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荐书：《妈妈总

是有办法》（升级版）

适读人群：0~12岁

孩子家长

推荐语：700万+妈

妈育儿偶像、湖南卫视

主持人张丹丹销售 10

万+的《妈妈总是有办

法》2021 全新升级版。

该书汇集近十年育儿路

上升级打怪的精华，9

大天下妈妈最关心的主

题，48项高频早教核心问题的深度解

决方案，给妈妈们经过验证的有效经

验和实用方法。新版增加了近50%的

内容，包括疫情影响之下世界格局的

变化带来的育儿理念的新思考、孩子

频繁出现的心理问题妈妈们该如何应

对，孩子的幸福感从哪里来等。

重点荐书：《入学早知道》

适读人群：0~6岁孩子家长、教育

工作者

推荐语：该书从“儿童入学成熟水

平”的概念入手，从8个

方面逐一进行解析，结

合作者多年的研究与教

学实际经验，通过描述

常模孩子的状况作为判

断依据，描述不达标孩

子的状况作为诊断参

照，最终给出大量的训

练策略，供家长和孩子

一起在活动中达到训练

的目的，帮助孩子尽快

达到入学成熟水平。

重点荐书：《宝宝辅食日记》

适读人群：0~2岁孩子家长

推荐语：该书针对不同月龄的宝

宝，从辅食添加的基础知识讲起，配以轻

松可爱的手绘插图，以便0~2岁的新手

妈妈们能够根据宝宝的生长发育状态更

好地理解辅食添加和搭配的重要性以及

制作方法。

营销方向：通过微博宣传、短视频

宣传新品、抖音快手带货，在京东图

书、当当、天猫图书三平台齐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林格伦儿童文学作品选集”系列 250000册
“植物大战僵尸2 恐龙漫画”系列 229000册
“美丽中国 从家乡出发”系列 *208000册
“最能打动孩子心灵的经典”系列 150000册
“猫武士”系列 125000册
“中国科普名家名作”系列 105000册
“丁丁历险记”系列 63000册
“中国历史故事集”系列（修订版） 41000册
“《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 *24000册
“罗大里儿童文学全集 洋葱头历险记”系列 23000册

湖南教育出版社

《这样爱你刚刚好》 4000册
《孩子必看得世界经典寓言故事100》 2197册
“识字小达人：幼儿自主阅读快速养成”系列 1024册
《妈妈知道怎么办》 1286册
《妈妈总是有办法》 739册
《中国鸟类野外手册》 589册
《十村记》 540册
《我们在一起：儿童绘画心理指导绘本》 500册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断舍离》 29897册
《日日滋养》 4222册
《断舍离+断舍离（心灵篇）+自在力》（套装全3册） 4174册
《去博物馆》 3167册
“你好！历史”系列 2996册
《焦虑症的自救》（套装全3册） 1304册
《可可·香奈儿：传奇与一生》 1106册
《我有一只叫抑郁症的黑狗》 1055册
《男孩的冒险书》（少儿绘图版） 978册
《断舍离》（心灵篇） 927册

人民日报出版社

《做好新时代接班人》（第三辑） 1500000册
《人民日报带你读时政》 128964册
《党史可以这样讲》 *19660册
《党员应知应会手册》 *12579册
《习近平用典》（第一辑） 11153册
《新时代党员必备手册》 *10958册
《大党是怎样炼成的》 *10923册
《习近平用典》（第二辑） 10310册
《国企党务工作小全书》 *9499册
《党员干部政治能力提升读本》 *8307册

湖南教育出版社：《妈妈总是有办法》推出升级版新增近半内容
信息提供：湖南教育出版社 姚晶晶 何 莉 直购通道：17373121672

重点荐书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大中华寻宝系列 秦朝寻宝记》 *99303册
《墨多多谜境冒险彩色漫画11 消失的医务室（下）》 *82682册
《时代广场的蟋蟀》（麦克米伦世纪大奖小说典藏本） 73571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27 海南寻宝记》 69321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26 新疆寻宝记》 59431册
《妈妈走了》（彩乌鸦10周年版） 47262册
“不一样的卡梅拉手绘本”系列 45338册
《麦克米伦世纪 100层的巴士》 36131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 恐龙世界寻宝记2 神奇陨石》 35026册
“不一样的卡梅拉动漫绘本”系列 34864册

