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美术出版社

“重温四时八节”系列 13649册
《青少年宫美术教学专业教材：儿童画课堂》 5648册
《吴冠中艺术月历》 3348册
《第一堂课：在哈佛和芝大教中国美术史》 3235册
《小小艺术家》 *3230册
《藏在碑林里的国宝》 3050册
《写给大家的西方美术史》 2862册
《白砥论书微语》 2409册
《人间唐诗》 1935册
《加德纳艺术通史》 1200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2堂“四史”公开课》 30000册
《瑞金医生教你健康那些事儿》 5000册
《红烛于漪》 4000册
《查医生援鄂日记》 3000册
《无人的演进》 3000册
《课程思政：从理念到实践》 3000册
《行为保险经济学》 3000册
《东京审判中国团队》 3000册
《临床试验简史》 3000册
《口罩文化史》 2000册

安徽人民出版社

《不负韶华：追忆“时代楷模”李夏》 200779册
《学生人防知识读本》 144026册
《学生廉洁文化教育读本》 104900册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29930册
《党政机关人防知识读本》 25860册
《春到茶岗》 16728册
《基层工作知识与实务》（2020版） 13860册
《新时代的担当：扶贫记者眼中的脱贫攻坚》 11868册
《党支部工作一点通》 8416册
《鸿雁家国情》 7726册

湖南美术出版社：《小小艺术家》提升儿童审美和艺术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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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荐书

重点荐书：《徐冰：思

想与方法》

适读人群：艺术家、

艺术相关专业的学生、艺

术爱好者

推荐语：首度集结，

全面展现艺术家徐冰的

创作、思想与方法。该书以时间线索为主

轴，力图全面梳理艺术家自20世纪70年

代开始至今40余年的创作历程，囊括以版

画、素描、装置、文献记录、手稿、影像、纪

录片等为形式的60余件作品。

营销方向：以艺术家徐冰为中心，线

上线下联动组织新书首发活动；选艺术类

垂直新媒体进行推广，和艺术类知名媒体

人联动推荐，组成新媒体宣传矩阵；和徐

冰的展览配合，持续挖掘艺术热点。

重点荐书：《色彩与光：西方绘画欣赏》

适读人群：艺术相关专业的老师、学

生、艺术爱好者、大众读者

推荐语：一本曾经流传甚广的西方美

术鉴赏手册的新编再版，一本可以随身

携带的艺术圣经。该

书以 25 讲的短小篇幅

将从原始艺术到现代

艺术的西方美术史用

通俗易懂的方式娓娓

道来，要言不繁，体例

精当。

营销方向：面向艺术爱好者、学生，选

艺术类知名媒体人联动推荐；联合各大高

校微博在开学季做推荐。

重点荐书：《小小艺术家》

适读人群：3~7岁儿童

推荐语：该系列丛书分8册，每册展

示一位适合儿童学习的绘画大师的多幅

作品。每课根据作品内容浅显易懂地讲

解知识点；每课附带基础线条练习图，供

孩子连线、涂色、拼图游戏。

营销方向：面向妈妈和儿童，选艺术

启蒙教育类知名媒体人联动推荐；联合类

似于古也老师这样的儿童美术教育头部

大V进行推介；在抖音、快手等平台发动

更多的达人从使用者的角度推介该书。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非常成长书19 做自己的守护神》 65040册
“不一样的卡梅拉手绘本”系列 58570册
《四季的歌 雪花落呀落》 42000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 恐龙世界寻宝记2 神奇陨石》 34038册
《校园铁三角故事系列 和校长斗智斗勇》 33828册
《梅子涵图画小说 乡下路》 30286册
《猫冬记》 29992册
《诗词里的中国故事》（小学版） 29967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27 海南寻宝记》 29452册
《蓬头发贝蒂》 278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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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000册
“植物大战僵尸2 科学漫画”系列 126000册
“最能打动孩子心灵的经典”系列 80000册
“林格伦儿童文学作品选集”系列 55000册
“丁丁历险记”系列 30000册
“《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 *15000册
“中国科普名家名作”系列 15000册
“中国历史故事集”系列（修订版） 15000册
“罗大里儿童文学全集 洋葱头历险记”系列 1400册

