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万历十五年》 33688册
《傅雷家书》 26208册
《我们仨》 12723册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10562册
《美的历程》 9450册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5030册
《傅雷家书》（三联初版纪念本） 4822册
《天朝的崩溃》（修订本） 4378册
《百年道路》 *4315册
《读懂毛泽东的关键词》 *4130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红楼梦》（上、下） 100000册
《俗世奇人（足本）》 80000册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50000册
《晚熟的人》 50000册
《呼兰河传》 45000册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42000册
《骆驼祥子》 40000册
《海底两万里》 26000册
《乌江引》 22000册
《斑马》 13000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品园》 6034册
《蹦极》 2241册
《有生》 2032册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没头脑和不高兴”系列 143000册
“动物小书大王沈石溪 品藏书系”（升级版） 121000册
“笨狼的故事”系列（注音版） 41000册
“跟着名家学语文”系列 33000册
“郑渊洁四大名传”系列 32000册
“作文敲敲门”系列 23000册
“名家文学读本”系列 23000册
《小学生散文读本》（中国卷） 18000册
《撬动世界的支点》 8400册
《青蛙绿马》 7000册

《百年风华正茂》 *5000册
《先让自己满意 勇敢成长，认真做自己》 *3310册
《人生能有几回搏新中国第一位世界冠军容国团的故事》 *2031册
《天边物语》 *1847册
《从应许之地到湄公河畔》 *1706册
《北京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发展报告》*989册
《批判与超越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的探讨及现实意义》*787册
《中小学党建工作创新的实践与探索》 *687册
《亚里士多德》 *674册

研究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摇摇晃晃的人间 余秀华诗选》 5008册
《阎真作品 沧浪之水》（插图典藏版） 4950册
《弹儿歌 学钢琴》 4745册
《且在人间》 3613册
《宋词素描》 3333册
《吉他弹唱入门与提升》 2866册
《高考音乐强化训练 声乐卷》（第17版） 2777册
《城堡之外》 *2632册
《更易上手！简谱流行钢琴超精选》（新版） 2621册
《叩响命运的门 人生必读的102篇人文素养经典》 1338册

花山文艺出版社

“诗人散文”系列 15185册
《与荷听雨》 2365册
《水浒例话》 2235册
《梦庄记事》（插图本） 2156册
《扶贫礼赞 河北省脱贫攻坚纪实》 2130册
《古城人物》（插图本） 2126册
《开花的地方》 2100册
《当梨子挂满山崖》 1680册

法律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90000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64000册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 260000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210000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附草案说明）》 120000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附修正草案说明）》（最新修正版）110000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附草案说明）》 110000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 75000册
《最新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汇编》 *45000册
《最新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汇编》 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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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本版编辑：王少波
E-mail：445413089@qq.com

排版：艾林

重点荐书：《风暴侦探犬

小五5绯红山林的谜云》

适读人群：7~16岁读者

推荐语：该书为系列中第

5 册，初露锋芒的鸡犬组合收

到了一份来自日本京都的委

托。委托人在信中写到，他发

现了一株奇怪的花，这株花似

乎牵扯着一个百年谜云。委托人诚

邀鸡犬组合前来京都调查此事，并

随信支付了大额定金。然而，当鸡

犬组合干劲满满地来到京都后，却发现

他们的委托人已经意外身亡。

营销方向：通过小红书等社交平台

笔记分享、新媒体平台直播带货、社群团

购等推广图书。

重点荐书：《数学实验王》

适读人群：7~14岁读者

推荐语：超简单、超经济、超好玩，属

于孩子的数学实验室；前央视著名主持

人张泉灵、资深家庭教育专家陈钱林、中

国教育创新研究院园长刘坚联袂推荐。

营销方向：通过专家推荐、社群首

发、小红书种草等推广图书。

重点荐书：“奇异事务所”

系列

适读人群：7~13岁读者

推荐语：这是一套奇幻推

理系列少儿小说，讲述隐藏在

喧闹都市角落的奇异事务所

如何专门解决各类“不可思

议”谜案的故事。每册图书单独成

篇，整个系列又层层推进，隐藏着

几位主人公身世之谜的来龙去

脉。作品想象力绚烂丰富，故事节奏感

极强，情节跌宕起伏，其中谜题部分与

故事情节的推进环环相扣，语言生动活

泼，人物形象鲜明。在版式设计上，文

末配有结合故事情节的写作秘笈，帮助

孩子们更具象地理解谋篇布局的思路

和技巧。谜题部分的答案以小主人公结

案笔记的形式呈现，为整本图书丰富多

变的形式增色不少。

营销方向：通过小红书等社交平台

笔记分享、达人新媒体平台直播带货等

推广图书。

“风暴侦探犬小五”新作走进日本京都调查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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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出版社：《人生能有几回搏》回顾容国团传奇故事
信息提供：研究出版社总编室 张 璐 直购通道：闫丽丽 010-64217652

