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力出版社

“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系列 *304241册
“怪物大师”系列 89109册
“儿童哲学智慧书”系列 84785册
“尤斯伯恩看里面”系列 70397册
“小玻”系列（翻翻书） *59201册
“巴巴爸爸经典故事”系列 50926册
“荒野求生”系列 47707册
“14只老鼠”系列 28726册
“婴儿游戏绘本”系列 23184册
《六极物理》 *18806册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淘气包马小跳”系列（漫画升级版） 350613册
“中国动物小说品藏书系”（第3辑） *200000册
“小猪佩奇”系列 160640册
“我的青春恋爱喜剧果然有问题”系列 150247册
“小树苗儿童成长经典阅读宝库”系列 72720册
“小猪佩奇心理成长故事书”系列（注音版） 63440册
“国际动物小说品藏书系”（第2辑） *56262册
《夏目友人帐·缘结空蝉》 *40000册
“Q版奥特英雄 思维游戏训练营”系列 *38223册

《加德纳艺术史》 *3123册
《红楼梦连环画》 2855册
《封神演义连环画》 2847册
《写给大家的西方美术史》（15周年纪念版） 2815册
《西游记连环画》（收藏本） 2766册
《西方大师原作高清解读 塞尚》 2354册
《西方绘画大师原作 凡·高》 2338册
《藏在碑林里的国宝》 2290册
《经典中国故事绘本 白蛇传》 2131册
《黄永玉全集（文学编）杂集》 1731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重点荐书：《第一堂课》

适读人群：有艺术专业

背景的高校师生、艺术行业

从业者、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的大众读者

推荐语：该书是中国艺

术史家巫鸿在哈佛和芝加哥

大学讲授中国艺术史的第一

堂课讲稿汇集，堪称中国版

的《艺术的故事》，以深入浅

出的讲解，系统展示“中国

美”的意蕴。

重点荐书：《加德纳艺术史》（经

典版）

适读人群：有艺术专业背景的高校

师生、艺术行业从业者、对艺术和历史感

兴趣的爱好者、想系统了解世界艺术史

的大众读者

推荐语：该书讲述的是

从原始时代到近代的全球艺

术史，以“全景化”视角展示

艺术发展的历程。可以把它

当作一本工具书，只要是跟

艺术有关的都可以在这里面

找到。

重点荐书：《这些艺术不

太冷》

推荐语：这是一本将艺

术史中有趣的知识性内容生动提炼的

“奇书”，从一些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旨

在用十足的“干货”重塑艺术原本的可爱

面貌。内容浅显有趣，没有阅读和理解

上的“门槛”，颠覆读者对传统艺术类书

籍的认识。

重点荐书

湖南美术出版社：《第一堂课》深入浅出展示“中国美”意蕴
信息提供：湖南美术出版社图书营销部 谢爱友 直购通道：0731-84748980

《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 5172册
《标准对数视力表》 4231册
《一分钟看懂化验单》 2605册
《医林求证：刘茜檬方证实践录》 *2316册
《中医清热法》 *2113册
《中医补益法》 *2097册
《中医泻下法》 *2093册
《中医发汗法》 *2088册
《备急千金要方》 *2049册
《综合格斗制胜法宝：巴西柔术》 *1833册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河南美术出版社

《名侦探柯南抓帧漫画1》 28570册
《名侦探柯南抓帧漫画3》 25650册
《名侦探柯南抓帧漫画4》 25050册
《名侦探柯南抓帧漫画5》 24840册
《名侦探柯南抓帧漫画6》 24660册
《名侦探柯南抓帧漫画9》 23450册
《名侦探柯南抓帧漫画8》 23340册
《名侦探柯南抓帧漫画7》 23210册
《名侦探柯南抓帧漫画10》 22730册
《名侦探柯南抓帧漫画2》 22680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夏洛的网》（新版） 41600册
《血殇：埃博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25203册
《夏洛的网》（彩绘注音版·套装） 20000册
《挪威的森林》 12841册
《弗洛姆作品系列 爱的艺术》 9984册
《肮脏的三十年代：沙尘暴中的美国人》 *9901册
《鞋带》 *9471册
《且听风吟》 8711册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新版） 8597册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8387册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郑渊洁四大名传”系列 157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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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000册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 狼王梦》（升级版） 900000册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 斑羚飞渡》（升级版） 874000册
《装在口袋里的爸爸 天降神弟》 183000册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 最后一头战象》（升级版） 174000册
“笨狼的故事系列”系列（典藏版） *58000册
“汤汤幻野故事簿”系列 *35000册
“新生代科幻精品书系”系列 *17000册
“彭懿奇思妙想童话”系列（注音版） *12000册

