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郑渊洁四大名传”系列（漫画版） 61000册
“没头脑和不高兴”系列 39000册
《装在口袋里的爸爸：元宇宙少年》 37000册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狼王梦》（升级版） 31000册
《上学谣》 22000册
“宫泽贤治儿童文学经典”系列 15000册
《城墙上的光》 13000册
《五千年良渚王国》 13000册
《小学生文学阅读：小学生散文读本（中国卷）》 11000册
《装在口袋里的爸爸：虫洞制造机》 10000册
《怪怪爸爸不怪怪儿子》 *10000册
《江豚男孩想回家》 *9000册

东南大学出版社

《心理健康教育读本》 11670册
《科技文献检索与利用》（第6版） 6900册
《管理学新编基于能力培养的视角》 6750册
《机械制造基础》 5830册
《传感器技术》（第4版） 5530册
《实用临床护理“三基”操作篇》 4980册
《建设法规》（第2版） 4630册
《建筑材料与构造》（第3版） 4100册
《土木工程CAD+天正建筑基础实例教程》（第4版） 3970册
《江苏五年一贯制专转本英语学习宝典》 3600册

西南大学出版社

《没有记不牢的知识名师最能提升学生记忆效果的秘诀》3264册
《从教会到教慧 小学生数学学习能力的培养艺术》 3181册
《名校行政管理细节力》 2700册
《回归教育的本色》 2684册
《校园，幸福教育的栖居》 2630册
《综合课的整合创新教学》 2293册
《把教学目标落实到位 名师优质课堂的效率管理》 2259册
《名校危机管理应对力》 2232册
《班集体建设与创新人才培养》 2120册
《名校激励管理促进力》 1998册

厦门大学出版社

《儿童中国文化导读之一 学庸论语》 3000册
《儿童中国文化导读之二 老子庄子》 3000册
《儿童中国文化导读之五 诗经》 3000册
《儿童中国文化导读之六 易经》 3000册
《儿童中国文化导读之十一 孝弟三百千》 3000册
《数字化会计新手岗位实训》 2800册
《数字化会计精英岗位实训》 2800册
《毕业论文写作与范例》 2500册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重庆2022年高考志愿填报》 4000册
《重新定义风控：从0到1建设小微信贷大数据智能风控体系》 901册
《为中国金融立论》 383册
《清廉金融》 321册

接力出版社

“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系列 188323册
“巴巴爸爸经典故事”系列 131273册
“樟树公寓”系列 86103册
“优等生必读文库”系列 84973册
“怪物大师”系列 81992册
“快逃！星期八”系列 *69484册
“奇妙发声书”系列 61298册
“儿童哲学智慧书”系列 60535册
“手斧男孩”系列 *58477册
“幸福小鸡”系列 41037册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彩虹兔：Sing Along欢唱童谣”系列（第1辑） 12000册
“彩虹兔：Sing Along欢唱童谣”系列（第2辑） 5000册
“彩虹兔：古力小超人”系列 *4000册
《彩虹兔：Music Fun小小演奏家》 2000册
“小说馆”系列（入门级） 2000册
“小说馆”系列（第1级） 1200册
“小说馆”系列（第2级） 500册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这就是生物”系列 *39560册
“男孩，你要学会保护自己”系列 36717册
“女孩，你要学会保护自己”系列（升级版） 29867册
“孩子读得懂的山海经”系列 7677册
“你好，小学英语”系列（初阶） 5155册
《历史》 4833册
“新科技驾到：孩子看得懂的前沿科学漫画”系列 4587册
“漫画史记”系列 4342册

2022 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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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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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出版社：《量子计算》通俗易懂阐明全新计算模式