重点荐书：《人生能有几回

搏：新中国第一位世界冠军容国

团的故事》

适读人群：体育相关人员、

奥运会相关人员、一般读者

推荐语：该书独家呈现了

纪录片《人生能有几回搏》的中

英文解说词文本，首次发布容国

团穿越一甲子的珍贵录音，汇集

容国团自传手稿等大量珍贵史

料，通过近20位亲友深情追忆文章还原

真实立体的容国团。

营销方向：通过新书发布会、媒体报

道、全国书城码堆、珠海地区重点宣发、

体育院校内的巡讲、网店重点宣传、达人

推荐等方式推广图书。

重点荐书：《漫画民法典第一课》

适读人群：小学老师及学生、普法工

作者等

推荐语：该书是在临近《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颁布1周年之际，江苏省高

级人民检察院等为孩子们打造的普法漫

画系列图书“小学生课程化普

法”系列之一，用有趣的漫画故

事为孩子们解读民法典中的法

条，帮助孩子们扣好第一颗法

治的扣子。

营销方向：通过全国小学

进课堂项目，邀请孙俪作为代

言人，《人民日报》、最高人民检

察院、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宣

发等方式推广图书。

重点荐书：《天边物语》

适读人群：学生、散文爱好者、大众

读者

推荐语：该书是典型的“大家小书”，

以图片为主，以诗文为辅，令读者拥有轻

松愉悦的阅读体验。该书文章的取材和

编辑方针为“稀、奇、美、趣”四字，精美的

双封面设计和锁线胶装的装帧方式，更

凸显出该书的审美价值和博物价值。

营销方向：通过全渠道铺货、网店重

点铺货、作者去企业、书城读者见面会等

推广图书。

重点荐书：《时代楷模

（2019-2021）》

适读人群：中小学生及大

众读者

推荐语：该书生动讲述了

2019年至2021年“时代楷模”的

感人事迹，这些“时代楷模”中有

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作出重大

贡献甚至付出生命的科学家；有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默默做出不平凡善行

义举的平民英雄；有保家卫国、舍生忘死

的老一辈战斗英雄，等等。

营销方向：举办“时代楷模”进校园

活动，与学生面对面；开展评选“时代楷

模”宣讲员等活动。

重点荐书：“诗人散文”丛书

（第三季）

适读人群：文学爱好者

推荐语：“诗人散文”是区

别于其他散文作者所著散文的

一个专有概念，因诗人独特的观

照方式和特有的表达方式而成

为一个独特的存在。“诗人散文”

第三季包括叶舟的《大地醍醐》、耿占春

的《忧郁的年代》、汤养宗的《书生的王

位》等七部作品。

营销方向：举办多人或单人的读者

见面会、交流、签售等活动。

花山文艺出版社：《时代楷模》讲述过去3年时代楷模感人故事
信息提供：花山文艺出版社 王玉晓 直购通道：侯亚辉 0311-88643248

法律出版社：《西窗法雨》幽默漫谈西方法律文化
信息提供：法律出版社 李 萌 直购通道：朱建军 010-83938305

重点荐书：《西窗法雨》（精

装修订版）

适读人群：大众读者

推荐语：该书以亲切家常、

平和幽默的手法漫谈西方法律

文化，对似乎是信手拈来的法律

现象进行点拨评说，说的是西方

法律文化现象，却时时启蒙中国

人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不着

痕迹地调动读者的思维，去思考中国的

问题。

营销方向：制作精美视频、宣传图文

在线上平台展示推广，通过微信公众号、

微博号推广宣传图书。

重点荐书：《企业合规基本理论》（第

三版）

适读人群：律师、企业法务、企业

高管

推荐语：该书试图从多维视角讨论

企业合规问题，解释企业合规的

性质和理论根基，分析作为新的

公司治理方式的合规体系，揭示

企业合规架构的三大激励机制。

营销方向：通过微信公众号、

微博号推广宣传图书。

重点荐书：《民事诉讼法修改

条文对照与适用要点》

适读人群：法官、律师、企业

法务、民事诉讼法研究人员

推荐语：该书结合相关民事诉讼法

条文修正起草过程中的主要考虑和争议

焦点，逐条提炼修改要点，提供条文释

义，正确理解修改条文的内涵和精神。

针对司法确认申请案件范围和管辖规则

等方面，逐一明确适用要点，强化对司法

实践的规则指引。

营销方向：通过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作者团队微信公号联合推广图书。

《向死而生》讲述革命英雄不朽的壮丽史诗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人民出版社和广西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长篇报告文学《向死而

