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考试说明书：高中历史》 1922册
《建筑室内设计》 1019册
《模具设计与制造》 1008册
《广告设计与制作》 1008册
《文秘》 1003册
《工程造价》 1002册
《药学》 1000册
《动漫设计与影视动画》 *1000册
《多层房屋钢筋沥青基础隔震技术规程》 802册
《两院院士忆高考：77级、78级大学生的高考故事》 671册

湖南大学出版社

《枕边深睡眠蓝宝书》 6284册
《应用文写作》 2045册
《领导科学基础》（第4版） 1269册
《国际物流》（第7版） 907册
《财富小管家，还是败家小怪物？》 873册
《信息工程英语》 781册
《党性的诠释：党性是如何淬炼的》（第3版） 665册
《丁冰自选集》 644册
《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第2版） 625册
《资产托管的运营、估值与管理结构》 540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牛肚子里的旅行》 10085册
《肩上的电影》 10062册
《老人和狗》 10058册
《阿多的深蓝色旅行》 10052册
《女孩和蝉》 10040册
《神鸟》 10040册
《做成标本的小燕子》 10040册
《小城流年》 10005册
《少年的荣耀》 4178册
《朵朵的天空》 1507册

希望出版社

重点荐书：《厚土中国》

推荐语：该书是中国作协

重点扶持作品，是向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献礼的纪实文学，更

提供了防止返贫持久战的有效

战术。作者以田野调查的方

式，深入河北、湖北等具有代表

性的基层地区，以解剖麻雀的

微观视角，生动阐释了“防贫

保”为老百姓生活带来的巨大

变化，展示了一线扶贫人员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做出的巨大贡献，真实呈现了中

国大地上发生的这场旷古烁今的脱贫攻

坚战。作品前瞻性地回答了大数据时代

下脱贫攻坚胜利后，如何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防止返贫，做到防贫路上不落下一

个人，并向全球脱贫攻坚贡献了独具特

色的中国方案。

重点荐书：《人工智能伦理引论》

推荐语：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研

究兴盛异常、人人唯恐在这场科技竞争

中处于下风的时代背景下，该书从伦理

学角度探讨了人工智能为什么

发展以及怎样才算是理想发展

的选择等问题，是目前国内较

为难得的原创性的、全面且深

入阐述人工智能伦理学意义和

实操案例的著作。该书汇集分

析了国内外众多最近研究成

果，讨论了机器人权利、军用机

器人、情侣机器人、助老机器

人、人工智能伦理设计等当下

较为前沿和受到突出关注的领域，剖析

了其中涉及的传统与新生的伦理问题，

例如军用机器人的“人工良心”设计、情

侣机器人与人性伦理的冲突、助老机器

人的益处与“欺骗性”、无人驾驶的责任

研究案例、伦理治理步骤与模型建构等。

营销方向：线上由作者或编辑直播

带货，线下暂定于上海书展时举办新书

发布会、分享会等；抓热点，配合媒体宣

传报道、出版社官方新媒体宣传，与大

咖、大V互动；参加展会、馆配会扩大影

响力及知名度。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厚土中国》提供防止返贫持久战有效战术
信息提供：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朱进华 直购通道：021-61675256

重点荐书

6重点荐书：《驭蜂少年》

适读人群：小学中高年级、

初中生

推荐语：湘西南雪峰山脉

是中华土蜜蜂纯天然的蜜源

库。养蜂人丁火石带着儿子丁

志根，照料蜂箱，养蜂售蜜。扶

贫工作组进驻该村之后，丁火

石一方面不愿给扶贫工作添负

担，一方面不愿意传授独家养

蜂经验，拒绝了扶贫组的帮助。

天有不测风云。丁火石在一次驾车

去集市卖蜂蜜的归途上出了车祸，车毁

人伤。好在儿子志根已在种种苦难和磨

砺中成长起来。扶贫工作组的严组长为

了实际性地帮到丁火石一家，也为了所

有村民尽快脱贫致富，想尽办法说服了

自尊心极强的丁火石，一起成立了雪峰

山脉养蜂合作社。至此，“各村扶贫工作

组联动+丁火石父子的养蜂经

验+养蜂合作社成员的集体力

量+全国网络营销举措=真正

的扶贫致富”的模样真正成型。

营销方向：扶贫书单推荐、

签售、阅读推广、在线直播、公

众号连载等。

重点荐书：《拆信猫时间：

阿驰的蓝皮火车》

适读人群：小学生

推荐语：阿驰刚被评为“最

优秀的火车司机”，就收到了妈妈去世的

消息。他带着那么多人看过那么多风景，

却没有带妈妈坐过他的火车。阿驰伤心

又愧疚，住到了山北休养院。在休养院，

拆信猫以自己的神奇力量帮助阿驰告别

沮丧，也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营销方向：评奖、签售、阅读推广、在

线直播、公众号连载等。

养蜂题材小说《驭蜂少年》讲述扶贫致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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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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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荐书：“吴有用唐朝

