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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文版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西文版，近日由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论述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文稿85篇。该书西文版和此前出版的

英文、法文、日文、俄文、阿文、德文版，对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理解习近平

外交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我国的外交方针政策等，具有重要意义。 （据新华社）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该书收录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坚持可持续发展 共建

亚太命运共同体》和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共同开创亚太经济

合作新篇章》。 （据新华社）

关键词 教材培训 教研体系 课程模式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渠竞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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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迭代速度不断加快已成为时代

特征之一，学校育人不再是“满堂灌”，这

就要求教育理念教育方法“跟得上”。如

何开拓教学新理念，准确把握学习课程

目标，深入研读、合理利用、创造性地使

用教材，提高教学水平，不仅是时代给广

大教师的新命题，对教育类出版社来说，

也是依托自身教材进行“引方向”“打样

本”“上台阶”的重要考验，唯有二者互促

互进——出版社“授之以鱼与渔”，教师

“被坚执锐出奇招”，才能打好新考试、新

课标、新教材的“组合拳”。

教材培训的优化升级不仅在基础教

育领域，也惠及高中和高等教育阶段。

人教版普通高中新教材培训需求研讨会

暨课题开题会近日于江苏苏州举行，会

上，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的40多个针对性研究课题正式开题，明

年将汇总并完成总课题报告，培训专家

在备课、施训时将以此为参考，开展有针

对性的教师培训。高等教育出版社为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设立网培中心将

传统的专家讲座改为时长短、系列性、可

回放的微课程，方便教师利用碎片时间

学习，同时将线下培训的“班主任”角色

转化为线上培训的“主播”角色，使网络

学习氛围更加活跃。江苏凤凰科学技术

出版社为解决城乡培训发展不平衡、针

对性和个性化不强等问题，通过该社教

材的官方网站和官方微信群集中解答师

生提出的各种问题。

总体来看，面对教师对培训新需求、

教育公平性问题和疫情带来的变化，出

版社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

培训机构功能提档适应新需求

为提升教材服务水平，出版社顺应新

课标要求，在加大教材研究力度、提高教材

编写质量的同时，积极调整内部机制，围

绕教育部门和教学单位的实际需求，完

善培训课程体系，优化培训服务。面对疫

情大考，出版社将线下培训转至线上，让优

质资源突破时空限制，触达更广阔地区。

据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事业部主任

付天华介绍，2003年人教社成立专门的

教材培训机构，逐步建立起国家级、省级

和地市级三级教材培训服务体系，持续

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服务。每年筹划并

组织3000多个单元培训，面授培训教师

约10万名、网络培训教师约150万名，为

广大教师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切实解决

教学中的问题。

高等教育出版社为提升教师教学能

力，2007年设立“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

中心”，利用数字化和网络技术，在全国组

织开展以课程教学、专业建设、教师发展

为主要内容的培训。全年推出“网络同步

课堂”集中培训、“教师发展在线”自主性

在线培训和项目定制个性化培训等1000

余门培训课程，每年培训高校教师达30万

人次。该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网培中心

以服务高校教师为己任，自成立以来培训

总人数逾800万。 （下转第3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中国

LPL（League of Legends Pro League 中

国大陆最高级别英雄联盟职业比赛）

赛区战队 EDG（EDward Gaming 中国

电子竞技俱乐部）获得2021年英雄联

盟全球总决赛冠军。这一消息在社交

媒体上引发狂欢式的庆祝，一度不被

大众理解的电子竞技，逐渐突破游戏

圈进入普通人的视野。

过去5年，中国电竞产业搭乘政策

快车快速发展，电竞核心观众、电竞赛

事营收，均位列全球之首。《2021中国

电竞运动行业发展报告》预计中国电