安徽美术出版社

《历代碑帖精粹 唐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 4700册
《历代碑帖精粹 唐 小楷灵飞经》 3362册
《历代碑帖精粹 唐 集王羲之圣教序》 2760册
《历代碑帖精粹 秦峄山碑》 2652册
《历代碑帖精粹 唐颜真卿颜勤礼碑》 2624册
《素描基础教程 从结构到明暗1 石膏几何体》 2558册
《历代碑帖精粹 元赵孟頫胆巴碑》 2336册
《素描基础教程 从结构到明暗2 单体静物》 2157册

接力出版社

“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系列 140838册
“巴巴爸爸经典故事”系列 99377册
“尤斯伯恩看里面”系列 91838册
“怪物大师”系列 90264册
“第一次发现丛书” 87166册
“优等生必读文库” 39573册
《一年级大个子二年级小个子》 38407册
《我的野生动物朋友》 33977册
“黑鹤动物文学精品”系列 30008册
“安房直子月光童话”系列 26061册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系列（升级版） 94000册
“课文里的写作密码”系列（下册） *48000册
“‘没头脑’和‘不高兴’”系列 40000册
“漫画中国古典名著”系列 36000册
“跟着名家学语文”系列（下册） *270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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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文中二维码下载该社重点图书视频）

《雪花落呀落》以诗意品质讲述冬季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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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的歌 雪

花落呀落》

适读人群：3~6岁读者

推荐语：下雪啦，下雪啦，

雪花轻轻落呀，落呀，落在了

哪里呢？雪花轻轻落呀，落

呀，落在高高的山顶上，落在

深深的河谷里，落在收获后的

田野上，高高的山顶上有松

树，上面有松鼠在找松子来准备过冬；深

深的河谷里有柿子树，那里有獾妈妈在

找柿子来准备过冬；收获后的田野上有

田鼠一家在找玉米粒来准备过冬。《四季

的歌 雪花落呀落》绘本保持了

徐鲁作品一贯的诗意品质，故

事纯真清丽、语言真挚唯美，

读者在体味优美的文学趣味

的同时，还能了解冬季里的各

种风物。

营销方向：一是音频故事

推广，与主播合作策划“雪花落

呀落”系列音频故事，在喜马拉

雅平台进行推广；二是群分享，准备“雪

花落呀落”系列新书分享文案，在多个微

信群、QQ群同时进行群分享；三是社群

推荐，列入百班千人寒假书目。

重点荐书：“章鱼先

生有办法”系列（全 5

册）

推荐语：这是一套

适合 2~5 岁孩子阅读的

创意认知图画书，包括

《章鱼先生卖雨伞》《章

鱼先生过生日》《章鱼先

生藏哪儿了？》《章鱼先

生要比赛》《章鱼先生去拍照》5册。34

种超萌动物角色轮番登场讲述章鱼先

生和他的动物朋友们的日常生活，通

过重复的情节和有趣的转折，带领孩

子认知各种动物的特性。该系列作品

每本书都有一个创意工艺，比如翻翻

页、折页、立体页等，能够很好吸引孩

子的阅读兴趣。

重点荐书：“了不起的小盖茨”

系列（全5册）

推荐语：这是一套

孩子真正爱看的校园

生活涂鸦日记，荣获罗

尔德·达尔幽默大奖、

水石童书奖、红房子童

书奖、蓝彼得童书奖，

已经被翻译为 43 国语

言，全球销量超 800 万

册。故事的主人公小盖茨是英国奥

克菲尔德学校 5F 班的一名小学生，

他 有 一 些 小 聪 明 ，也 有 不 少 鬼 点

子。该系列采用故事融合手绘的方

式，并添加独创字体设计，贴近孩子

真实生活，让孩子能够体验参与式

阅 读 。 书 中 展 现 的 英 式 幽 默 和 温

情，让孩子拥抱不同个性，培养孩子

同理心。

“章鱼先生有办法”帮孩子认知各种动物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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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在口袋里

