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教育出版社

《小学生字卡片·一年级上册》 6300册
《防灾减灾科普绘本系列：牛牛和妞妞2》 5941册
《核心素养天天练·语文期末分项复习21天·四年级上》 4954册
《新精编·高中数学·选择性必修·第二册》 4821册
《高中化学方程式速查手册》 4312册
《正念成长·培养孩子的抗挫力》 4273册
《会呼吸的字母·给孩子的26个正念练习》 3897册
《凉峰有信·森林巡护员的动物影像集》 3779册
《1小时漫话纳米世界》 2461册
《科学探索者》（第三版礼盒装） 1947册

湖南教育出版社

《妈妈总是有办法》（升级版） 20206册
《学生实用新英汉词典》（双色本） 19511册
《解码青春期：如何陪伴十几岁孩子成长》 14823册
《这样爱你刚刚好，我的N岁孩子》 13100册
《英汉汉英小词典》（双色本） 12208册
《小学数学公式定律手册》（彩色版） 5914册
《妈妈知道怎么办：王小骞亲子说》 2815册
《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力》 2100册
《入学早知道：儿童入学必备的8种能力》（彩色图说版） 1988册
《给孩子的财商启蒙课：替孩子攒钱，不如教孩子花钱》 1501册

上海教育出版社

《赞歌献给党（附光盘）》 42000册
《小兵张嘎》 35000册
《小英雄雨来》 27000册
《家有小学生·给烦恼父母的实用秘籍》 10000册
《车尔尼钢琴初级练习曲·作品599》 7303册
《阳光下长大》 5000册
《故事欢乐谷》 5000册
《成长的摇篮》 5000册
《慧眼观天下》 5000册
《孩子，你怎么了：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解答》 4500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走进敦煌启蒙绘本》 464850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28：黑龙江寻宝记》 97632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秦朝寻宝记》 54517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27：海南寻宝记》 34844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2：北京寻宝记》 31326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恐龙世界寻宝记3：黑水晶柱》 31061册
《时代广场的蟋蟀》（麦克米伦世纪大奖小说典藏本） 30020册
《彩虹色的花》 28928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1：上海寻宝记” 28656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恐龙世界寻宝记1：闪电幻兽 28123册

福建教育出版社

《村庄记忆》 15173册
《一线带班》 6745册
《文字味道·统编小学语文教材文本细读》 3378册
《命题有道·中考数学命题研究》 2709册
《有效备课·上课·听课·评课》 2621册
《一线表扬学》 2323册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教学设计56例》 2295册
《中小学团体心理辅导活动350例》 1541册
《0~6岁婴幼儿感觉统合游戏指导》 1520册
《理解为先模式·单元教学设计指南（二）》 1093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猫武士”系列 378000册
“植物大战僵尸2：恐龙漫画”系列 281000册
“植物大战僵尸2：吉品爆笑漫画系列”系列 199000册
“最能打动孩子心灵的经典”系列 44000册
“林格伦儿童文学作品选集”系列 38000册
“丁丁历险记”系列 28000册
“中国科普名家名作”系列 24000册
“《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 *15000册

现代教育出版社

“北大阅读课”系列 8000册
《海洋里的小秘密》 4600册
《你肚子里有小宝宝吗？》 4500册
“小故事大哲理”系列 3979册
《阅读力决定学习力》 3250册
《中国少年不可不读的时代楷模故事》 1500册

四川教育出版社

《语言表达启蒙课》 38196册
《父母的语言》 22523册
《这就是化学》 11517册
《快乐读书吧·二年级上册》 8229册
《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与就业指导》 *6240册
《数学思维启蒙课》 *3274册
“小学聪明数独游戏”系列 3001册
《藏在历史里的古诗词》 22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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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淘·乐·
酷紫雾心谜10：威廉古堡》

适读人群：中学生

推荐语：以青少年心理咨询

为题材的长篇推理小说“紫雾心

谜”系列，以南山中学的心理诊疗

室为舞台，讲述了南山中学的心

理咨询师程愈和他的助手泠，抽丝

剥茧，探寻一个个来访者藏在外表

下的心理真相。《紫雾心谜10 威廉

古堡》情节跌宕起伏、险象环生、悬念不

断，从开始到结尾都一直在牵扯着读者的

神经。不可思议的、离奇古怪的事情接踵

而至，人人都有动机，人人都被怀疑，处处

是陷阱，各种细节都仿佛藏伏着玄机。小

说中的心理逻辑推理是由一个或几个已

知的判断或前提，推导出一个未知结论的

思维过程。作者晏菁运用谙熟的心理学

知识和逻辑推理能力抽丝剥茧，解开层

层谜团、揭开面纱、拨开迷雾，托出家族命

运和人的心理真相，具有较高的可读性。

营销方向：通过新书发布直播、读者

互动活动、短视频推广、公众号宣传、网店

集中专题促销等进行宣传。

重点荐书：“科学大发现”

