江西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学生防护手册》由江西高校出

版社正式推出。2 月 10 日，先期电子书通过“赣

教云”教学平台推出，供师生和家长免费阅读。

据悉，江西高校出版社联合江西省健康教育

与促进中心，第一时间组织骨干力量，短短 6 天

时间，完成了该套《江西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学

生防护手册》的编辑出版工作。根据不同学段学

生年龄特点，《手册》分大学版、中学版、小学版3

册，主要围绕如何做好相关防护、有效防止疫情

扩散蔓延为中心，以简明易懂的问答和图文并茂

的编排方式，引导师生正确认识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指导师生做好科学防护，消除恐慌，理

性应对。

安徽教育社
提供多形态在线教育资源

在即将开学之际，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安徽

省教育厅、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针对新型

冠状病毒疫情状况，组织专家为全省中小学生紧

急编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小知识》

（中小学生版），分挂图、折页、H5三种形式，其中

H5已通过该社微信公众号推送宣传，挂图和折页

将在开学时赠送给省内中小学，以指导学生认识

和了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预防知识。

此外，该社还为全省初中学生提供各学科新

学期免费预习课视频资源。自2月1日起，到学

校正式开学前，所有使用该社出版的《寒假作

业》《寒假生活》的读者均可通过微信扫描书上

的二维码，获取初中各学科新学期免费预习课

视频，随时都可以免费在家上课学习，实现“停

课不停学”。

●战疫·企业行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林 致/整理

在新型冠状病毒来袭的时候，一

个84岁的老人呼吁全国人民没事不

要去武汉，尽量待在家里隔离，自己

却登上了开往武汉的列车。

几天后，他在接受新华社的采访

时眼含泪光地几度哽咽，然而他坚定

地相信：“武汉是一定能够过关的，武

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

他有着院士的专业、战士的勇

猛，更有着国士的担当。他就是中

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病学专家

钟南山。

钟南山出生于医学世家，一岁时

即遭遇日军轰炸，险些丧命于炸毁的

房屋中。上学后性格顽皮，四年级时

还曾因为成绩欠佳留级。中学时，学

习主动性终于被激发，逆袭成为学霸。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

来，武汉的中小学生生活和心理都受

到了较大影响。接力出版社一直想

为武汉的孩子们做点事，得知武汉少

儿图书馆希望给孩子们开展线上阅

读分享活动后，“中华先锋人物故事

汇”系列中即将出版的《钟南山》的责

编袁怡黄即积极准备资料，制定分享

计划，于 2020 年 2 月 5 日，在武汉市

少儿图书馆的 3 个线上微信群分享

了钟南山爷爷的故事，讲述他青少年

时代的成长经历，以及在 2003 年非

典和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挺身而

出，冲在一线，与医护人员们共同抗

击疫情的事迹。当天收听人数近

1000 人，钟南山爷爷优秀的业务能

力，敢讲真话的品质和无私奉献的精

神给了孩子们莫大的鼓舞和力量，更

坚定了他们战胜疫情的信心。

此次活动受到了武汉少儿图书

馆的肯定和家长孩子们的欢迎。接

力社又邀请黑鹤、陈佳同等优秀儿童

文学作家在武汉少儿图书馆的线上

平台，给孩子们带来主题分享活动，

安抚他们的情绪，陪困守家中的孩子

们度过一个别有意义的假期。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严

峻形势，在上级主管单位的领导下，接

力出版社积极履行社会责任，2019 年

2 月 3 日，紧急梳理优质资源，挑选出

适合孩子看、听、玩的百余种电子书、

有声书、互动电子书，在接力出版社

的自有平台“天鹅阅读网”微信公众

号上提供免费阅读，该功能已于2月4

日上午 8 点正式上线，并将免费开放

至疫情结束。

读者可关注“天鹅阅读网”微信

公众号，点击限时免费阅读，进入免

费阅读专区，选择想要阅读的图书后

加入购物车，即可获得一次性免费授

权。免费图书包括《黑狗哈拉诺亥》

《狼谷的孩子》《血驹》《米斗的大计

划》《丫中和丫串》《超级父母时间管

理术》等 50 余种电子书；《萤火虫女

孩》《鄂温克的驼鹿》《走出森林的小红

帽》《章鱼先生卖雨伞》《藏起来的鞋子》等

20 余种有声书，百余集有声故事；图书涵

盖图画书、儿童文学、少儿科普、家庭教育

等多种类型，满足亲子共读、儿童阅读、青

少年阅读等不同年龄层的阅读需求。

接力出版社是首个在自有平台上提供

童书产品免费阅读的专业少儿出版社。在

疫情期间，接力出版社根据行业特点和实

际情况，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及时开放优

质童书线上免费阅读，不断增加优质内容

的资源供给，丰富孩子的精神文化生活，

让家长与孩子足不出户就能获得知识。

充分发挥文化生活主阵地、主力军作用，

充分发挥文化单位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中的作用，并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