的爸爸 历史大冒险”系列

推荐语：该书是幻想大王

杨鹏最新创作的一套中国历

史小说，讲述了杨歌总是觉得

历史课枯燥无聊，为了提高他

对历史的兴趣，爸爸发明了万

能手表和超时空滑板，在这两

样东西的帮助下，杨歌带着爸

爸穿越时空，回到过去，从中

国上古时期一路遨游下来，与中国历史上

的名人交朋友，亲眼见证重大历史事件的

发生，零距离接触历史，并不断有新奇遇

的故事。书中配有大量全彩插图，均由插

画家郑凯军绘制，画风诙谐，对话幽默，使

小读者在捧腹大笑中加深对文字的理解；

章节后设置“口袋爸爸的历史课堂”小栏

目，解读重要历史知识点；生

僻字加注拼音，使小朋友无障

碍阅读；重要人名、地名、成语

等突出显示，加深历史记忆。

重点荐书：“少年慕野推

理笔记”系列

推荐语：该系列首推四

册。14岁少年慕野的舅舅陈

北司，是一个从未成功出版

过任何作品的漫画家，突发

奇想，卖掉房子，买了一个山脚下的农家

小院，宣布要过隐逸的生活。慕野找到舅

舅的小院，却发现舅舅不见了，而他从小

院隐藏的地窖进入了另一个与现实世界

平行的世界。在那里，他开启了寻找舅舅

的历程，却意外卷入了一宗又一宗神秘的

案件。

“装在口袋里的爸爸”带小读者畅游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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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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美术出版社：《家在黄山白岳之间》呈现新安画派领袖渐江作品
信息提供：安徽美术出版社 都亚鹏 直购通道：0551-63533604

重点荐书：《家在黄山白岳

之间 渐江书画艺术》

适读人群：绘画艺术研究

者及爱好者

推荐语：渐江是“新安画

派”的领袖，在中国绘画史上有

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安徽博物

院二十余万件文物藏品中，书

画藏品是其馆藏大宗，而书画

藏品中又以明清“新安画派”最

为特色。安徽博物院作为国内新

安画派作品重要的收藏和研究机

构，收藏了渐江《晓江风便图卷》

《长林逍遥图》《山水树石梅花图

册》等众多作品。该书将正在安徽

博物院举行的“家在黄山白岳之

间：渐江书画艺术展”展览的80余

件渐江作品悉数收入，集结成册。

营销方向：通过相关微信公众

号及网店直通车推介。

重点荐书

重点荐书：《断舍离》

适读人群：女性读者

推荐语：断舍离并非绝

对要以把房间弄干净为目

的，而是通过收拾的过程了

解并喜欢上真实的自己，实

现自我肯定。该书为断舍离

创始人山下英子经典代表

作，全面实践、深化断舍离理

念，从身到心到灵，进阶实现人生自

由；借由断舍离，脱离不必要的执念；

获得俯瞰力，从高处立足当下；掌握自

在力，轻松抵达人生制高点。

重点荐书：《日日滋养》

适读人群：女性读者

推荐语：该书是写给每一位女性

的美好生活进阶指南，帮读者摆脱日

常无力感，收获积极生活的

勇气。如果渴望更好地调节

自己的身心灵，找到自我肯

定的力量，摆脱日常生活中

的无力感，收获积极生活的

勇气，就从日日滋养开始。

营销方向：通过签售、微

信公众号推广。

重点荐书：《去博物馆》

适读人群：儿童

推荐语：该书是博物馆妈妈与女

儿的101次世界博物馆手绘之旅，包括

从中国到日本的40余座博物馆建筑、

110余件珍宝藏品、230余个百科知识、

30余个博物馆大怪兽。

营销方向：通过签售、优惠活动

推广。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去博物馆》讲解中日最值得参观的博物馆
信息提供：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直购通道：0771-5842790

