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国美好教材·写实素描教程》 1208册
《白描草虫》《白描花卉蔬果》套装 1122册
《徐默线描人物写生》 1120册
《陆俨少教授课徒稿·石、云、水法》 920册
《当代艺术危机与具象表现绘画》 844册
《山水逍遥·何加林作品集》 790册
《当代漆画技法教程》 689册
《中国画花鸟白描》 650册
《美术史的形状》 612册
《顾坤伯教授课徒稿》 519册

四川美术出版社

“海润阳光·幼儿早教启蒙环环书”系列 4402册
《海星·神奇蜘蛛侠3：蜘蛛宇宙》 803册
《阳光三采·宝宝撕不烂手提书·唐诗》 587册
《童声中国·儿歌》 405册
《写字好老师·英语课课练·九年级全一册》 400册
《海星 神奇蜘蛛侠5：旋涡》 370册
《阳光三采·专注力培养找不同·快乐家园》 304册
《阳光三采·宝宝入学准备测试卷·数学基础篇》 292册
《珍藏大图鉴·奥特曼赛文》 231册
《红色经典中的经典〈红岩〉小说插图文献集》 219册

接力出版社

《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 179808册
“第一次发现丛书”系列 90685册
“尤斯伯恩看里面”系列 74912册
“大卫·少年幽默小说”系列 42884册
“荒野求生”系列 42776册
“怪物大师”系列 38965册
《少儿说文解字》 34663册
《安房直子月光童话》 33661册
“巴巴爸爸经典故事”系列 33283册
“英国创意大师尼克互动游戏绘本”系列 30008册

山东美术出版社

《纳兰瑜心》 3610册
《百年巨匠》（校园版） 2079册
《我的教育我的爱·一位齐鲁名师的专业成长之路》 1487册
“中国现代艺术与设计学术思想”丛书·郑可文集 858册
《中国画构图艺术》（修订本） 721册
《少年艺术馆·扬州八怪有多怪》 697册
《中国山水画课徒画稿》 243册
《列宾美院精品教程·素描》 214册

安徽美术出版社

《历代碑帖精粹·唐·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 5780册
《素描基础教程·从结构到明暗1：石膏几何体》 5217册
《历代碑帖精粹·唐·小楷灵飞经》 2636册
《历代碑帖精粹·唐·颜真卿多宝塔碑》 2487册
《中华经典碑帖 唐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 2284册
《中华经典碑帖·唐·颜真卿·多宝塔碑》 2084册
《中华经典碑帖·秦·李斯 峄山刻石》 2051册
《历代碑帖精粹·秦峄山碑》 1976册
《历代碑帖精粹·汉曹全碑》 1924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航海王·卷九十五：御殿的冒险》 *10000册
《航海王·卷九十六：越煮越入味的“关东煮”是也》 *10000册
《航海王·卷九十八：忠臣锦》 *10000册
《航海王·卷九十七：我的圣经》 *10000册
“鬼灭之刃”系列（10~17卷） 7500册
《鬼灭之刃8：上弦之力·柱之力》 5800册
《鬼灭之刃9：花街潜入大作战》 5600册
“篆刻小丛书”：汉印三百品 2500册
《动物直播间·脾气火爆的不速之客》 2300册
《动物直播间·黑皮肤的白毛怪》 2300册

湖北美术出版社

《花开有时（2022年日历）》 *30000册
《草木浮生岁月长（2022年月历）》 *4000册
《水彩私享课·米蒂水彩风景自学教程》 *2084册
《绘森活·少女与花·超简单的水彩人物技法》 *2041册
《文静水彩·忍不住要画下来的可爱动物图鉴》*1978册
《绘森活·从零开始学画水彩花卉》 *1757册
“日积月累·小学生语文基础知识练字帖”系列 *1400册
《绘森活·今天也是好天气·李淡淡画集》 *1210册
《高等艺术院校艺术设计学科专业教材·艺术设计概论》 1200册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任溶溶经典译丛·安徒生童话全集》 240000册
《风暴侦探犬小五4：白纹灵犀的疑局》 *200000册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升级版） 120000册
“没头脑和不高兴”系列 52000册
“我是一个兵”系列 25000册
“郑渊洁四大名传”系列 190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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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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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000 222 111 月月