信息提供：东南大学出版社 李红叶 直购通道：025-83792782

重点荐书：《量子计算：发展

与未来》

适读人群：相关前沿领域、

科学咨询机构以及企事业单位

的研究人员

推荐语：该书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阐明了晦涩难懂的量子原

理和量子计算如何实现，讲述了

量子计算如何开辟全新的计算

模式、颠覆传统密码学，并展望未来量子

计算的发展应用前景，见解独到，观点新

颖，视角兼具科学性与前瞻性，可谓一场

科普量子计算的“及时雨”。

重点荐书：《印度建筑史》

适读人群：建筑学、历史学相关研究人员

推荐语：印度是亚洲的文明古国，印

度的建筑富有特色。佛教建筑、印度教

建筑、伊斯兰建筑和殖民时期的建筑有

着丰富的遗存，有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

遗产，如泰姬玛哈陵。我国对印度的建

筑文化介绍不多，该书是国内第

一部系统介绍印度建筑历史的

专著，对印度建筑的形制、构造

和艺术形象进行了实地调研并

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填补了国

内研究的空白。

重点荐书：《赵军绘画作品集》

适读人群：美术爱好者

推荐语：该画集是作者近年

来所创作的油画作品，一部分内容以东

南大学校园景观、历史建筑为题材，集中

展现东南大学的历史与人文及美丽的景

色，同时作为东南大学120周年校庆纪念

内容；另一部分是作者表现中国不同民

族地区的风光、建筑与生活，对研究中国

的传统文化有着积极的作用，通过视觉

形象展现东南大学的历史与人文。

营销方向：结合东南大学120周年校

庆开展系列宣传，通过馆配重点推荐、公

众号推文、短视频介绍等方式推广图书。

重点荐书：《复杂世界

的简单原理》

适读人群：5~12岁少儿

推荐语：该书是一部

向小读者解释这个世界运

转逻辑的通识百科绘本，

甄选小读者生活中熟悉的

石油制品、高楼大厦、博物

馆文物、快递物流 4 类事

物，为孩子层层梳理，挖掘事物背后的知

识与意义。该书通过整理身边事物的诞

生与运转过程，向小读者解读建筑工程、

石油能源、博物与考古、快递物流四大领

域的相关知识脉络、工作原理以及对社会

生活的保障与贡献，并上升学习到地理、

历史、文学、工程、物理、信息等相关学科

的扩展知识点。

重点荐书：《看，你画出了未来》

适读人群：5~12岁少儿

推荐语：该书是为广大零基础的科幻

画爱好者创作的科幻画指导图书。书中

包含宇航飞行器、车辆、机器人、生物、建

筑、科幻环境六大科幻绘画要素，为科幻

画创作中常见造型配置了分解

图。从单独的科幻形象设计到

整体构图，一书在手，科幻画作

不发愁。该书对每一幅科幻画

的绘画过程、绘画技巧、上色技

巧等进行了详细讲解，文字风

趣幽默，还配有视频讲解，让读

者能够轻松地进行学习。

重点荐书：“地图里的世

界：地球是个游乐场”系列

适读人群：3~9岁少儿

推荐语：边玩边学，把世界从地图上

搬到孩子的记忆里。将博物馆、动物、海

洋、世界之最、节日、世界时区六大主题呈

现在地图上。阅读这套书，就像在旅行中

打开世界，关于地球的地理、自然、人文科

普知识通通掌握。每册都用孩子喜欢的游

乐形式做依托，更能增加孩子的阅读兴趣，

还有折页、迷宫、找找看等“彩蛋”，每处细

节都有小惊喜。

营销方向：通过新媒体营销、电商渠

道营销、全网新媒体内容输出营销等方式

推广图书。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复杂世界的简单原理》解释世界运转逻辑
信息提供：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张 萌 直购通道：68944515/68944451