漓江出版社

《班主任工作漫谈》 14874册
《于静默处得见大世界：俐安心语》 *13079册
《千年霜月千家诗：七言〈千家诗〉的全新解读》（增订版） *7961册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7766册
《教育的100种可能》（上、下册） 7712册
《女儿与父亲》 *7455册
《培养孩子从画画开始》 6532册
《天歌地唱：广西当代山歌笔记》 *6210册
《佛陀的容》 5965册

接力出版社

“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系列 182001册
“怪物大师”系列 88932册
“尤斯伯恩看里面”系列 88776册
“巴巴爸爸经典故事”系列 71582册
“我是夏蛋蛋图画书”系列 41169册
“口袋里的外星人”系列 31127册
“荒野求生”系列 28990册
“优等生必读文库”系列 27563册
“接力国际大奖儿童文学书系” 22271册
《一年级大个子二年级小个子》 22184册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郑渊洁 舒克贝塔传”系列 749000册
“郑渊洁 皮皮鲁和鲁西西”系列 610000册
“郑渊洁 四大名传”系列 574000册
《没头脑和不高兴》（注音版） 400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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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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中华寻宝”系列新册带读者到秦朝寻宝
信息提供：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直购通道：0791-86508082

重点荐书

重点荐书：《大中华寻宝系

列 秦朝寻宝记》

适读人群：6~12岁读者

推荐语：宝物猎人设计栽

赃，秦博士百口莫辩。阿诺及时

出手，时空胶囊助力。秦始皇、

名将蒙恬、宦官赵高陆续登场，

咸阳城、万里长城、秦始皇陵历

历在目。神兽脏兮兮臭气熏天、

大显神威，十二金人护卫秦始皇

陵，地宫大战一触即发。

《大中华寻宝系列 秦朝寻宝

记》以精彩逗趣的漫画为表现形式，以紧

张刺激的寻宝故事为主线，以中国秦朝

为时间背景，对秦朝的历史知识进行深

入浅出的讲解，充满趣味。可谓

是孩子了解和探索中华历史文

明的超级寻宝图。

营销方向：一是音频故事推

广，与专业主播合作，策划“秦朝

寻宝记”系列音频故事，在喜马

拉雅平台进行推广。二是群分

享，策划“秦朝寻宝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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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