（扫描文中二维码观看该社重点图书视频）

重点荐书：《幻戏：虢

子楷作品集》

适读人 群 ：艺 术 爱

好者

推荐语：该书收录了

虢子楷近年来创作的百余

幅作品。他曾执笔《大鱼

海棠》《妖猫传》《捉妖记

2》的电影海报，得到了大

量观众和业界专业人士的

关注。这本画集的章节名称从元曲

曲牌名中选取，与画集名称“幻戏”相

呼应。画集分为四个章节，洞仙歌是

对中国古典志怪的重新演绎；迷神引

是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神怪幻想；水仙

子是古典志怪文学的绘本和系列插

画；玉人歌是人偶和陶瓷。

重点荐书：《凯迪克：绘本之父

的诞生》

适读人群：绘本爱好者

推荐语：如何成为一名享誉世

界的绘本画家？天赋、勤奋、机遇、

热爱，幽默而满怀童真？伦道夫·凯

迪克，一个默默无闻的银行职员，从

未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异乡青年，怎

样在伦敦艺术界脱颖而出？初入伦

敦、四处碰壁，画技被讥讽、作品被

误解，繁忙的工作、虚弱的身体，面

对困难，凯迪克如何一一

克服？从《伊索寓言》到

《旧时圣诞节》，他的插画

与文学作品相得益彰，赋

予了文字新的灵魂。书中

近200幅速写、素描作品，

幽默呈现十九世纪末的欧

洲生活百态；书信、日记、

口述等第一手资料，真实

还原世界绘本大师伦道

夫·凯迪克为艺术奉献的一生。

重点荐书：“春联百品”系列

适读人群：书法爱好者

推荐语：书写春联历史悠久，是

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中国人新年不可或缺的一

项活动。这套丛书非常契合当下民

俗文化繁盛和书法文化繁荣而推出

的实用工具书，精选名家经典碑帖

集字为春联作品，分为《王羲之春联

百品》《颜体春联百品》《柳体春联百

品》《欧体春联百品》《赵体春联百

品》《魏碑春联百品》6册，每册作品

100件，共600件书法集字作品，内容

丰富、雅俗共赏。每件作品最大限

度保持字形的原汁原味，书法爱好

者可用来临摹学习，也可作为创作

参考。

湖北美术出版社：《大鱼海棠》海报作者推出作品集《幻戏》
信息提供：湖北美术出版社 缪 斯 直购通道：027-87679526

重点荐书：“小学生整

本书阅读策略”系列

推荐语：“小学生整本

书阅读策略”系列由北京市

语文学科带头人吴琳，结合

多年语文教学经验，遵循1~

6 年级学生的阅读能力、认

知规律、学习特点，给出切

实可行的整本书阅读解决

方案。该丛书共 12 册，包

括百余部获国内外大奖的文学作品，每册

与语文课内学习一一对应，引导学生利用

阅读策略、阅读笔记、阅读测评三大工具，

逐步养成阅读习惯，优化阅读思维，掌握精

读方法，提高整本书自主阅读的能力。

重点荐书：《我的父亲和〈黄河大合

唱〉》

推荐语：《黄河大合唱》

由光未然和冼星海两位艺

术家联手，他们以高度的心

灵契合，共同谱写出了一首

饱含时代情怀、影响无数中

华儿女的民族音乐史诗。

《我 的 父 亲 和〈黄 河 大 合

唱〉》是诗人光未然之子深

情回忆父亲生平，讲述伟大

爱国诗人的成长之路和中国现代音乐史的

史诗之作背后的故事。该书重拾传唱八十

载的经典作品所传递的民族精神、家国情

怀，以诗人之子的视角、深情细腻的笔触，

呈现了《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鲜为人

知的成长和奋斗经历。

“小学生整本书阅读策略”提供语文学习阅读解决方案
信息提供：信息提供：接力出版社 刘佳金 直购通道：申 亮 010-65546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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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彭庆伟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宋画品汇”精研宋人作品 传承弘扬“宋韵文化”
信息提供：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苏晓晗 直购通道：郑燕青 18758083933

重点荐书：“宋画品汇”

丛书

适读人群：艺术爱好者

推荐语：“宋画品汇”丛

书依画人传记、名作品汇、

画目、文献汇编等门类编

次，列印存世画迹的图像及

款印题识；辑录史传、著录、

诗文集和笔记小说中的重

要史料；并根据存录的画迹，采辑古代评述

及近当代海内外的美术史研究文本，汇集

与作品密切关联的古今记叙、品藻和鉴定

研究的意见。寻访画家及作品的真实面

目，重新思考其价值，这正是今日对宋人作

品再度加以精研的意义，对传承与弘扬“宋

韵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重点荐书：《视觉治愈》

适读人群：艺术爱好者

推荐语：中国著名视觉设计师陈正达

所著的《视觉治愈》中展示了其作为视觉传

达设计实践者、研究者、教育者基于20年从

业经验的思考与实践，也呈现了作为国际

设计教育“风向标”的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传

达专业，最近10年的全新成果。书中，十大

“设计之问”的提出、一场教

学模型的构造、9 次教学实

验现场，都是他百炼“金课”