重点荐书

《乘风破浪去远洋》探索海洋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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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大自然

乘风破浪去远洋》

适读人群：中小学生

推荐语：这是一本不停地

往外“蹦问题”的科普书，因为

作者是一位充满好奇心的科

学记者和科普讲师。他参加

过多次大洋和极地科考，精心

挑选了远洋科考中一些有趣

的故事和难忘的经历写在书

里，从“抓娃娃”一样的常规大

洋科考，到身穿“霸气装备”的

我国第一台载人深潜器“蛟龙号”，再到神

秘的深海“臭屁城市”，这本书将带读者一

探海洋的奥秘。

营销方向：通过新书分享会、奖项报

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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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荐书：《钱嘟嘟校园日记》

适读人群：小学生

推荐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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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出版社：《艺术之眼》重现20世纪初南加州爱情故事
信息提供：人民日报出版社 毕春月 直购通道：王宇霞010-65369530

重点荐书

重点荐书：《艺术之眼》

适读人群：大众读者

推荐语：该书是 20 世纪初

风靡美国文坛的畅销小说，比肩

《了不起的盖茨比》《嘉莉妹妹》，

一直备受美国读者推崇，被誉为

“美国文学史的沧海遗珠”。故

事发生在 20 世纪初，当时美国

经济高速发展，随着新兴资本的

出现，新贵圈子逐渐形成，昔日

的贵族日渐没落。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

讲述了一段发生在南加利福尼亚州的爱

情故事。作者哈罗德·贝尔·赖特是美国

文坛首位卖出100万册小说的作家，和马

克·吐温、菲茨杰拉德、亨利·詹姆斯齐名。

重点荐书：“新时代 新思想 新少年”

系列

适读人群：中小学生

推荐语：该系列读本包括《新时代 新

思想 新少年》（小学低年级版、小学高年级

版）和《新时代 新思想 新青年》（中学

版）。每册均分为走进新时代、学习新思

想、争做新少（青）年三个板块，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让中小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

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深刻

的内涵和重大的意义”“我们要

在新思想的指引下做新时代的

新少（青）年”这三个主题获得由

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认知。

营销方向：针对全国新华书

店，配合全国中小学校相关主题

阅读活动开展推广活动。

重点荐书：《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丛

书 劳模精神》

适读人群：党员领导干部

推荐语：“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丛

书”梳理了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开

放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40

余种伟大精神，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坐标，树立了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

人的集体形象和先进榜样，形成了一个

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精神谱系；有助于

广大党员干部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经

受的艰难险阻以及创造的不朽奇迹，更

好地学习、研究、宣传并继承弘扬中国共

产党伟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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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金寨》展现“红军的摇篮”历史传统和奉献精神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红色金寨》一书。该书从燎原星火、光辉

历程、伟大预演、战略转移、红色印迹、精英绽放、再铸辉煌、殷切关怀、大别山精神等方面，呈现大

别山革命老区金寨的红色历史传统和老区人民的英勇奉献精神，完整地展示了金寨红色基因的全

貌，充分反映了红色热土上人民“不忘初心”的历史传承。

金寨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县，也是全国第二大将军县，被誉为“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在

革命战争年代，革命红旗在金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始终不倒，高高飘扬。全国4支红军长征队伍，

就有2支在这里发源；10万英雄儿女参加征战，10万英烈血洒疆场。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

抔魂。金寨人民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红色金寨，革命

摇篮。坚贞忠诚、牺牲奉献、永跟党走的革命精神代代相传，金寨老区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征途上，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正在谱写新篇章，创造新辉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金寨县。因为有红军，才有金寨县”。人们发自肺腑的感慨，道出了金寨

为什么这样红，金寨人民永跟党走的血脉根源。金寨老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中国革命的历史

中谱写了壮丽篇章。

《红色金寨》马德俊、刘哲主编/安徽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版/3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