寻宝记”系列，与读者进行互动，增添新

书热度。

重点荐书：《想心事的小

字母》

推荐语：该书是一本适合

2~5岁孩子阅读的诗歌图画书，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荣誉榜单入

选画家王祖民童心之作，首届

接力杯金波幼儿文学奖铜奖作

品。全书以 26 个字母为主线，

将字母想象成生活中各种有趣的事物。

作者在描述每个字母的时候，都尽量在

短短的几行诗中讲述一个小故事或者传

达出一个浅显的小道理。该书用优美的

诗歌将字母的形状与日常生活中的事物

联系起来，用美丽的图画再将诗歌的意

象表现出来，让儿童在诗意美的浸润中，

认识26个字母。

重点荐书：“给孩子的万物

编程书·嘟当曼玩转编程”系列

推荐语：这是一套以爱奇

艺 3D 动画片《嘟当曼》剧情和

IP形象为基础创作的编程思维

训练绘本，系列共6册，讲述了

奇巴布幼儿园的玩具伙伴们和

新朋友编程猫一起，运用“顺序

执行”“模式识别”“条件判断”“逻辑推

理”等编程思维，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

题。这套书通过嘟当曼剧场、编程思维

小讲堂、编程思维练习题、实操线上编程

项目四大板块，深入浅出地给孩子们介

绍编程思维，让孩子们养成独立思考的

习惯，掌握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让编程思维渗入生活点滴。

《想心事的小字母》用诗歌教会26个英文字母
信息提供：接力出版社 刘佳金 直购通道：申 亮 010-65546561

重点荐书
重点荐书：“中国少年儿童

传统文化百科”丛书

推荐语：“中国少年儿童传

统文化百科”丛书采用“大学者

写给小读者”的方式，以专家学

者的眼光关照青少年成长，从思

想、历史、礼俗、文艺等方面切

入，为青少年提供基于传统文化

原典精神的融会贯通的优秀读

本，是一套生动活泼的中国传统

文化百科全书，不仅能影响当代青少年读

者，而且具有传承的价值。

重点荐书：《中国有了一条船》

推荐语：《中国有了一条

船》是国内首部写给儿童的，以

歌颂“红船”精神、构筑美好中国

梦为主题的长篇励志原创诗

歌。作者董宏猷以宏大的史学

视野，放眼中华文明进程中的船

文化，以史观今，用韵味十足且

浅近通俗的诗性语言阐释红船

精神的源远流长，为中国儿童打

造诗世界之中的中国梦，颂扬船文化深处

的中国精神。

《中国有了一条船》为儿童打造诗世界中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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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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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艾林

漓江出版社：《昭和风 平成雨》剖析当代日本的过去与现在
信息提供：漓江出版社 杜 渝 直购通道：李海涛 010-85893192-805

重点荐书：《昭和风 平成

雨：当代日本的过去与现在》

适读人群：大众读者

推荐语：不同于《平成十

二年》《大人的日本史》等一批

介绍日本偏浅显、侧重记录军

政大事的图书，该书着眼的是

当代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文体

娱乐和社会经济、文化。可贵

的是，作者并没有沉浸在这些

日常历史的细节中，而是高超地将它们串

联起来，从中解读出了近百年来日本风貌

人情的微妙变化。

营销方向：通过组织2场地面活动，

收获了读者的热烈反馈与好评；接下来该

书将继续采取线上线下多渠道方式进行

推广。

重点荐书：“漓江版年选”系列

适读人群：大众读者、文学爱

好者

推荐语：“漓江版年选”系列

是该社重点打造的系列作品，也

是多年来畅销品种。该书着眼于

选题新颖，选本精良，既要考虑图

书市场的需要，也要有对阅读兴

趣的良性引导。2021 年出版的

《2020 中国年度中篇小说》《2020

中国年度短篇小说》《2020 中国年度诗

歌》等13个品种，基本覆盖文学领域各类

题材。

营销方向：在北上广深等重点书城、

大型卖场进行重点陈列，也在当当网、京

东图书频道争取资源，将这套年度作品推

向市场。

重点荐书

重点荐书：《12堂“四史”公

开课》

推荐语：国内首部综合涵盖

“四史”主题内容的图书，聚焦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上的高光时刻，展现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富

强的光辉历程。通俗易懂的内

容，生动有趣的文风，帮助读者在

轻松的阅读中打开“四史”学习的大门。

营销方向：通过与上海图书馆联合首

发、作者签售推广。

重点荐书：《红烛于漪》

推荐语：该书是一部聚焦“人民教育

家”于漪的人物传记和纪实文学，叙述了

于漪成长奋斗历程、展现于漪“一辈子做

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的光辉形象，阐述

了“忠诚、坚毅、仁爱、担当”的红烛精神。

营销方向：联合华东师大一

附中等上海的 6 所学校主办

“学于漪·铸师魂”师德论坛，

《红烛于漪》成为师德论坛的首

次分享图书。六校校长、书记

共同向全区教师提出弘扬于漪

精神的倡议。

重点荐书：《瑞金医生教你

健康那些事儿》

推荐语：该书所有内容均由瑞金医院

医务人员结合临床实践撰写完成，作者团

队凝聚了医院既有的优秀团队和优势力

量，通过“接地气”的再创作，把严谨枯燥

的医学知识转化为符合时下受众需求的

健康科普作品。

营销方向：持续与瑞金医院联动，在

微信公众号互推；在线上首发新书，并进

行热心读者抽奖活动。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2堂“四史”公开课》轻松打开“四史”大门
信息提供：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耿 爽 直购通道：15026865688

重点荐书

《钱嘟嘟校园日记》用创意漫画让孩子爱上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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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嘟嘟校园