的设计教育经验总结，更是

他打破经验壁垒的创造张

力体现。

重点荐书：《中国传统

造型艺术与素描基础》

适读人群：艺术爱好者

推荐语：作为中国美术学院专业基础

教学部新编系列教材中的一册，该书的编

写依托于围绕中国传统造型资源开展的高

等美术基础教学实践探索与教学方法论所

做的研究，旨在重新探讨与建构中国传统

造型艺术在当代美术基础教育中的文化意

义与时代价值，以此促进本土文化艺术资

源（而非简单的传统视觉图像与符号）在当

下高等美术基础教育中的活化研究。这是

一本将老师的教学理念、日常教学实践以

及学生的实践反馈相结合的指导性教学用

书。

营销方向：一是报纸、官微平台、读书

APP等媒体平台宣传；二是举办读者活动；

三是进高校推广；四是展览展示。

重点荐书：“世界少年文学经典

文库”（升级版）

推荐语：该书是一套畅销 20 年

的经典名著品牌图书，也是青少年

接触世界文学宝库的入门书系。它

在选目上精到而全面，从国内外名

著中优中选优，丛书作品多册入选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在版本

上采用名家翻译的版本，原语种翻

译，保留了经典原汁原味的风格；书

中设置前言导读，名家详实介绍作

家作品的延伸知识，增强青少年的

文学素养。世界经典名著是人类文

明的宝贵遗产，闪烁着艺术和人性

的光芒，智慧、勇气、善良、坚韧、乐

观。阅读世界文学经典文库，为青

少年打好一生品质的底色。

“世界少年文学经典文库”优中选优打造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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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美术出版社：“实用名帖集字春联”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精髓
信息提供：安徽美术出版社 都亚鹏 直购通道：0551-63533604

重点荐书：“实用名

帖集字春联”系列

推荐语：该 书 结 合

春联编纂和书法艺术为

一体，对联内容均为原

创，单字书法作品出自

经典碑帖，保证了原创、

经典的特征，是一套实

用性较强的图书。该书

对 联 由 孙 同 良 和 马 兴 波 两 位 文 学

博士共同撰写，对联作

品 由 经 典 碑 帖 集 字 而

成 ，选 字 严 格 ，处 理 精

当，能充分体现书体的

特点和气息。对联章法

美 观 、和 谐 ，彰 显 了 中

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该

书适合书法爱好者用来

临摹学习，也可作为创

作参考。

山东美术出版社：《国色》再现中国画风神秀韵
信息提供：山东美术出版社 徐 璐 直购通道：张军玲 0531-86135851

重点荐书：《国

色》

适读人群：中

国绘画爱好者、艺

术类研究者

推荐语：该书

精选中国历代最具

代表性的卷轴画精

品 77 幅，予以高清

原大局部展示，并

辅以精彩点评，以经典再现的方式

昭示中国画的风神秀韵，堪称“最美

中国画卷”。随着徐徐展开的长卷，

或雄浑或秀美的大好河山、或斑斓

或明丽的花鸟人物跃然纸上，点染

出优美的中国诗篇。全书以充满人

文情怀的解读，挖掘中国画蕴含的

悠久传统文化，带领读者走近中国

画、走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宣纸印刷、册页精装、中英双语

出版，让海内外艺术爱好者充分领

略中国绘画艺术的博大精深，极具

传播价值。该项目符合国家文化

“走出去”的战略宗旨，有利于向海

外生动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扩

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有利于

充分发挥绘画艺术

的优势，增强中华

民族的文化凝聚力

和海外中华儿女的

文化认同感；有利

于满足海外艺术爱

好者渴望了解中国

绘画艺术的广泛需

求。

营销方向：在

地面店、网店铺货，制作宣传视频在

新媒体平台进行营销推广，与行业自

媒体开展联合营销，与企事业单位合

作作为礼品书销售。

重点荐书：“轻水彩生活书系”