系列（共6册）

适读人群：小学中高年级

学生

推荐语：该书讲述的是天

才少年鲁克与好朋友何敏、蒋

方、宁宁以及小狗比特的科学

探索故事。几个伙伴对日常

生活中的一些科学现象有着

强烈的好奇心，他们通过“虫洞”手机APP

（一款营造虚拟现实场景的应用程序）进

行跨越时空的科学之旅，和各领域的科

学巨匠“面对面”对话和交流。该书共6

册，包括《复杂奇妙的人体》《狂野不驯的

天气》《神奇多样的动物》《壮观神秘的太

空》《神通广大的电》《不可思议的力》。在

书中，科学像洋葱一样，等待读者一层层

剥开，让读者在科学的海洋中享受探索

和发现的乐趣。

营销方向：通过科普讲座、公众号

宣传、短视频推广、线上互动活动等宣

传图书。

“紫雾心谜”系列围绕心理诊疗室展开推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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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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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艾林

浙江教育出版社：《正念成长》赋予孩子终身受益的抗挫力
信息提供：浙江教育出版社 陆音亭 直购通道：周 磊 0571-88909710

重点荐书：《正念成长》

适读人群：大众读者

推荐语：该书从“理解正

念”“儿童和青少年正念练

习”“在正式场合分享正念”

三部分展开叙述，结合心理学

理论和超过75个简单易懂的

正念练习，为家长、教育工作

者以及心理咨询师等向儿童

和青少年分享正念时提供建

议和帮助，并赋予孩子终身受

益的抗挫力。通过阅读该书，

家长、教师等成年人可以帮助自己和孩子

们提高专注力、增加好奇心、减少焦虑和

抑郁，使整个家庭的幸福感得到提升。更

重要的是，成年阅读者从该书中学到的正

念理念，能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

孩子，与他们一起正念成长。

重点荐书：《会呼吸的字母给

孩子的26个正念练习》

适读人群：幼儿、大众读者

推荐语：这是一本写给孩子的

正念绘本。全书以26个英文字母

串联起26个简单有趣，又充满想象

力的呼吸练习小游戏，让孩子通过

这些易于理解和操作的小游戏，感

悟正念，培养专注力、思考力和情

绪调节能力。26幅细腻生动的手

绘、中英对照的简单文字，让孩子

在快乐阅读中，学习正念、学习英语，同时

感受当下的美好，提升关怀意识。随书

附赠的导读手册，帮助家长了解正念的

意义，更得心应手地与孩子共同开启正

念之旅。

重点荐书：《爸爸的围巾》

适读人群：0~6岁读者

推荐语：爸爸的围巾是一

条暖暖的绿围巾。寒冷的冬天

围上它，让阿蒙高兴的事情一

件接一件地发生了：他不再害

怕上学路上的大黑狗了，可以

一个人去便利店帮妈妈买东西

了，在学校收获了友谊，变得更

加勇敢自信了。有一天，爸爸

的绿围巾被风吹走了，原来这是一条

有魔力的围巾，它让整个世界都变绿

了。该书描述了小主人公在亲人离世

后，心灵成长过程中一周内发生的故

事，情节日常平实，语言

浅显易懂，画面色彩随情

节变化，从冬天逐渐过渡

到春天。在阅读过程中，

小读者们会与主人公一

起收获自信与勇气。

营销方向：一是新媒

体推广，通过抖音大V进

行直播和短视频推广。

二是老客户推广，通过对

《麦克彩虹绘本馆》已购读者进行老客

户回访。三是社群营销，营销编辑通

过QQ群与微信群在线讲解。四是门

店营销，进入各书店组织现场活动。

《爸爸的围巾》聚焦亲人离世后的心灵成长
信息提供：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直购通道：0791-86508082

