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时代出版社

《小朋友学国际象棋》 2000册
《乐此不疲的成都》 1342册
“天府文化城市”系列 900套
《成都最美古诗词100首详注精评》 800册
《科学家的顶尖对决 天文与地理》 600册
《让孩子们跑起来》 590册
《科学家的顶尖对决 科技的发展》 588册
《科学家的顶尖对决 医学的突破》 587册
《青少年心理健康50问》 530册
《儿童学围棋 初级篇》 500册

宁波出版社

《读古文 学文化 初中古文名篇联读》 2205册
《理解为先单元教学设计实例：教师专业发展工具书》 1457册
《走出焦虑风暴》 453册
《世间的小儿女》 420册
《大樟树下烹鲤鱼》 393册
《阿拉宁波话》 211册
《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 195册
《写给孩子的宁波历史故事》 181册
《一个人的奔跑》 163册
《说宁波话的上海人》 161册

海天出版社

《宇宙的另一边 陈诗哥诗意童年读本》 4111册
《十大案件》 2415册
《环球追捕》 2339册
《惊天迷案》 2337册
《成长的岁月》（上册） 2209册
《战略之眼》 2200册
《我存在过》 2182册
《姚尧精读声律启蒙一》 2150册
《理想照耀中国》 2111册
《如何制作神奇大脑》 2070册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围棋教学习题册（入门）》 5599册
《世界儿歌钢琴公式化即兴伴奏》 2025册
《风行不息》 1001册
《精神明亮的人》 982册
《古典之殇：纪念原配的世界》 944册
《单于归来》 *930册
《佳弈围棋课堂 3》 892册
《围棋教学习题册（初级）》（修订版） 864册
《佳弈围棋课堂 1》 735册
《钢琴公式化即兴伴奏》 625册

江西人民出版社

《成语接龙》（全2册） 11274册
《琵琶围》 9981册
《趣读识写一条龙》（全2册） 4480册
《军魂之光》 2387册
《标点符号历险记》 1377册
《三字童谣》 1289册
《找到家乡第一个党支部》 *1208册
《让孩子踏上阅读快车道》（全2册） 1151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时代广场的蟋蟀》（麦克米伦世纪大奖小说典藏本） 139617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28 黑龙江寻宝记》 40805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27 海南寻宝记》 28541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17 广东寻宝记》 28079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 恐龙世界寻宝记2 神奇陨石》 27697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19 香港寻宝记》 27669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18 辽宁寻宝记》 26604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 恐龙世界寻宝记3 黑水晶柱》 26175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23 广西寻宝记》 26075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3 天津寻宝记》 257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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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00册
“植物大战僵尸2 武器秘密之你问我答科学漫画”系列 173000册
“猫武士”系列 143000册
“最能打动孩子心灵的经典”系列 140000册
“中国科普名家名作”系列 80000册
“丁丁历险记”系列 59000册
“中国历史故事集”系列（修订版） 23000册
“《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 21000册
“罗大里儿童文学全集 洋葱头历险记”系列 11000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植物志”系列（第三版） 980套
“内蒙古自然资源少儿科普丛书” 800套
“中国少数民族故事绘本典藏”系列 780套
《商务谈判与沟通技巧》 700册
《投资理财方法与技巧》 689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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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为近期新出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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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天使出征》讲述抗疫英雄故事
信息提供：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杨 柳 直购通道：0471-3946269

重点荐书：《天使出征》

适读人群：大众读者

推荐语：这是一本讲述抗疫

英雄故事的图书。2020年，新冠

肺炎疫情汹汹来袭，湖北省武汉

市成为疫情之下的“重灾区”。疫

情就是命令！全国支援武汉，全

国支援湖北。内蒙古派出由医务

骨干组成的医疗队千里驰援湖北

省，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用血肉之躯筑

起了抵御病毒的钢铁长城。内蒙古日报社

记者随行报道，在抗疫一线记录了大量的

感人故事，真实再现了内蒙古医疗队以生

命赴使命，用大爱护众生的医者情怀。

重点荐书：“内蒙古自然资源少儿科

普丛书”