适读人群：水彩画爱好者，初学

水彩系列者

推荐语：画家常以清新、轻快的

笔调描绘身边常见的小情、小景、小

事物，在画家眼里，没有不能入画的

东西。水彩描绘并不是画家的专

利，每一个人都可以拿起画笔来丰

富和调剂生活，让自己过得有滋有

味。通俗易懂的画技分解、简单易

画的描绘主题，能让普通读者很快

进入绘画状态并学会描绘多彩生

活，初学者极易上手。

四川美术出版社：《家有漏风小棉袄》还原幽默亲子生活原貌
信息提供：四川美术出版社 直购通道：李怡熙 15328799255

重点荐书：《家有漏风小棉

袄》

适读人群：25~35岁读者

推荐语：老父亲智斗小棉

袄，上一秒气到脱发，下一秒暖

到落泪。《家有漏风小棉袄》是一

本短篇漫画合集，是国内超人气

原创漫画家球球的最新力作。

该书以作者亲身经历的温馨家

庭生活为写作对象，主要描绘了

蠢萌老爸球叔和古灵精怪女儿顺宝的搞笑

日常。这本漫画短篇的表述形式轻松简

单、画风温馨可爱、节奏把握恰当，适合休

闲阅读。书后还配有故事原型球叔、顺宝

和小翠的真人配音漫画的二维码链接，声

画融合，还原了幽默亲子生活的原貌，使原

本平面的漫画更加生动立体。

营销方向：预售、签售、微博转赠、公众

号推广、豆瓣、直播等。

重点荐书：“幼儿早教环环书”系列

适读人群：2~6岁读者

推荐语：“幼儿早教环环书”共五个系

列，分别为“幼儿早教认知环环书”“幼儿早

教启蒙环环书”“幼儿早教故事

环环书”“幼儿早教诵读环环书”

“幼儿早教游戏环环书”。该套

书采用圆角环装设计，开本适

中，方便翻阅，并有标准语音辅

助，大豆油墨印刷，无毒无味更

安全。

营销方向：通过微博转赠、

公众号推广、豆瓣、直播等宣传。

重点荐书：《往昔·永恒 镜

头下的藏乡记忆：1958~1999》

适读人群：摄影爱好者、康巴文化研究

者、爱好者

推荐语：该黑白摄影画册是我国西部

康巴地区自然风光、人文风情摄影作品

集。作者乐近雄是四川省甘孜州地区的第

一位专职摄影记者，从事专业摄影工作30

余年，拍摄了大量表现中国西部藏族地区

的高质量照片，该书收录了其最具代表性

的150余幅作品，集辑出版，再现了康巴地

区人们的幸福生活。

营销方向：通过微信公众号、学习强国

APP、豆瓣、甘孜日报等平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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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喵喵艺术史》让读者学艺术还能吸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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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荐书：《喵喵艺术史》

推荐语：风靡亚洲、享誉世界

的“猫名画爸爸”重磅新作，必看特

约版 80 幅精选优秀宝藏作品。首

次揭幕4幅前所未见的中国传世名

画喵喵版新画作，原画展作品全收

录，全球已有超过50万人观看。看

喵识图，学艺术还能吸猫，体验解

谜般的快乐，附录包含所有对应的

名画原作清单；萌猫客串世界名画，形神兼

备幽默风趣，让艺术更有趣。

营销方向：通过众筹、新媒体渠道推

荐、线下独立书店展陈宣传。

重点荐书：“鬼灭之刃”系列（10~17卷）

适读人群：动漫爱好者

推荐语：《鬼灭之刃》讲述日本

大正时期，传说太阳下山后，有恶

鬼出没吃人，亦有猎鬼人斩杀恶

鬼，保护人们。漫画主角卖炭少年

炭治郎，本来过着平凡幸福的生

活，却因为家人遭恶鬼袭击身亡，

与变成鬼却尚存理智的妹妹走上

了斩鬼之路。通过艰苦的剑术修

行与赌命试炼，炭治郎成为了猎鬼人组织

“鬼杀队”的一员。为了让妹妹祢豆子变回

人类，为了讨伐杀害家人的恶鬼，为了斩断

悲伤的连锁，少年与鬼的战斗不曾停歇。

营销方向：联系动漫垂直渠道进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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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自然吹吹风”爱心捐赠图书会用阅读点亮童心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月17日，河南省辉县市胡桥乡所可楼小学的近千名孩子参与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读书会——“到大自然吹吹风”爱心捐赠读书会，深受小读者喜爱的儿童作家沈石溪、黑鹤、李姗

姗用声音的礼物，与孩子们隔空对话，让爱的时光定格。

据了解，今年7月21日的洪灾给辉县市胡桥乡所可楼小学造成不小的损失，水位达一人多高，学校

教室、图书馆无数书籍被大水浸泡。大灾面前有大爱，新乡地区卫辉市、辉县市很多所学校浸泡水中，

牵动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人、阅读推广人和儿童文学作家的心，纷纷发来优秀的儿童读物，委托新乡

市新华书店将一片爱心和书香散播到乡镇和村庄的校园，希望更多的孩子有书相伴，用阅读点亮童心。

此次活动由新乡市全民阅读指导委员会指导，新乡市卫滨区委宣传部、新乡市新华书店、辉县市新

华书店、辉县市胡桥乡所可楼小学主办。新乡市委宣传部、辉县市关工委、新乡市新华书店、辉县市新

华书店相关负责人及部分热心读者出席活动。现场，此次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

梯，读书使人心眼明亮，希望每一位学生能够在这场读书会中，学习到知识，努力学习用自己的智慧和

双手创造美好的未来。 （惟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