日记》

适读人群：小学生

推荐语：儿童文学+创意

漫画，让孩子爱上阅读。钱嘟

嘟是一个热情好动、充满好奇

心的女孩。她因忘带小组活

动摘抄本，被班主任异想天开

地“惩罚”，要求她为班级策划

一个既好玩又有新意的活动。这对于

没有任何领导力和策划经验的钱嘟嘟

来说是一个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在

班级小伙伴丁咚、吴佳佳、安拉等人或

刺激、或鼓励、或帮助下，在爸爸妈妈温

暖的陪伴下，钱嘟嘟出人意料地完成了

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她得到了很好的

成长。最后，她放下心结，欣然接受了

“钱嘟嘟”这个她一直想改掉的名字。

营销方向：通过新书发布会、作者

绘者分享会、校园书店签售、带货直播、

微信公众号推文、团购等推广。

重点荐书：《神秘的快递

家族8 春天支配的国度》

适读人群：中小学生

推荐语：夏一跳再次遇见

唐不甩，首度联手探访“春天

支配的国度”。两国冲突，一

国覆灭，流亡公主盖娅为取

回圣物“号角皇冠”，向怪盗

提出“委托”。夏一跳与夏萝

可的姐弟矛盾完全爆发，而后者竟在

此时被人绑架。营救期间，夏一跳与

唐不甩重逢，为对抗灰色超市的植物

超能力者“春魇”，组成最不靠谱也最

强大的拍档！一心想抓唐不甩的乌冬

亦展开行动。地下的擂台赛、神秘的夜

航船、草木皆兵的国度、君临百兽的风

暴，那个以无尽的谎言去逃避的秘密，

究竟是什么？

营销方向：通过新书分享会、校园

书店签售、阅读活动推广、在线直播、微

信公众号推文、团购等推广。

《高韧性社会》阐述应对危机的八种能力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对中国乃至

世界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人们不禁思考，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应对不确定时代的不确

定危机？可以看到，应对危机的韧性越大，战胜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个有韧性的社会，才

能在面对危机之时处乱不惊，从容应对。社会需要韧性，同样，国家、企业、组织、社区乃至个

人也需要韧性。构建一个高韧性的系统，对实现国家高质量发展、企业成功转型与增强个人

心理承受力具有重要作用。

为此，中译出版社推出《高韧性社会：应对不确定危机的八种能力》一书。该书提出了

“高韧性社会”的概念和建设高韧性社会的五大关键阶段、8 种核心能力与 21 条具体行动

方案，从国家韧性、社会韧性、组织韧性和心理韧性等层面阐述了应对不确定性危机的解决

方案。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持韧性、建设高韧性社会，不仅有利于总结韧

性社会的经验，应对当前遇到的不确定危机，而且有利于应对未来不确定世界的复杂局

面。同时，建设高韧性社会、构建韧性新生态，对增强中国高韧性、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尹 天）

《高韧性社会：应对不确定危机的八种能力》周园等著/中译出版社2021年3月版/69.00元

安徽人民出版社：《学霸 手写满分笔记》以漫画图解诠释概念知识
信息提供：安徽人民出版社 徐佩和 直购通道：项 清 0551-63533259

重点荐书

重点荐书：《学霸 手写满分

笔记》

适读人群：3~6年级小学生

推荐语：该书面向 3~6 年级

小学生，含数学、语文、英语三

册，全国通用。丛书既可以配

套教材同步使用，也可由学生

自主学习；形式上采用了费曼

学习法“记与测”的主副栏编写

形式，配备完整的案例分解，同时采用

手账元素，以漫画图解形式，用趣味性

的画面将生硬的概念知识转变为活泼

有趣的解释。

营销方向：通过网络平台重点宣传。

重点荐书：《徽学概论》

适读人群：广大读者

推荐语：该书从徽州与徽州文化、徽

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与学科性质、徽学的

研究理论和方法、徽学的研究资料、徽学

的主要研究领域和徽学的学

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等方面论

述徽学这门学科的有关问题，

并对学界已有的一些观点进

行澄清、甄别、深化，提出一些

新的观点。

营销方向：通过实体书店

与网络平台同步宣传。

重点荐书：《人民情怀：中

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源泉》

适读人群：广大读者

推荐语：该书结合中国共产党的革

命史、发展史和执政史，论述了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过程中贯穿的一

条最基本的经验，同时也向世人昭示出人

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最牢固的执政根基。

营销方向：通过实体书店及专有渠

道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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