适读人群：少儿读者

推荐语：该系列图书包含《动物密码》

《植物电报》《古生物信笺》《矿物藏宝

图》。书中所选内容不仅是内蒙古自然

博物馆的重点展品，更是内蒙

古自然资源的重要体现。高清

的图片，通俗易懂的文字，带读

者领略大美内蒙古。该书所选

科普内容不仅是内蒙古自然资

源博物馆的重点展品，更是内

蒙古自然资源的重要体现。该

书入选2021年自然资源部优秀

科普图书。

重点荐书：《秘境之旅：内蒙古诗篇》

适读人群：诗歌爱好者

推荐语：该书是一个外省女诗人行走

内蒙古大地时所作的诗歌的辑录。全书

包括136首短诗和2首长诗，作者用诗歌

的语言描绘了呼和浩特、阿尔山、鄂尔多

斯、通辽、阿拉善、乌海等地的壮美风光。

在作者看来，大自然把它最壮观、最神秘、

最瑰丽的地貌景色都放在了内蒙古。

营销方向：综合运用线上线下活动以

及新媒体途径扩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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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荐书：《冰雪运动会》

适读人群：小学生

推荐语：该绘本聚焦 7 大

项冰雪运动，生动活泼地向孩

子们普及各项冰雪运动知识，

让孩子们爱上冰雪运动。喜

欢奔跑跳跃、性格开朗好胜的

小勺米，敢于挑战各项运动的

企鹅兜兜，爱臭美、体态优美

的兔小月，憨厚、壮实的认真熊等，在小

勺米运动星球，几个动物伙伴们都是运

动迷。趁着北京冬奥会开幕之际，他们

组织了一场冰雪运动会，还邀请来了专

业裁判判判虎。在7个大项中有谁会脱

颖而出、摘得冠军呢？

营销方向：通过新书试读、阅读推广

活动、短视频、微信公众号宣传、直播带

货等宣传图书。

重点荐书：《纸香》

适读人群：小学中高年级

推荐语：古老的手工造纸术是著名

的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它的发展和传承

对于有着5000年历史文明的华夏文化有

着深厚而悠远的影响和意义。该书是非

物质文化题材的儿童现实主义长篇小

说。故事发生在陕西省南

部汉中地区一座叫作洋县

的小县城，这里自古被称

为中国的“造纸之乡”。作

者以孩子的视角，讲述了

一个关于民间传统造纸技

艺传承和发展的有血有肉

的故事，蕴含了少年成长

体验和对民间非物质传统

文化的推广与继承等主题。

作品写出了男孩雍城和古法造纸技

艺传承人蒲树之老人的相识和矛盾、继

而相互接受的有趣故事，在这个过程中，

雍城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古法造纸技

术从陌生、好奇到喜爱和钻研，最终他如

愿成为了蒲树之老人的徒弟，开始学习

手工造纸技艺。作品也讲述了雍城最要

好的朋友——男孩木娃学习陕南地方传

统戏剧汉调桄桄的生动故事。最终，雍

城由一名普通少年成长为古法手工造纸

术的传承人，而他的好友木娃也开始学

习地方传统戏曲汉调桄桄。

营销方向：通过作家讲座、微信公众

号宣传、短视频、线上互动活动、网店集

中促销等宣传图书。

《冰雪运动会》向孩子普及冰雪运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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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人民出版社：《琵琶围》聚焦扶贫扶志“硬骨头”
信息提供：江西人民出版社 辛志刚 直购通道：0791-86898801