竞用户2021年达到4.25亿。产业的飞

速发展在带来多元商业价值的同时，

也暴露了电竞人才的巨大缺口。据人

社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发布

的《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发展报告》显

示，目前只有不到 15%的电子竞技岗

位处于人力饱和状态，电子竞技员、电

子竞技运营师、赛事运营、数据分析师

等多个职业人才匮乏，且大量开设电

竞专业的院校普遍缺乏教学大纲和相

对权威的教材书籍。

近日，EDG电竞俱乐部所在的超

竞集团首席执行官吴历华表示，该集

团在电竞教育布局方面，将围绕产业

需求、倚仗政策引领，打造教材标杆体

系，为电竞专业人才培育赋能。

据了解，2019年6月，由超竞教育与腾讯电竞

联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电子竞技运动

概论》等4种通识类教材已面市，并计划完成涵盖

通识类、电子竞技产业运营、赛事导编播、教练/数

据分析、主持解说等方向共20种电竞教育系列教

材，从本科、专科、中职教育三个层面服务于电竞

人才培养与教学实践。

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张正阳在接受商报记者

采访时透露，目前该系列电竞教材已有12种投入

市场，除前述4种通识教材外，又新增了1种通识

类教材和7种专业类教材。“电子竞技行业成为越

来越多应届毕业生职业选择的方向，电子竞技教

育作为解决产业人才培养问题的重要环节被寄予

厚望，希望通过本套教材的出版，满足学校开设相

关课程的各种需要，助力电子竞技人才培养，为电

子竞技行业的发展赋能。”张正阳表示。（聂慧超）
●最美图书

南方传媒首届优秀图书设计奖出炉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为进一步推动图书专业化特色化品牌化改革，激励编

辑人员刷新设计理念，近日，南方传媒第一届优秀图书设计奖颁奖仪式暨“名家

面对面·怎样把书做美”座谈会在广州举行。《曹文轩短篇小说金卷典藏版》、《千

页书》、名著金库《沉思录》《箴言录》、三度艺术经典：《艺术中的精神》《包豪斯剧

场》《绘画、摄影、电影》、《梦游人》、《无泪而泣：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特别

工作队”》、《余波未了》、《万有引力·反英雄史系列》、《宋仁宗时代的大人物》、《好

睡眠手册》、《移花就镜：二十四品诗书画印通释》、《以色列的历程：从西奥多·赫

茨尔到中东和平之路》、《万物皆数：生活中的100个数学问题》、《至美岭南文化

巡礼》、《中国教科书理论研究丛书（第一辑）》等15种内容与装帧形式兼美的图

书荣获南方传媒第一届优秀图书设计奖。 （伊尹）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 月 25 日，

喜马拉雅第六届 123 狂欢节正式上线。

依托这场在线内容消费盛会，喜马拉雅将

内容消费体验再次升级，携手安徽少年儿

童出版社、天地出版社、中国妇女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等20余家出版机

构，在喜马商城首次上线实体书，并联合

站内声音专辑，帮助用户在该平台实现

“听书—买书—看书”的闭环。

目前已经有超过150种亲子儿童图

书上线喜马商城，涵盖了幼儿绘本、大IP

童书、国学名著、家庭教育等多个类别。

其中，亲子图书成为此次尝试的切入点，

一方面童书在实体书销售中属于较受欢

迎的品类，另一方面喜马拉雅自身拥有

非常多优质亲子有声专辑。活动期间，

许多主播通过直播为家长们推荐好书。

据悉，未来喜马拉雅将与更多出版

机构合作，逐步上线更多品类的实体书，

并基于不同人群的需求提供个性化主题

书单，将书单与喜马拉雅已有的内容和

服务相结合，比如有声专辑、圈子、训练

营等，最终逐步实现全品类有声专辑与

相关纸书的规模化覆盖，从而持续满足

用户的听书与看书需求，同时帮助出版

社等合作方连接喜马拉雅的海量优质用

户，增加图书的销售渠道。 （伊 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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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 月 22 日~

12月1日，由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与山西

省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新中国山西

出版70年暨山西人民出版社成立70周

年展”在山西太原举行。

以 1951 年 11 月山西人民出版社成

立为起点，新中国山西出版走过了70年

的历程。70年来，从建国之初三晋大地

只有一家出版社奋力前行；到20世纪八

九十年代山西出版 8 家出版社蓬勃发

展；再到新世纪山西出版的旗舰——山

西出版传媒集团成立，山西出版始终高

举旗帜、服务大局，坚持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服务的出版方针，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方针政策和山西省委省政府决策

部署，为山西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

要支持，不断满足全省人民群众的精神

文化需求，成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山西篇章的重要宣传思

想文化阵地。

此次展览分为“牢记殷殷嘱托”“我

们的作者”“我们的历程”“精品出版物”