湖南教育出版社：《妈妈总是有办法》为家长打造创意育儿日志
信息提供：湖南教育出版社 殷 哲 直购通道：0731-85486710

重点荐书：《妈妈总是有办法育儿日志》

适读人群：家长

推荐语：这是一本独具创意的育儿日

志，内容涵盖如何胜任父母

角色，培养幸福、充满安全

感、自尊、自信的孩子，以及

亲子阅读、习惯养成、情绪

管理、入学适应、能力提升、

专注力培养、生命教育等领

域家长最为关注的育儿话

题，通过一段段充满智慧的

文字，一个个充满洞见的观点，在日常的

浸润中，给家长育儿理念的启迪和育儿方

法的提升，让每个妈妈成为自己孩子最好

的育儿专家。同时，该日志还兼具便笺本

的功能，方便家长进行日常工作生活的规

划和安排。

重点荐书：《数学启蒙第一课》

适读人群：3~6岁孩子及其家长

推荐语：对于孩子来

说，会数数、能做加减法并

不等于建立了数学概念。

在数学启蒙阶段，引导孩子

建立科学的数学概念，培养

数学思维非常重要。该书

共6册，基于教育部《3~6岁

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对学

龄前孩子数学能力的要求，内容涵盖数量

关系、图形推理、空间知觉及综合运用等

方面，通过有趣的故事导入和充满创意的

游戏设计，让孩子建立对数学的兴趣，轻

松走进数学王国。

现代教育出版社：“名著阅读课程化”丛书帮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
信息提供：现代教育出版社 云 曈 直购通道：董 靖13371656175

重点荐书：“名著阅读

课程化丛书”

适读人群：初中生

推荐语：该套丛书包括

《朝花夕拾》《西游记》《海底

两万里》《骆驼祥子》《昆虫

记》等10册。该书由名著阅

读领域专家把关，保障丛书

的高度与方向，搭建完备体

系；新疆自治区本地语文教学

骨干执笔，关照新疆实际学情，融入个人教

学经验；出版社精干力量编校，提高内容质

量，紧扣出版主题。该书既切中一线师生语

文教学需求，又注重学生语言能力和思维能

力的提升，同时旨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念。

营销方向：2021年4月，现代教育出版

社与新疆教育学会中学语文学科研究会共

同举办了“首届新疆中学语

文‘阅读与写作’教学专项

研讨会”。研讨会在线上线

下同步开展，调动新疆全部

初高中近千所学校，线上参

会语文教师逾万人。研讨

会得到温儒敏、漆永祥等名

著阅读领域专家学者的大

力支持。

2022年，现代教育出

版社将和新疆教育科学研究院共同举办

“第二届初中语文经典名著整本书阅读大

赛”，进一步推动新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教育工作，深化中学语文课程改革，提高

师生研读名著的能力。同时，双方将在新

疆各个地、州、市广泛开展名著阅读培训

活动，把教师培训、比赛活动、教学研讨常

态化，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援疆工程”。

四川教育出版社：《高品质学校建设 理论之思》总结提炼“四川样本”
信息提供：四川教育出版社 梁 晶 直购通道：15208205647

重点荐书：《高品质学校

建设理论之思》

推荐语：该书以“高品质

学校建设二十问”为线索，探

究了四川省“高品质学校建

设”工程开展十年来，用新时

代发展素质教育理论统摄整

个工程建设，以构建更高水平

的育人体系、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为核心追求的理论之

路。该书总结了国家教育远

景目标展望下的四川探索，为“高品质

学校建设”工程深化研究、推广实践提

炼了“四川样本”，奏响了在国家宏观战

略规划下的“四川强音”。

重点荐书：《铸造中国·图说青铜文明》

适读人群：青少年读者

推荐语：该书第一辑包括四册，分

别是《中原问鼎》《巴蜀星光》《荆楚异

彩》《吴越沧桑》。“铸造”既是一种工艺

技术，更是一种创造精神。该书创作团

队由中国考古学、材料学顶级专家，科

普创作知名作者组成，依托考古学、历

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中华铸造文明

中的青铜重器为主题，以中华文明区

域、时序为线索，采用绘本形式图文并

茂地介绍青铜文化，融入经典故事，向

青少年读者及一般文化读者群普及历

史中国铸造发展史，展现了

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讴歌

了中国匠人精神，讲好了中

国故事，坚定了文化自信。

重点荐书：《逐梦“人

造太阳”：新中国受控核聚

变事业发展纪实》

适读人群：对科技史

感兴趣、爱好科普的人群

推荐语：该书是国内

首部完整讲述中国受控核

聚变事业近70年发展历程的科普纪实

作品。从20世纪中叶至今，中国受控核

聚变事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的发展史，如今，以“人造太

阳”为代表，受控核聚变研究的阶段性

成果已达国际领先水平，是工程技术

领域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体现了“国之

重器”的重要科技创新。该书作者以

其在核工业领域多年的创作经验和史

料积累为基础，采访了大量中国受控

核聚变发展的参与者、经历者、见证

者，将文献梳理与实地调查融为一体，

在书中充分展现了钱学森、钱三强、李

正武等几代核工业科学家科技报国的

精神、为人类探索终极能源而做出的卓

越贡献，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

动阐释。

《国殇》全面反映正面战场抗战纪实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华文出版社出版了著名军史学者、作家张洪涛所著的《国殇》（全三