重点荐书：《琵琶围》

适读人群：大众读者

推荐语：该书是一部聚

焦脱贫攻坚中最难啃的“硬

骨头”扶贫扶志主题的长篇

小说。它用一座小围屋的前

世今生，通过扶贫一线小人

物的成功塑造，写出了大时

间大空间大变化，具有超强

的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是

扶贫扶志的生动样本，苏区

精神的时代凯歌，以小见大的艺术典范。

重点荐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的世界意义》

适读人群：大众读者

推荐语：该书以“中国新时代

与世界大变局”“中国新时代诠释

三个为什么”等7个具有前沿性、

学理性和典型性的问题为切入

点，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系统

分析解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科学性、真理性、人民性、实践性

和优越性，科学总结了中国道路

获得大多数国家理解、支持、赞

誉、借鉴的世界意义，是一部聚焦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大同的

原创精品通俗理论读物。

营销方向：综合运用线上线下活动，

以及如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途径扩大

影响。 海天出版社：《深圳自然博物百科》多维呈现深圳自然风貌
信息提供：海天出版社 张 欣 直购通道：杨 帆 0755-83460239

重点荐书：《深圳自然博

物百科》

适读人群：中小学生群

体、自然科普爱好者

推荐语：海天出版社携

手深圳本土自然与历史研究

者南兆旭倾力打造《深圳自

然博物百科》。这是作者花

12 年时间为深圳写的一部

自然博物百科书，也是一次

对深圳本土自然、历史、地理与生命物种

的多维呈现。该书共 668 页，90 万字，

3500多张图片，136个纪录长片、纪录短片

与短视频，69件音频，82套VR全景影像，

带给读者身临其境的体验。

营销方向：一是联合深圳新书首发中

心举办新书首发式，邀请媒体宣传报道活

动，扩大活动影响力；二是展陈宣传，在深

圳各大书城核心位置集中堆码、专台陈

列、重点展示，设计制作新书首

发主题明信片，用于活动宣传

以及新书推广；三是自媒体宣

传，组织邀请作者录制知识分

享、快问快答等短视频宣传内

容，连同新书推荐、活动宣传等

内容在“全国新书首发中心”自

媒体平台推广。

重点荐书：《春天的前海》

适读人群：城市管理者、企业

运营者、每个怀揣梦想的年轻人

推荐语：作者李朝全通过深入的采

访、细致的资料梳理，真实地记录了“特区

中的特区”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

区10余年来在一片烂荒滩上精耕细作、精

雕细琢、“描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发展历

程，讲述了一个个新颖生动的前海人的故

事，反映前海在先行先试、制度创新方面

取得的突出成就。

成都时代出版社：《熊会滑雪吗》讲述英国障碍诗人童年真实经历
信息提供：成都时代出版社 庞惊涛 直购通道：叶 翔 13908202887

重点荐书：《熊会滑雪吗》

适读人群：低幼读者

推荐语：这是成都时代出

版社和后浪出版公司“浪花朵

朵”品牌合作的一套引进版权

少儿绘本的第一本，它讲述了

一个温暖的故事：有听力障碍

的小熊经常意识到身边的人

问他“熊会滑雪吗？”在父亲的关心下，接

受治疗、学唇语，开始恢复听力的小熊终

于明白了“熊会滑雪吗？”的真正含义。

营销方向：与后浪出版公司合作开

展线上线下互动，市场部在社区和网络

开展社群营销，通过喜马拉雅推广图书。

重点荐书：《小镇之歌》

适读人群：文学爱好者

推荐语：这是作家群娃儿的短篇小

说集。作者以似谐实庄的笔调、幽默中

带着酸楚、轻巧中含有痛感的文字，细腻

书写鄂东北偏僻角落里一个小镇在20世

纪 90 年代的众生相，可为当

代文学书写小镇进化史的代

表之作。

营销方向：将于今年3月~

4月举行新书分享会，在城市社

区和网络社群开展营销活动。

重点荐书：《围棋哲学的

N个思考》

适读人群：棋牌爱好者

推荐语：该书内容包括劫的本质到

底是什么、从理论上证明了围棋中为什

么会存在劫、人类对劫的认知过程和打

劫规则的演化史、不同打劫规则带来不

同的生死困惑等。该书还深入探讨了围

棋中不公平的问题以及古今中外的解决

方法，三大规则的历史背景和差异、规则

统一的痛点以及未来的方向。

营销方向：通过与棋类培训教材合

作、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直播带货推广

图书。

重点荐书：“西游记立体

美绘本”系列

适读人群：3~6岁读者

推荐语：该书将经典故

事、精美插画、新材料与纸张

动态立体结构等多种元素有

机融合，通过各种3D场景、

拉拉、翻翻、转转等纸艺活动

机关设计，打造妙趣的互动

体验。该书基于《西游记》这部神幻小说

丰富的想象力，将古老的故事和新型阅读

融为一体，为西游迷们呈现出一个跃然纸

上的神幻世界。该系列预计规模在10册

以上，先出版前4册，分册内容均选取原著

最经典的章回，在规划取经故事主线的同

时，将精彩的情节充分展现。

营销方向：一是音频故事推广，在喜马

拉雅平台进行推广。二是新媒体推广，通过

抖音、天猫大V进行直播和短视频推广。三

是门店营销，进入各书店进行

现场活动。

重点荐书：《大风》

适读人群：少儿读者

推荐语：该书由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莫言撰写的短篇

小说《大风》改编而成，由BIB

金苹果奖画家朱成梁绘画。

故事中的小男孩星儿跟随爷

爷在黎明前出发去几里外的河滩上割

草。经过一天的劳作，爷爷割了满满一大

车的草。但在傍晚回家的路上，祖孙俩却

遇上了一场猛烈的龙卷风。爷爷凭着坚

定的内心和毅力，用尽全身气力稳住推车，

抵抗强风，而目睹一切的小孙子则受到了

深深的触动，仿佛一夕间长大了。最终，

大风将这车草吹得一干二净，只剩下卡在

车轴的一棵小草，被星儿随手扔在了夕阳

的暮色中。

“西游记立体美绘本”将经典和新型阅读融为一体
信息提供：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直购通道：0791-86508082