生》。该书是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图书特别奖获奖书、“中国好书”入选书作者曾平标新作，详细叙述

了一场中国革命历史中罕见的惨烈战役，还原了那些尘封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细节。

该书作者曾平标是土生土长的广西百色人，生于革命老区，成长于红色沃土，他对革命烈士的情

感饱满而浓烈。为撰写《向死而生》，作者倾注了大量心力，他以双足丈量桂北大地，采访了百余名红

军后人、烈士遗骸收殓工作人员、遗址遗存保护设施建设、党史专家学者及当地村民。他将田野调查

收集到的故事转化为浓烈的情感积蓄在心中。这种饱满的情绪最终在笔与纸面碰触的刹那喷薄而

发，短短6个月，这部将近37万字的报告文学作品一气呵成。

《向死而生》是一部带有史传特色的报告文学，涉及的题材重大。全书采用了历史时空与现实时

空交替切换、宏大场面与具体细节相结合的写作手法，在深情回顾事关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湘江战

役的历史进程、叙说红军将士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的基础上，真诚再现了八桂儿女对湘江战役红军

烈士的敬仰之情，并将革命文物保护工作与当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发展相结合，以传承

作为纪念，以发展告慰英灵，书写广大人民以饱满的热情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壮美篇章。 （尹 天）

《向死而生》曾平标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2月版/58.00元

2022年3月29日 星期二 第2806、2807期合刊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做壶》生动还原古法制壶过程
信息提供：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运营中心 王 青 直购通道：025-83280221

重点荐书：《做壶》

适读人群：传统文化爱好者

推荐语：该书是由著名作

家、江南文化学者、紫砂文化研

究者徐风历时数年记录、考察与

创作的匠心文本，由顾景舟衣钵

弟子葛陶中生动还原古法制壶

过程，是著名作家与制壶大师的

四手联弹。

营销方向：将与风格相适应

的媒体、大V合作推广，进驻相关

传统文化空间，通过线下活动向

受众展示，做到线上线下相结合，

全方位立体营销。

重点荐书：《隐秘史》

适读人群：文学爱好者

推荐语：该书是长篇小说金榜首席作

家罗伟章的当代心理小说全新探索力作，

也是首届凤凰文学奖评委会大奖作品。小

说围绕一起扑朔迷离的山洞藏尸

案展开，跟随主人公桂平昌不断纵

深的痛苦思索和挖掘，寻找他内心

恐惧和忧伤的源头，是一个窥测丰

满人性的奇幻故事。

重点荐书：《春日站牌》

适读人群：文艺的青年群体

及作者忠实粉丝

推荐语：该书是畅销作品《桥

声》作者吴忠全暌违3年全新散文

集，记录了吴忠全10年来成长与

生活的历程与痕迹。该书通过思

省自身、观照他方两个主题，将伴

随作者十年的生活、旅行、工作、情感诚恳

且直接地袒露出来。

营销方向：以新媒体宣传为主，结合作

者自身影响力，在微信公众号、豆瓣、小红

书、哔哩哔哩等文青受众集中平台进行融

媒体营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新知文库》第三辑更注重各类知识融合
信息提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张继秋 直购通道：王启立 15210606939

重点荐书：“新知文

库”（101~150）（套装）

适读人群：渴望开拓

视野的各年龄段读者

推荐语：三联书店重

要品牌图书“新知文库”已

出版至150册，这150册新

知文库更注重新知识、冷

知识与跨学科的融合，更注重趣味性、可读

性与视野的前瞻性，其选题范围也重新拓

展到社会科学领域。

营销方向：一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交

互宣传。二是2022年“三联·新知大会”将

重点推出该书，邀请著名的学者和专家，深

入浅出地呈现相关领域的新知识、新观念

和新方法。

重点荐书：《讲给孩子的“五大名著”》

适读人群：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一

二年级及高考之后希望增强人文素养的青

少年读者

推荐语：该书围绕青少年阅读四大名

著和《儒林外史》的“整本阅读”，讲述作

者、源流、版本、主题、人物、艺术，接下来

是“速读”即作者用简练的语言把小说的主

要人物及故事做一番概述，最后是“选粹”