上学记”系列

适读人群：6~10岁读者

推荐语：吴有用是公认的

“差生”，同学们都叫他“没有

用”。他智商140，却不擅长学

习；他善良单纯，却总被黑男

和土豆欺负；他喜欢好学生桃

子，也和“差生”徐胖胖做朋

友。机缘巧合，吴有用得到了

一本会说话、能穿越的奇书《唐诗三百

首》，一位来自未来的小诗仙。他跟着小

诗仙穿越到唐朝，开始了一系列的奇幻冒

险。诗词、历史、文化、百科，让读者爆笑

的知识点，都在妙趣横生的冒

险故事里。

营销方向：一是音频故

事推广，故事本身作为喜马拉

雅平台的大IP，自带粉丝，出

版社将继续在喜马拉雅平台

推广。二是群分享，准备“吴

有用唐朝上学记”系列新书分

享文案，在多个微信群、QQ

群同时进行群分享；利用神兽

元素设计背景素材，发微信供读者下载使

用。三是新书直播推荐，由图书编辑在多

个直播平台推荐“吴有用唐朝上学记”系

列，与读者进行互动，提升新书热度。

“吴有用唐朝上学记”在爆笑冒险故事中学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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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交通出版社：
《中国远洋海运发展史》首次全景展现远洋海运恢宏历程

信息提供：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杨 奕 直购通道：田 川 010-85286361

重点荐书

重点荐书：《弘扬

“两路”精神 加快建设交

通强国》

推荐语：“两路”（川

藏、青藏公路）的修筑，

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

项超级工程。“两路”精

神既是对中国共产党优

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是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先进精神的源头。《弘扬“两路”精

神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详尽论述并阐释

了“两路”修筑的时代背景，“两路”精神

的发展历程、思想渊源、实践本源、内涵

特质、历史地位。

重点荐书：《中国远洋海运发展史》

推荐语：为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论述，传承“爱国奉献、开拓进

取”的航海精神，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组织

行业内外专家和资深航海从业者，历时

4年编写完成了《中国远

洋海运发展史》。丛书

分为中远发展史和中海

发展史两部分，合计628

万字，首次全景展现了

新中国远洋海运发展的

恢宏历程，从一个侧面

见证了中华民族“站起

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丛书

涉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中外

航运史上的众多历史事件，不仅是一部

导向鲜明、探究深彻、史观科学、文风朴

实的历史著作，更是一套宣贯爱国主义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益

读物。

营销方向：结合7月11日“中国航海

日”做好新书宣传工作；同时继续探索短视

频营销，利用抖音、快手官方号，策划组织

线上图书分享会、线上图书直播等活动。

重点荐书：《新编柑橘病虫

害诊断与防治图鉴》

适读人群：从事柑橘种植

的农户及教学、科研、科普、技

术推广工作者

推荐语：我国是柑橘的主

要原产国之一，也是世界上栽

培柑橘最早的国家，有文字记

载的栽培历史达 4000 年。近

10多年来，柑橘生产发展迅速，

面积不断扩大，柑橘病虫害的发生成为

阻挠我国柑橘业健康发展的重大障碍，

给果农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

该书收集了包括生理病害和自然

伤害等共63 种病害，其中细菌病害、病

毒和类病毒病害、真菌病害及线虫病

共 32 种，虫害共 171 种，天敌 63 种；新

增的病害 4 种、虫害 11 种。作者经过

对柑橘病虫害的多年观察并

拍摄病虫害照片，从中选取

1500 余幅，以图为主、图文并

茂的形式编撰成该书，方便生

产者查阅。

重点荐书：《产前遗传病诊

断》（第二版）

推荐语：该书共40章，分为

基础理论篇、遗传实验室与辅

助检查篇、临床遗传咨询篇，介

绍了医学遗传学、临床遗传学、产前诊

断、超声MRI影像、生殖医学、基因组检

测等基础知识，并详细介绍了临床遗传

专科，如妇产科、儿科、神经科、眼科、泌

尿科、骨科等专科的遗传性疾病和在临

床遗传咨询方面的应用。

营销方向：针对产品目标社群开展

相应的推广活动。

广东科技出版社：1500余幅照片图解柑橘虫害诊断与防治
信息提供：广东科技出版社 直购通道：020-37592148/37607413

重点荐书

重点荐书：“希望树·成长书系”