山西人民出版社：马晓春团队精研20年推出少儿围棋教程
信息提供：山西人民出版社 崔人杰 直购通道：0351-4922214

重点荐书：《马晓春少儿

围棋初级教程》

适读人群：围棋爱好者

推荐语：该书是世界冠军

马晓春九段领衔的围棋教学

精英团队经过近20年的潜心

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成果，是一

套既吸取了国内外现有围棋

培训教材的优点，又结合了自

身的优点技术而精心打造的

少儿精品围棋培训教材。

营销方向：在围棋公众号和微信群

中开展定点营销，发布书讯；在围棋活

动、比赛及棋院讲座中，开展图书宣传

推广。

重点荐书：《单于归来》

适读人群：历史爱好者

推荐语：该书是作者多年

来考察南匈奴历史文化遗存，

田野考察与文献考证结合的

一部专题文集。以山西南匈

奴历史文化遗存为主体，集历

史价值和可读性于一体。“游

山西就是在读历史”，作者走

访发现诸多南匈奴文化遗存，

以田野考察与文献互证为基

础，为了解中国民族融合的复杂过程，提

供了重要个案。

营销方向：通过新媒体、线上线下活

动等方式进行图书宣传推广。

《了不起的故宫宝贝》让故宫文物讲述自己的故事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2月21日，由旅游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儿童绘本《了不起的故宫宝贝》新书发布会在京举

行。该书是故宫博物院结合故宫文物推出的系列绘本，基于儿童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为3~8岁儿童编写。全套

共12册，由12件故宫文物讲述自己的故事，带领小朋友进行12次温情的文化旅行。图书每册配套有声绘本剧，更

加生动地演绎绘本故事。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在致辞中表示，故宫博物院拥有丰富的馆藏文物，同时也肩负着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社会责任与教育使命。绘本是故宫博物院对博物馆学术成果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又一力作，不仅凝聚

着故宫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是各方跨界通力合作的成果。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顾晓园在致辞中提到，

《了不起的故宫宝贝》儿童绘本的出版，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与故宫博物院在儿童文旅领域的一次创新合作。

长期以来，二外秉承“中外人文交流”使命，始终做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坚定支持者、推动者和参与者。

隶属二外的旅游教育出版社也始终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传统文化影响力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该套绘本由故宫博物院和御鉴文化联合出品，旅游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是故宫博物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最新实践成果。该书通过趣味横生的故事、精彩生动的画面、时尚鲜明的色彩，讲述文

物历史故事、制作工艺、流转变迁，帮助培养儿童自我修养、社交能力、家国情怀，丰富儿童的情感体验和人生阅

历，为读者创造多种多样的亲子互动教育机会，锻炼和提高儿童综合素养，树立儿童正确的价值观。 （尹 天）

重点荐书：《一个人的奔

跑》

适读人群：15~45岁学生

及文学爱好者

推荐语：鲁迅文学奖诗歌

奖 得 主 荣 荣 最 新 诗 歌 精 选

集。这些诗歌取材丰富、感知

敏锐，无论是人间百态还是山

水植物，都只是取其像，而寄

寓在人。诗中所折射的，正是

诗人感知、深化后的人类世界，体现的是

对人的面目和精神的观察与思考。

营销方向：通过线上平台宣传、书评

邀约、电台电视谈分享、线下读书会等方

式宣传图书。

重点荐书：《古船与航行的秘密》

适读人群：15~60岁博物类爱好者

推荐语：该书是有关中国

古船文化的全彩普及绘本。

中国造船的历史十分悠久，曾

一度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明

清时期的木船种类繁多，极具

特色。该书以通俗易懂的语

言，介绍中国古船的发展演

变、明清时期的木船种类、木

帆船的船体结构和科学奥秘

等与古船有关的方方面面的

知识，并涉及船上的生活、船出海航行

需要的器具和需要掌握的技能等相关

知识。该书科普性强、插画精美，适合

青少年阅读。

营销方向：通过线上平台宣传、青少

年研学训练营、书评邀约、电台电视谈分

享、线下读书会等方式宣传图书。

宁波出版社：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推出新作《一个人的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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