等部分，通过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和

大量精品出版物，集中展示新中国山西

出版70年发展历程和成就，鼓舞和激励

全体山西出版人提振信心、勇毅前行、与

时俱进、开拓创新，推动山西出版事业高

质量发展。

展览分别展示了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教育出版社、希望出版社、山西科

学技术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山西

经济出版社、三晋出版社、山西春秋电

子音像出版社及《编辑之友》杂志社等

出版单位的发展历程、出版特色及相关

精品出版物。包括《西方美学范畴史》

《傅山全集》《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

（1921—2011）》《八路军》《山西文化资

源地图》《少年的荣耀》《两地书》等入选

国家级奖项的出版物和《〈共产党宣言〉

在中国》《清末立宪运动史料丛刊》《苏

联人镜头中的新中国》《郭汉城文集》等

入选国家重大出版项目的出版物。这

些在不同时期出版的优秀晋版出版物，

用多种形式、从多个方面反映了山西省

转型蹚路的发展历程，给予人民精神力

量，书写中国故事。 （穆宏志）

山西出版集团70年谱写“三晋篇章”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商务印

书馆、研究出版社联合倾情推出“新时代

中国县域脱贫攻坚研究”丛书（彪炳史

册·纪念版）和“中国脱贫攻坚故事”丛书

（彪炳史册·纪念版）。

前者包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习近

平扶贫故事》和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新时

代中国县域脱贫攻坚研究”丛书。后者

包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习近平扶贫故

事》和研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脱贫攻坚

故事”丛书。

其中，由人民日报海外版组织编写、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习近平扶贫故事》在

全国发行。全书由67篇扶贫故事组成，

生动记录了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扶贫开

发、驰而不息推进脱贫攻坚的精彩瞬间,

有助于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实现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新时代中国县域脱贫攻坚研究”丛

书通过对脱贫摘帽县的调研，系统总结

了我国不同地区脱贫攻坚先进经验与做

法，是对中国以县一级为单位的贫困治

理的良好宣传和推介。

“中国脱贫攻坚故事”丛书聚焦贫困

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

工作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全面实施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打赢脱贫攻坚战

波澜壮阔的生动实践以及所取得的历史

成就。 （王少波）

商务印书馆 研究出版社

推出“脱贫攻坚”系列“彪炳史册·纪念版”

读者出版集团敦煌书物出版资源电子档案启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由读者出版

集团下属甘肃教育出版社推出的“敦煌

书坊”融合出版平台，近日完成了数据库

产品建设与知识服务体系构建，打破敦

煌书物出版资源碎片化壁垒，重组敦煌

的古籍、学术专著、论文等资源，建立了

“电子档案”并正式启用。

读者出版集团 70 年来致力于和海

内外敦煌学界合作出版敦煌学图书，共

出版 6 大类、1000 多种涉及敦煌题材的

著作。甘肃教育出版社更有“敦煌学出

版基地”之称，30多年来共出版敦煌类图

书300余种，有3种图书版权输出日本，6

种图书被翻译成韩文、英文和俄文在海

外发行，7种图书获得国家级奖项，在学

界业界引起广泛关注。近日，该社借助

上述优势，建立了“敦煌书坊”网站，该网

站由“敦煌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文献数

据库”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敦煌与丝

绸之路研究知识服务平台”构成。

甘肃教育出版社社长薛英昭表示，

敦煌历史文化传播应充分借助现代科

技，以全方位的、立体性的传播方式适应

当下阅读潮流，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有更

多作为。

据悉，该平台整合了读者出版集

团、各大敦煌类科研院所和文博单位的

资源，形成了多学科、多领域知名专家

组成的咨询团队。不仅为高校、科研院

所提供帮助，也通过“敦煌书坊”公众号

向普通读者推介敦煌学术研究成果融

媒体产品。未来将在增加敦煌学研究

出版数量的同时，通过版权合作等方

式，整合科研院所和文博单位的资源，

并对数字化加工后的资源打散重组，构

建敦煌学和丝绸之路研究知识索引词

表和语料库。“敦煌书坊”现已数字化加

工学术专著 2000 余册、古籍 500 种、期

刊 500 期、论文 6000 篇、图片 50000 幅、

音视频500段。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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