适读人群：小学高年级学生

推荐语：希望出版社推出的“希望

树·成长书系”是一套讲述童年与梦想、

信念与追寻的成长之书。该书系邀请金

波、张之路、牧铃、韩进、邓湘子等一批老

中青作家，书写成长于中国大地的不同

时期不同地域的童年成长故事，包括《小

城流年》《在丢失中长大》《绚烂的星空》

《像植物一样幸福》《朵朵的天空》等。

《小城流年》的作者将自己的成长经

历结合地域与时代的印迹，勾勒出20世

纪70年末~90年代初儿童视角下时代与

国家的变革，尤其是作者所生活的这个

内陆城市，一个相对于发达都市而言相

对闭塞、传统的“小城”，面对整个中国翻

天覆地的变化的巨大冲击而发生的变

化。读者可以从作品中读到不一样的童

年，描写的种种生活场景让读者仿佛穿

越到那个慢生活的年代。

《朵朵的天空》作者以一个五岁的女孩

朵朵贯穿全书，以孩童的视角观察家乡的

一花一叶、一景一物、一事一人，以孩童的

口吻描摹村庄的草木、庄稼、河流、麦田，以

孩童的纯真回忆和爷爷、奶奶、叔叔、亲娘、

卢燕、驼背二公、老师的点点滴滴。全书充

溢着纯纯的童真、童趣、童稚，散发着清甜

的乡村气息，弥漫着浓浓的情意。

营销方向：线上线下活动并举，加大

线上营销力度。一方面加强与新华书店

及各地实体店的合作，扩大网点覆盖面，

配合新华书店及各实体书店开展线下活

动；另一方面在微信公众号、抖音等直播

平台利用短视频进行宣传推广。

希望出版社：“希望树·成长书系”书写不同地域童年成长故事
信息提供：希望出版社 陈 燚 直购通道：0351-4123151

重点荐书

《简明类风湿关节炎手册》 10652册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 2634册
《脉诊速记图卡》 2092册
《针灸经络穴位速记手册》（第2版） 1897册
《标准对数视力表（一套四张）》 1181册
《脉诊速记手册》 1082册
《五笔字型104键盘指法练习卡》 996册
《临床心电图掌中宝》（第2版） 838册

广东科技出版社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 19457册
《查医生援鄂日记》 15495册
《九年义务教育写字等级考试辅导教程》 15024册
《中国顶级私募访谈录》（第2辑） 14940册
《时间管理：如何充分利用你的24小时》 7542册
《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军事卷）》 5214册
《像绣花一样精细：城市治理的浦东实践》 5075册
《党务通：基层党务实用手册》（第3版） 4020册
《创新，向未来》 3149册
《人类未来》 2923册

人民交通出版社

《比格博士的思维魔方：应急者》 24194册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用书 道路工程》（2020年版） 18493册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用书 公共基础》（2020年版） 17754册
《公路工程基桩检测技术规程（JTG/T 3512—2020）》*7419册
《公路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JTG 2120—2020）》 *5776册
《强船报国：新中国船舶工业七十年大事记》 5000册
《水上交通事故典型案例评析》 3781册
《马小五打工记：公路施工安全科普漫画》 *2273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植物大战僵尸2恐龙漫画”系列 229000册
“植物大战僵尸2武器秘密之你问我答科学漫画”系列 205000册
“最能打动孩子心灵的经典”系列 80000册
“丁丁历险记”系列 77000册
“林格伦儿童文学作品选集”系列 72000册
“中国科普名家名作”系列 42000册
“中国历史故事集”系列（修订版） 16000册
“《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 *14000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大中华寻宝系列27 海南寻宝记》 132138册
《墨多多谜境冒险彩色漫画10 消失的医务室（上）》 *97847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26 新疆寻宝记》 84600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 恐龙世界寻宝记1 闪电幻兽》 53784册
《小怪龙“芝麻·K蒙”童话系列 篝火会上的惊人秘密》 *35064册
《非常成长书18 在困境中学会长大》 *32028册
《少年与自然8 野果记》 *30425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25 河北寻宝记》 30266册
《奇迹男孩毛卷卷安全成长系列 我有一层防护罩》*30000册
《科学追梦人系列 北斗星缘：“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孙家栋的故事》 *284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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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月