重点荐书：“童年里的动

物故事”系列（注音版）

适读人群：5~8岁读者

推荐语：该书是作家以童

年经历为蓝本，为5~8岁儿童

创作的动物故事书。书中有

把羊粪蛋儿当巧克力豆的趣

事，有孩子和牧羊犬之间的难

忘回忆，有使鹿鄂温克人与驯

鹿的感人友情，还有麻雀爸爸、

麻雀妈妈养育小麻雀的温暖生

活图景。字里行间充满着作者对一草一木、

对每一种动物的深情厚意。作品童趣盎然，

触动心灵，用真实的细节鲜活地呈现了带

着露珠的草原生活，引领儿童在感受大自

然美好的同时，感悟生命，热爱自然。

重点荐书：“小科学之友经典图画书·
动手玩起来”系列

适读人群：2~4岁读者

推荐语：该书以动手探索的方式启发

幼儿的思维，实现美的教育。书中囊括对

称画、描边画、拓印、做个圆，利用生活素

材简单操作，让孩子体验自由创造的艺术

活动；还将游戏与生活结合，呈现日常事

物的灵活多样，如会把物品变

形的魔法杯子、水龙头下千变

万化的水流、洗澡时用吸管吹

出泡泡公寓大楼，以及把影子

变成巨人的夜晚手电。在幼

儿思维的萌芽期，动动小手动

动脑，阅读之外引导孩子激发

大脑潜能，在无拘无束的玩耍

中探索身边事物，获得丰富的

感受，提升创造力，越玩越聪明。

重点荐书：“苏斯博士经典双语大声

读”系列

适读人群：3~6岁读者

推荐语：该书为“苏斯博士经典双

语”系列的子系列之一，文本韵律节奏感

强、想象力丰富，且用词简单、句式基础

重复，均是适合3~6岁孩子进行英语启蒙

的经典作品。书中善用高频词、拟声词、

生造词等趣味启蒙要素，巧用不断重复的

句式，让孩子开口无压力，可以有效提高孩

子的英语口语和听力能力，培养孩子的阅

读兴趣。

营销方向：利用短视频平台直播带

货、社群团购、线上打卡活动等推广图书。

“童年里的动物故事”鲜活呈现草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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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林

《我们的经济世界》以绘本形式对孩子进行经济学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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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荐书：《我们的经济世界》

适读人群：7~10岁读者

推荐语：国际大奖作者给孩

子的经济学启蒙绘本，从小培养

经济思维，长大引领经济世界。

营销方向：邀请大V首推，后

期在抖音、小红书等新媒体平

台，联合达人直播带货、种草等，

并通过短视频推荐相关书籍。

重点荐书：《奇域笔记9青铜象秘符》

适读人群：7~14岁读者

推荐语：该书通过围棋、乐舞俑、古

画、青花瓷、多宝格这些传统文化符号，既

写大历史，又写小人物；既写过去，又写当

下，生动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

灿烂文化，出色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跨越

千年的心灵沟通。

营销方向：在抖

音、小红书等新媒体平

台，联合达人直播带货、

种草等，并通过短视频

推荐相关书籍。

重点荐书：《野马

笔记》

适读人群：7~14岁读者

推荐语：该书是一部写给青少年的笔

记体生态文学作品，是由专门从事野马保

护工作的一线科学家根据亲身经历撰写

的关于野马保护的科普文学类作品。

营销方向：在抖音、小红书等新媒体

平台，联合达人直播带货、种草等，并通

过短视频推荐相关书籍。

《国潮》解析如何在中国制造一场流行潮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的《国潮：21世纪中国“文艺复兴”》，围绕“教

你如何在中国制造一场流行潮”这一命题，创新性地提出具有实用工具意义的“国潮三要素”，提炼

出一套全新的“制造国潮方法论”：当你试图制造一场中国潮流时，中国符号（Chinese）、更新观点

（Idea）与面对市场（Market）就是引爆流行的充要条件。书中铺陈大量史料和文献论据，对大量案例

进行剖析，并且深入浅出地对“国潮三要素”（中国符号、更新观点、面对市场）进行了充分阐释。

《国潮》一书文笔简洁流畅，在遣词造句方面特点明显，亲和力强，读者通过字里行间能够获得

愉快的阅读体验；故事引人入胜，引入大量真实的案例和故事，可读性强，对读者具有极大的吸引

力和感染力；综合运用演绎和归纳两种方法，逻辑性强，能够留给读者较大的思考空间；将理论阐

述和实践案例紧密结合，带给读者截然不同的阅读感受。该书作者为影视行业从业人员，积累了

丰富的行业从业经验，对于国潮具有深刻的理解和感悟，因此在内容上始于影视，又高于影视，拓

展至社会多个领域，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思考。作者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坚持内容原创，保持

思维独立，从影视、历史、人物、心理学、哲学等诸多视角出发，阐发自己对于国潮的思考和感悟，积

极推动传统文化复兴。 （尹 天）

《国潮：21世纪中国“文艺复兴”》张内咸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22年1月版/88.00元