防治，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阻击战做出

更多更大的贡献。

接力出版社

自有平台“天鹅阅读网”免费开放优质童书百余种

﹃
中
华
先
锋
人
物
故
事

汇
﹄
系
列
丛
书
（
第
二
批
）《
钟

南
山
·
生
命
的
卫
士
》
定
价

22 . 0 0

元

好书荐读
《钟南山：生命的卫士》

坚持“三到位”，响应中央部署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作为出版人，更好地保护自己，

是为了更好地传播梦想和希望。

思想认识到位。战“疫”伊始，

明天出版社第一时间通过工作群向

大家转发了《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工作的

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工作的

通知》，呼吁全体员工佩戴口罩、避免

进入人群密集场所；第一时间对员工

春节期间的动向进行摸底排查，并及

时传达上级精神、集团工作要求，强调

了防疫的严肃性、重要性。

防护物资与制度准备到位。不

打无准备之战，为了给予节后正常上

班的员工提供全面防护，购置了口罩、

红外线体温计、酒精和84消毒液。

在制度方面，及时制定办公大

院疫情防控管理办法，建立疫情报

告制度，根据集团要求每天定时进

行疫情报告，落实“日报告”“零报

告”制度。并建立疫情监测制度，要

求每位员工进入单位前检测体温并

记录备案。

行动落实到位。好的意识、好

的制度，还需要切实的执行。加强

了物业管理，对所有区域进行定时

消毒工作，减少中央空调使用，加强

废弃口罩单独存放及其他相关的安

全管理措施，力争从源头阻断病毒

传播。

强化对外部来访、公干外出人

员的管理，并为外部访客建立统一

会客区，避免交叉传播。

明天出版社还制定了开工日之

后餐厅实行的分餐制度，避免人员

密集带来隐患。

兼顾战“疫”与发展

尽管隔着千山万水，读者对于

好书的呼唤，我们皆听在耳里，记在

心中。

明天出版社在积极做好防疫工

作的同时，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

自1月31日起，开启居家办公模式，

通过网络和电话的方式与同事沟

通，各部门负责人远程对员工的工

作计划进行审核和验收。

居家编校，追赶进度。大部分图

书编辑已开始暑期图书的编校工作，

进度一步也不曾落下；教育出版分社

的编辑自春节起就加班加点，为确保

春季教辅读物正常付印而努力。

线上阅读，时刻相伴。无法外

出的春节，读者还有好书的陪伴。

这是明天出版社的承诺，也是明天

出版社的祝福。

知识室将“阳光姐姐科普小书

房”系列中的《生命也有秘密》和《身

边的微生物》搬到网上，每天刊载一

部分内容供小读者免费阅读、了解

病毒知识；教育出版分社夜以继日

地转化格式，将传统的教育辅助读

物制作成电子档，放在网上免费供

学生使用，协助孩子们在家正常学

习。

抗击病毒，童心绘爱。为了让

不能外出的孩子们的居家生活变得

丰富有趣，《幼儿园》杂志、明天儿童

美术馆均发起了战“疫”主题的公益

绘画征稿活动，让孩子们拿起画笔，

画下自己的祝福，用一幅幅画传递

爱的力量。

防控疫情，同舟共济。紧张的

疫情局势，无法泯灭我们传递美好

与爱的热情。发行部门的小伙伴快

马加鞭，及时更新线上试读内容，联

系作家从线上开展公益直播、公益

群分享，还和文轩姐姐一同在喜马

拉雅上给小朋友讲绘本故事。这一

切，都是为了让孩子们及时享受到

丰厚的精神食粮。

倡议感恩积极应对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在春

天来临之前，明天社倡议大家用笃定、

感恩、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信心是比

金子还珍贵的东西，我们要相信祖国、

相信党、相信万众齐心的力量。

这个春节令人难忘，在这段特殊

的时光里，我们始终陪伴在读者左

右，好书不会因为疫情而迟到，相信

亲爱的读者也一样不会因此而步履

不前。

让我们信心饱满地相约明天，

携手相伴迎接樱花重开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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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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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社向全国免费提供“人教点读”APP服务