卷）。张洪涛是一位军事史学者和纪实文学作家，长期研究中国军事史和抗战史，写下了大量战史

纪实著作。他不但善于从战略、战术的不同角度对宏大战争场面的把握，而且长于对战役、战斗的

因果分析和人物心理描写。

早在1997年，《国殇》首卷就已经出版，该书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写起直至1938年10月武汉

失陷，详细描写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对日作战过程，描绘出了中国抗日御侮历史的雄壮画卷。

最初该书以《燃烧的太阳》为主书名，是一部常销的历史纪实作品。

2005年，国共两党发布“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推动两党政治交流和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合

作达到空前水平。《燃烧的太阳》顺时应势，正式更名为《国殇》，重新修订出版。2005年出版后，很快

3次再版，一年销售20余万册。至今，共计26次再版，销量近100万册。

16年后，张洪涛完成了《国殇》的第二、三卷，并由华文出版社出版。第二、三卷重点记述中国抗

战进入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的不同阶段后所发生的重大战役。这两卷沿袭了第一卷的写作风格，

在不着痕迹的流畅叙事中体现出作者独到的洞察力和思辨力。 （波）

《国殇》张洪涛著/华文出版社2021年10月版/24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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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荐书：《爱看书的猫》

适读人群：3~9岁儿童

推荐语：《爱看书的猫》是

对《看图说话》一书中，广受欢

迎的故事进行重新汇编，改动

部分画稿制作而成的一部绘本

图画故事书。《爱看书的猫》中

的米其是一只爱看书的猫，以

“飘”的方式进入图画书中和

一群老鼠相处在一起，它们不

再是天敌，成了玩伴，开启了一个富有想

象力且平和美好的故事。2021年10月，

该书获得教育部专家组推荐，并入选

2020中国绘本展“最美中国绘本”。

营销方向：通过发行渠道重点推荐、

新媒体矩阵、媒体、线下绘本课等方式宣

传图书。

重点荐书：《于漪教育教学思想概要》

适读人群：广大教师群体

推荐语：中国基础

教育界，出了一位“人民

教育家”，她叫于漪。她

被称为“教文育人的旗

手”“时代师表的楷模”和

“教育改革的先锋”。这

些荣誉的背后，有着怎样

的意义？《于漪教育教学

思想概要》提供了清晰的

答案：这是一本读懂于漪

的书，也是读懂她所经历的中国教育改革

时代的一本独特的书籍。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在办好全世界最大

最强的基础教育的伟大创造中，于漪用她

的思想写出了一个“于漪”，也呼唤着更多

的新一代于漪。

营销方向：通过线下活动推广、发行

渠道重点推荐、出版社新媒体矩阵推广、

合作媒体撰文推广等宣传图书。

上海教育出版社：《爱看书的猫》讲述猫鼠相处的美好童话故事
信息提供：上海教育出版社 朱丹瑾 直购通道：陈海亮 13701660491

福建教育出版社：《一线带班》传递一线教师带班经验
信息提供：福建教育出版社 王贤斌 直购通道：宋晓强 13910726260

重点荐书：《一线带班》

适读人群：小学语文教

师、教研员

推荐语：跟着管建刚老

师学一线带班，带好班不再

愁。特级教师管建刚至今仍

在教学一线，该书是依其一

线带班经验，写给一线老师

的一本教程。书中介绍了他

一线带班的“七抓”：抓开头、

抓家长、抓时间、抓作业、抓

基础、抓常态课、抓复习。全书实用性、

针对性强、接地气，是一本对一线教师富

有借鉴和启迪意义的书。

重点荐书：《一线表扬学》

适读人群：中小学教师

推荐语：表扬不是万能的，没有表扬

的教育是万万不能的。管建刚老师来自

一线，用在一线的“十八种”表扬

法，种种有例子，种种有效果，实

实在在解决一线教育问题。

重点荐书：《命题有道 中考

数学命题研究》

适读人群：中学教师、学生

推荐语：该书从命题研究明

方向、中考压轴看数形、立足教

材巧改编、图形变换重构造、基

本模型再拓展、含参函数应景、

数形结合融交汇、初高相连求衔

接、数学应用论建模、探究开放新定义、

数学文化显新潮11个方面，聚焦中考数

学命题立意、价值取向及动向，为一线中

考数学复习提供了参考指南。

营销方向：出版社社微信公众号、天

猫旗舰店、当当自营店、平台电商、自营电

商、其他电商实体店铺货、线下讲座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