（标*的为近期新出版图书）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王少波/采写整理

我们社发得我们社发得
最好的书最好的书

222 000 222 000 5月月

（扫描文中二维码下载该社重点图书视频）

重点荐书

《等待》讲述小乌鸦独立成长记
信息提供：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许 婧 直购通道：邵敏捷 0571-88909829

重点荐书：《等待》

推荐语：绘本《等待》是

徐萃第一部自写自画作品，

讲述的是一只小乌鸦在妈

妈、爸爸的呵护下长大。一

天，妈妈、爸爸外出觅食，却

再也没有回来。小乌鸦记住

妈妈、爸爸告诉他的话“没关

系，慢慢来”。他努力学习捉

虫子，熟悉周围的环境、避开

危险、和友善的族类交朋友。他学会了等

待，也学会了生存，成长为一只独立而勇

敢的乌鸦。

重点荐书：“任溶溶幽默儿童文学创

作”系列（彩色插图版）（4册）

推荐语：“任溶溶幽默儿童文学创作”

系列（彩色插图版）（4册）是任溶溶经典代

表作，新出版的彩图版增加了彩绘插图及

美术片剧本部分，内容更加

丰富。在“没头脑”和“不高

兴”身上，每个人都能读到自

己。该书影响五代读者，成

为永远流传的经典，入选教

育部2020年《中小学生阅读

指导目录》。

重点荐书：“管家琪台湾

少年寻根”系列（4册）

推荐语：该书系是儿童

作家管家琪最新原创少年小说，以中学考

古社团的三名少年和老师讲述祖辈的故

事为线索，串联起重要历史事件和文化印

痕，内容涉及北京猿人头盖骨、南京明城

墙遗址、南京天妃宫和郑州花园口遗址，

每一个故事都包含了一段让人难以忘怀

的历史。入选2020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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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荐书：《正常人》

适读人群：文学青年及

对言情、青春、人性话题感

兴趣的读者

推荐语：该书入围布克

奖、都柏林国际文学奖、英

国女性文学奖、迪伦·托马

斯奖等，被水石书店评为

“年度图书”，并获得科斯塔

年度最佳小说奖、爱尔兰年

度图书奖、英国图书奖年度

最佳图书奖。该书已被翻

译成 46 种文字，成为全球畅销书。

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于2020

年春季上映，风靡全球。

重点荐书：《布拉格公墓》

适读人群：对悬疑、神秘、历史题

材感兴趣的读者

推荐语：《布拉格公墓》被誉为埃

科继《玫瑰的名字》之后最精彩的小

说。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

欧洲，主人公西莫尼尼一觉醒来，发

现忘了自己是谁，失忆的恐慌与不安

让他决定仿效弗洛伊德，对自己进行

精神治疗。他周旋于秘密警察、教

会、阴谋家、革命者和御用文人之间，

在半个欧洲从事间谍活动。

重点荐书：《证言》

适读人群：对历史、女

性主义等话题感兴趣的读

者

推荐语：该书为畅销

书《使女的故事》续作，荣

获 2019 年布克奖，上市初

期在英国每 4 秒便售出一

本，全球上市首周 50 万册

即告售罄。该书讲述《使

女 的 故 事》结 局 的 15 年

后，基列国的统治从内部显

露出衰腐的迹象。在巨变将临的关

键时刻，3 位不同身份背景的女性

的命运开始交错，进而引发了颠覆

性的后果，她们从各自的视角见证

了历史的变迁。

营销方向：根据不同图书的内容

特点，以话题导入，以内容服务为立

足点，针对更为精准的读者群策划形

式新颖、转化力强的主题活动。寻找

不同领域的博主进行新书推荐，如根

据《布拉格公墓》中的悬疑点策划快

读类视频进行线上传播等。计划利

用 8 月上海书展契机开展线上线下

联动的一系列阅读类活动，以满足读

者多样化的阅读需求。

重点荐书

上海译文出版社：《布拉格公墓》利用悬疑点策划快读视频
信息提供：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部 王 赟 直购通道：021-53594508