即作者从原著中选录最精彩的

片段让小读者与原著亲密

接触。

营销方向：一是新媒

体与传统媒体交互宣传。

二是在一定范围内举办小

学生阅读比赛。三是与三联中

读APP合作，请作者开设专题

音频课程，讲透“五大名著”，通过音频提升

图书曝光度。

重点荐书：《早期中国》

适读人群：渴望开拓视野、进一步了解

早期中国、加深理解“中国”这一重要概念

理解的各年龄段读者

推荐语：该书以“早期中国”的视角，尝

试描述和解释从文明起源至公元220年东

汉灭亡的历史，并将此段历史放在一个比

较的脉络中，思考国家形成、书写的起源、

官僚组织、法律和政体、诸子百家、战争性

质的演变、帝国的缔造等中国社会史和文

化史上的重要问题。

营销方向：一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交

互宣传。二是整理三联版关于早期中国的

考古、文化相关的图书，形成主题书单，根

据书单邀约相关作者开展专场直播。

湖南文艺出版社：《袁隆平画传》全面再现“当代神农”一生
信息提供：湖南文艺出版社营销推广部 冯 博 直购通道：0731-85983018

重点荐书：《袁隆平画传》

适读人群：大众读者

推荐语：真正的耕耘者，让所

有人远离饥饿；300 余幅珍贵图

像资料，流动的袁隆平时光博物

馆。该书是国内首部袁隆平院士

的画传，全面再现“当代神农”奋

斗与奉献的一生。

营销方向：在隆平水稻博物

馆开展新书发布会，并在袁隆平

周年祭期间开展线上转发赠书活动等。

重点荐书：《新山乡巨变》

适读人群：大众读者

推荐语：因循周立波《山乡巨变》的文

学蓝本和深刻内涵，大力弘杨周立波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的“人民作家”精

神，描绘好“山乡巨变第一村”清

溪村的时代画卷。

营销方向：联系媒体专访作

者，在益阳清溪村开展新书发布

会、作品研讨会等。

重点荐书：《北障》

适读人群：文学爱好者

推荐语：用“最后一个猎人”

的故事，传递“适可而止”的猎手

哲学；人与自然“万物并作”的中和状态，

才是现代生态理念思考的要义。

营销方向：推荐入选各类文学好书榜

单、邀请媒体专访，并在湖南文艺出版社

“原创之春”新书发布会上进行重点推介。

重点荐书：《古典的春水：潘向

黎古诗词十二讲》

适读人群：大众读者

推荐语：该书是著名作家潘向

黎最新创作的一部古诗词随笔集，

从多情、怀古、愁绪、女性美、时间、

艳美六个小小的切口入笔，写得恣

意情深、气象万千；既有怀古追今、

女性之美，亦有闲愁离绪、命运喟

叹，更是把时光深处的古人写“活”了，每个

人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营销方向：举办新书发布会、新书签售

会，同时通过媒体访谈、短视频直播带货，

在新世相、十点读书、抖音等平台邀请嘉宾

对谈等多种形式宣发。后续将在线下开展

讲座或签售活动。

重点荐书：《讷河往事》（精装）

适读人群：大众读者

推荐语：作者以“前警察”和公益基

金会创办人的身份，用自己做

过警察的体贴之心，采访了数

量众多的普通警察，警种涉及

刑警、交警、缉毒警；警察的得

力助手警犬也难得地进入了书

写视野。

营销方向：通过微信公众号、

微博、抖音等多平台宣发，后续将

在线下开展讲座或签售活动。

重点荐书：《乌江引》

适读人群：大众读者

推荐语：该书主体故事发生在红军主

力1935年1月初突破乌江、3月底南渡乌江

之间，其间有遵义会议、娄山关大捷和四渡

赤水等大事件，这也是长征途中最关键、最

有戏剧性的辉煌乐章。

营销方向：该书入选中国好书榜2月榜

单，3月举办新书发布会，各大媒体纷纷报

道，并在新华书店卖场重点位置陈列。

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的春水》用小切口将古人写“活”
信息提供：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 薇 直购通道：赵子腾 010-652395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