1月29日，在教育部统一部署下，人教社将“人教点读”APP内所有数字教学资源免费开放给

所有中小学生，确保疫情期间中小学生“停课不停学”。

“人教点读”APP 自免费开放后短短 3 天时间，用户增加 230 万，平台服务器访问量达 2.5 亿

次。面对用户量激增的形势，技术人员迅速启动紧急预案，扩容数据库、服务器和缓存，不断优化

产品性能，高效迭代，满足用户访问需求；同时全面做好安全性加固，严防死守，抵挡住了数以万计

的短信验证平台攻击，稳稳守住阵脚。免费开放以来，“人教点读”APP的用户量不断攀升，1月31

日晚，在应用市场免费教育类APP中排名第1，在全类免费APP中排名超过抖音，排名第7。与此

同时，人教社还积极准备免费提供人教版中小学教材电子版及其他配套资源的相关工作。鉴于目

前各地中小学校推迟开学，为保障学生在家正常学习的需要，人教社决定在人教网设置“人教版中

小学教材电子版”专栏，免费提供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 2020 年春季学期使用的部分主科教

材，包括三科统编教材和其他学科的人教版教材一共120多个品种，以满足师生的基本需求，不耽

误教学进度；并结合学科特点及重点、难点，适时提供其他教学指导材料。

此外，人教社还决定向疫情最为严重的湖北省免费提供数字教材垂直服务平台及数字教材，

以支持湖北省中小学开展网络教学，满足该省广大中小学生在家学习需要。

教育出版机构线上服务总动员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日前，江苏凤凰科

学技术出版社为促进大众增强自我防护，出版

发行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护手册》。

该手册由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副院长、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吴超教授担任主

编。吴院长从事感染病专业临床教学科研工

作 30 余年，获知该手册的出版计划后，在奋战

于抗疫一线之余，立即召集团队，迅速确定大

纲、编写书稿，分别从了解病毒、保护自己、政

策法规解读、多方措施支持、防止冠状病毒重

现几方面，对当前群众急需了解的防疫知识作

了全面普及，以问答的形式，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答疑解惑，语言

通俗易懂、文字简洁、图文并茂，能使读者轻松

了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防范措施，以

及防疫误区。

此次出版正值春节期间，苏科社以疫情为

命令，社委会领导高度重视，相关责任编辑及部

门放弃了春节假期，无缝衔接、通力配合、果断行

动，在第一时间完成项目立项、书号申请、三审三

校、设计、排版、印刷、发行等工作。随着疫情的

不断发展、对疾病认识不断深入，该手册还将根

据实际情况不断修订，切实起到守护群众生命健

康安全的作用。

1月27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护手

册（网络公开版）》在苏科社微信公众号及人民日

报、学习强国、亚马逊、当当、知网、知乎、得到等

30余家在线平台上线，供读者免费阅读，多家微信

公众号转发，并联合凤凰新华书店旗舰店、新华文

轩网络书店、汇海博文图书专营店、华研图书专营

店、丰源瑞德图书专营店、蓝调图书专营店与苏科

社天猫店、微店同时开展线上公益活动。截至目

前，该手册在亚马逊Kindle商店免费商品销售排行

榜位列第一。目前该书总印量已达63万册，江苏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向社会免费赠阅 10 万册，其

余部分将以成本价对外销售。

据悉，在迅速出版发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防护手册》的同时，苏科社还即将出版由

南京医科大学校长沈洪兵、党委书记王长青主编

的《战“疫”必胜——科学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问答》，针对公众对呼吸道传染病（包括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常见疑问，采用问答的形式，以

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众普及专业防治知识。苏

科社原创少儿绘本“神奇绿色营”系列正在赶制

《神奇绿色营 VS 病毒大作战》，该绘本将随书附

赠江苏省疾控中心儿童青少年健康促进所编写

的漫画版“新型冠状病毒少儿防护手册”，帮助

孩子们了解并认识新型冠状病毒，做好防护。此

外，为积极配合教育部门开展的“停课不停学”

相关工作，苏科社还决定自 2020 年 2 月 3 日起，

通过“苏科教材网”向广大师生免费提供苏科版

初中《数学》《物理》《生物学》电子教科书、补充

习题、配套评议教辅，以及几乎覆盖所有教学课

时的教学录像优质资源。 （林 致）

苏科社“防护手册”位列Kindle商店免费商品销量第一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

肆虐，传播快速，患者和医务人员的精神压力、工

作压力及现实状况压力剧增，精神心理安全问题

的解决也日益紧迫。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作为浙江省省

级定点医院，承担了大量的定点治疗工作，浙江大

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也相应承担

了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心理干预治疗任

务，以及对医务人员的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也通

过远程对浙江援鄂医务人员进行心理干预工作。

浙江大学出版社联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联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等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患者和一线医务人员做出实战心理干预指导的

专家，一起编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心理干预实

战手册》。该实战手册在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

师协会的支持和指导下，从实战性出发，结合音

频视频等立体材料，介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的心理评估方法、心理干预整合方案、心理干预

常见技术，并提供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人群的

心理干预案例，为更多的精神科同行提供重要技

术支撑。 （林 致）

浙大社抗疫出版物关注肺炎患者心理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