重点荐书：《黄文秀：

青春之花》

推荐语：“中华先锋

人物故事汇”系列是一套

帮助青少年读者系好人

生第一颗纽扣的丛书，第

1 辑上市后便受到了读

者、教育工作者的好评，

并入选 2019 年全国中小

学图书馆（室）

推 荐 书 目 和

《教育部基础

教育课程教材

发展中心中小

学生阅读指导

目 录（2020 年

版）》小学 1~2

年级学段目录。第2辑在6月1日上

市，作为儿童节礼物献给全国的少

年儿童，《黄文秀：青春之花》被收录

其中。黄文秀北师大研究生毕业

后，放弃在大城市就业的机会，回到

家乡革命老区百色百坭村任第一书

记。黄文秀把真情献给山村，用生

命回报了家乡，温暖了身

边的每一个人。青春之

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生命虽然短暂，但永

远散发芬芳。

重点荐书：《奇怪的客

人》

推荐语：《奇怪的客

人》是2020年国际林格伦

文学奖得主白

希那的最新作

品，沿袭她独一

无二的技法，写

最暖人心扉的

现代童话。姐

弟两人迎来了

一位奇怪的客

人，他吃了面包会放屁，吃了冰激凌

会下雪，大哭大闹引得雷雨交加。面

对这位奇怪的客人，姐弟俩齐心协力

克服危机。《奇怪的客人》与《澡堂里

的仙女》《奇怪的妈妈》并称“奇怪三

部曲”，作者白希那用暖心的现代童

话构筑始终如一的美好世界。

重点荐书

“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系列第二辑绽放《青春之花》
信息提供：接力出版社 刘佳金 直购通道：李 铮 010-65546561

重点荐书

河南美术出版社：展卷赏 掩卷藏 体验中国传统手卷阅读
信息提供：河南美术出版社图书发行部 宋学军 直购通道：0371-65788152

重点荐书：《王铎书法全

集》（6~10卷）

推荐语：该书是荣获首届

中国书法兰亭奖出版奖的《王

铎书法全集》（1~5 卷）续编，

共收录近年发现的王铎书法

墨迹精品近200件，可谓是王

铎书法的集大成之作。

营销方向：该书采取预订

的方式，在图书未上市之前预售1000多套；

上市后举行了新书发布会，登上各种艺术类

好书榜，通过口碑传播提升销量。

重点荐书：《历代书画手卷百品》（第

一辑·绘画）

推荐语：展卷赏，掩卷藏。“历代书画

手卷百品”系列丛书精选历代名家名作，

收录中国画、书法手卷名迹数十种，精心

制作、四色印刷、内容丰富、舒卷自如，不

仅便于读者案头展阅、临摹和

上架收藏，而且适宜于鉴赏把

玩，能够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和

欣赏我国传统书画艺术精华。

营销方向：通过微信、微

博持续营销，重点在网店、微

店销售。

重点荐书：《中国历代画

家绘画题跋选粹》

推荐语：由中央美术学院等艺术院

校教授及书画名家编写，从中国画的知

识性、趣味性原则出发，以独特的视角选

取历代画家相关诗文、鉴赏、记事等方面

内容的绘画题跋，供读者欣赏与研习。

营销方向：该书由中央美术学院等

各大艺术院校教授及书画名家编写，在

上市初期就已经产生了良好的销量，后

续的营销集中在网店。

重点荐书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唐五代木构建筑实例》真实完整再现9座古建面貌

信息提供：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黄 聪 直购通道：薜文毅 13603589348