（扫描文中二维码下载该社重点图书视频）

重点荐书：《枕边深睡眠

蓝宝书》

推荐语：“美梦始于你的

枕头”，这句话正是该书的主

题所在，枕头是每天陪伴人

们时间最长的寝具，人们每

天和它“肌肤相依”“耳鬓厮

磨”，枕头的舒适与否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睡眠质量的好

坏，该书正是从“枕头”与“深

睡眠”的关系这个独特的视

角展开研究，阐述枕头和睡眠质量的关

系。该书内容新颖、视角独特、通俗易

懂，兼具专业和科普属性。

重点荐书：“信息工程英语”系列

推荐语：该系列教材是

专门用途英语 ESP（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视听说

系列教材中的一套，共7册，

分别对艺术设计、信息工

程、财务会计、经济管理、食

品化工、土木工程、机械工

程等相关知识进行了系统

介绍。书中每个单元分为

“课前练习”“专业术语”“视

与听”“会话”“完成任务”

“课后练习”等栏目，所选例文新颖有趣，

词汇选择规范，练习设计紧密联系行业

特点，实用性强，适合相关专业学生和从

业人员使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枕边深睡眠蓝宝书》解密枕头和睡眠质量的关系

信息提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潘秋华 直购通道：010-65976483

重点荐书

重点荐书：“高等院校书法

专业教材”系列

推荐语：该套教材包括《中

国书法史》《书法鉴赏》《书法概

论》等16册，是由（全国）教育书

画协会高等书法教育分会主持

编写的面向高等院校书法专业

使用的本科教材。该书顾问由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言恭

达、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黄惇、暨

南大学教授曹宝麟担任；丛书主编由中

南大学教授向彬、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沈

浩、西安工业大学中国书法学院教授于

唯德担任；各分册主编由国内

一流书法专业一线名师担任。

该套教材涵盖国内书法学科的

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教材以

学理为基、哲思为本、人文为

根、以创作为怀，注重艺术理论

与实践性相结合、实用性与知

识性相结合，基础概念准确，富

有时代感，吸收了最新研究的

成果。

营销方向：利用新媒体及纸质广告

开展相关宣传，请书法名家举办现场签

售活动等。

湖南大学出版社：“高等院校书法专业教材”涵盖书法基础与专业全课程
信息提供：湖南大学出版社 朱治国 直购通道：13907314647

重点荐书

《中华善字经》在汉英双语学习中弘扬传统文化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上海大学出版社推出《中华善字经（汉英对照）》。该书以善为

核心，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线，取材典范，内容包括人伦道德、孝道文化、修身齐家、“仁、义、礼、

智、信”等嘉德懿行的经典实例，旨在弘扬中华善文化。

全篇共100句，取百善之意。上篇为理论篇，即告诉人们“善是什么”，追根溯源，借物喻志，

脉络清晰地阐述了善的内涵和外延；下篇为践行篇，告诉人们“如何行善”，突出了榜样的引领作

用，彰显了时代精神，突出了善文化的感染力。该书内容丰富，结构严谨，以三字经的形式，六字

一句，韵律和美，通俗易懂，琅琅上口，便于诵读，寓教于乐。

《中华善字经（汉英对照）》的英文由上海大学教授、上海大学翻译研究出版中心主任赵彦春

翻译。赵彦春将《中华善字经》以独特的“三词格偶韵体”来阐释，英文三词对译汉语三字的形式

进行翻译，不仅在形式上做到完全符合原著的特点，兼顾了原著的形式之美，在音节和押韵方面

更是做到丝丝入扣，形神兼顾。该书还配有中英文朗读，扫码可听，使读者在学习中华传统善文

化的同时，也可领略汉语和英语之美，适合汉语爱好者和英语爱好者的语言学习，在寓教于乐中

学习和掌握双语的变化及规律，丰富学习双语的内涵。 （王少波）

《中华善字经（汉英对照）》尹飞鹏著 赵彦春译/上海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版/28.6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