重点荐书：《唐五代

木构建筑实例》

适读人群：从事中

国古建筑研究人员、仿

古建筑营造专业技术人

员、中国历史文化和古

建筑爱好者

推荐语：中国古代建

筑自成一体，是世界古代

建筑的三大系统之一，承

载了丰富的中华文化。该书图文并

茂，插附大量珍贵的实测墨线图、

3D 图、复原图、实景照片，真实、完

整地从整体布局到细部结构剖析解

读，展示了现存 9 座唐五代木构建

筑的恢宏面貌和那令人叹服的科技

和艺术。

重点荐书：《中华方剂本源剂量

大典》

适读人群：临床中医师、方剂研

究人员、中药科研及生产机构研究

人员、中医院校学生

推荐语：常有言，中医不传之秘

在于剂量，足见剂量对临床影响之

深。还原古方剂量的本来面目，是

今人真正贯通古方的必

然要求。结合古方形成

年代，该书对原方剂量认

真换算，突显了“量大者

为君”的方剂理念，解决

了方剂学中很多悬而未

决的问题。

重点荐书：《痴博士

习武39讲》

适读人群：传统武术

习练者及对传统文化、传统武术感

兴趣的群体

推荐语：作者用通俗的语言表述

十几年的习武心得，用生活中的例子

予以类比，并手把手地教读者如何站

桩和打单式，是一本全新的武术类书

籍。这是一本干货满满、看了不走神

的武术扫盲书。

营销方向：自媒体平台宣传，通

过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平台进

行宣传，拓展图书的传播渠道。举

办新书发布会、现场签售会以及相

关的讲座；参加与图书相关的专业

会议、展览等活动，在专业领域内宣

传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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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第一狼女”带低龄儿童“重返狼群”
信息提供：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柳 洁 直购通道：18755132522

重点荐书：《我和小素》

推荐语：该书是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主题的现实主义长篇

儿童小说，入选2020年中国作

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抗

击疫情”主题专项）、中国版协

儿童阅读好书榜“生命教育主

题”书单。作品通过儿童视角，

直面疫情之下武汉人民丰富而

有质感的社会生活，传递了大爱真情。

重点荐书：“给孩子的艺术笔记”系

列（8册）

适读人群：中小学生

推荐语：该书系是一套带领孩子了

解各国博物馆，解读艺术与历史的旅行

笔记，入选 2019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

目。该书系共8册，精选了中国、英国、美

国、德国、西班牙、俄罗斯、法国和意大利

8个国家博物馆的历史和收藏故事。

重点荐书：“重返狼群”系列（彩绘注

音版）（3册）

适读人群：小学低年级

学生

推荐语：该书系是“中国

第一狼女”李微漪为低年龄段

儿童创作的彩绘版非虚构类

动物小说。该书系在原有《让

我陪你重返狼群》的故事架构

下，结合低年龄段儿童特点和

阅读需求，标注拼音，绘制彩图。

营销方向：在抖音、微店、壹直播、天

猫、微信群、QQ群等平台开展名家直播课堂

和编辑讲书活动，联合合肥新闻广播在淘宝

线上直播，在拥有百万粉丝的合肥新闻广播

等官方抖音大号开展置顶短视频宣传、直播

带货等活动。6月邀请沈石溪、郁雨君、伍美

珍、李姗姗等名家在云直播、天猫旗舰店、钉

钉、抖音等平台开展线上直播，联合扬帆锦

鲤、樊登读书、京东图书文娱等微博大V号

开展有奖阅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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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新华探索发力一般图书发行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广西新华文盛图书有限公司、广西邕华图书有限公司在南宁市召开业务座

谈会，围绕“如何在新形势下做好2020年南宁市一般图书的发行工作”交流探讨。广西新华书店集团股份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邵福荣，文盛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凌华，邕华公司总经理王文双等出席。会议由文盛

公司副总经理苏芸主持。据统计，2019年文盛公司发货码洋5.9亿，同比增长23.35%；全区一般图书实现销售

码洋5.5亿，同比增长31.26%。其中，重点时政类图书发行创下历年新高。2020年1~5月，受疫情等因素影

响，整体发货码洋和销售码洋同比下降，其中自治区门店销售码洋同比下降33.73%。

邵福荣提出了公司业务专业化、发行团队专业化、营销人员专业化的要求，希望参会各方加强沟通，增强

业务联系和交流，提升协作能力，共同努力促进广西一般图书销量又快又好发展，为实现新时代下新华书店

的共同发展提供助力。王文双介绍，在疫情当下，邕华公司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应对措施，微商城紧急上线

弥补了因为疫情带来的销售缺口，开展直播带货模式探索，并创造性地在美团平台上开展“图书外卖”的新销

售模式。凌华说：“文盛公司与邕华公司有着长期合作的良好基础，希望双方能进一步加强联系和沟通，在

2020年携手共进，共同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促进全区一般图书发行工作再上新台阶。”

广西教育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在会上做了新书、重点书推荐。文盛公司并参观考察了宾阳中学校

园书店建设项目、宾阳县新华书店门店。 （尹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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