西南大学出版社：《苏轼书法全集》全景呈现苏家一门书法作品
信息提供：西南大学出版社 刘 彦 直购通道：13983934862

重点荐书：《苏轼书法全集》

适读人群：大众读者

推荐语：该书编研历时5年，搜录海

内外20多家文博机构所藏苏家一门书

法作品近540件（去重前900余件），其中

苏轼书法500余件，苏洵、苏辙等书法作

品近40件。全集分墨迹卷、法帖卷、碑刻

卷、释文卷四部分共45册，由近万张高清

图版构成，几乎囊括了当前传世最重要

的苏轼书法墨迹和历代刊刻拓本，其中

不乏未曾公开出版过的苏轼书法作品。

营销方向：在线下书店开展书法类讲

座；借助编研团队在书法界的影响力做专

业性推广；与各大图书馆和馆配商合作。

重点荐书：《黄宝生语言学文集》

适读人群：大众读者

推荐语：该书收入了黄宝生有关古

代汉语研究的重要文章 20 余篇，既有

一般性的语法研究，也有对具体文章

的分析。这些文章虽成文较早，但其

推论严谨，材料翔实，见解独到，对于

古代汉语学习与研究，仍然具有很好的

参考作用。

营销方向：线下渠道保证上架率及

配套的宣传活动；线上加强与当当、京东

等平台的合作，开展直播活动，提高产品

曝光度。

重点荐书：《“奇妙的音乐之旅”钢琴

曲集2A》

适读人群：大众读者

推荐语：该书为美国音乐教育家伊

丽娜·戈林编写的钢琴练习曲集，分为上

下两部分，共63首练习曲。上部按曲目

风格区分，包含了巴洛克、古典主义、浪

漫派和近现代的代表作品；下部则按题

材区分，包含有小奏鸣曲、变奏曲、练习

曲和四手联弹。

营销方向：把专业编辑按区域划分到

各业务片区，共同宣传和推广教材；和相

关幼儿音乐教育机构等开展线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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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W-PLAY词汇妙趣国》在职业体验中学单词
信息提供：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包文怡 直购通道：13810176710

重点荐书：《W-PLAY

词汇妙趣国》

适读人群：3~8岁读者

推荐语：该书的特色是

打破了以认图卡、看词典为

主的传统词汇累积方式，设

计了“语言输入-练习巩

固-游戏输出”的学习路

径。在12本职业扮演故事书中，孩子可以

边听故事边认知警察、厨师、医生等职业，

掌握250个核心词、60个常用句式。在与

故事书相对应的12本练习册中，孩子可以

通过折叠、连线、迷宫、找一找等各种练习

形式，反复巩固250个核心词汇。

重点荐书：《Busy Fingers小手乐翻天》

适读人群：1~5岁读者

推荐语：每册绘本对应1个亲子指令

游戏，可以陪娃玩手脚作画、贴纸游戏、

手指扮演、图形拼搭。整套

书涵盖了11种基础认知，孩

子可以在互动游戏中认知动

物、职业、果蔬等日常事物，

还可以认知交通规则、生活

自理、朋友互助等生活社交

常识。每册绘本设计了歌曲

演唱、录音、播放等6种点读

模式，让孩子花式磨耳朵；搭配毛毛虫点

读笔，还可以在不同情景中拓展280多个

词汇。该书配赠了46个互动教学视频，

包含主题曲动画、绘本故事动画、歌曲动

画、亲子互动秀等4种教学视频。

营销方向：通过实体店、平台电商

（淘宝、当当网、京东图书等）、图文社群

（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微博、大V店等）、

短视频+直播（抖音、快手、小红书、微信

视频号、B站等）等方式推广图书。

重点荐书：《为什么是硅谷：

中国的硅谷在哪里》

适读人群：关注中国城市发展、

科技创新以及中国硅谷的读者

推荐语：该书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从美国硅谷的人才体

系、创新科技、投资与金融等方面

深挖硅谷能够引领全球科技创新

的深层原因；第二部分“寻找”中国

硅谷，分析中国硅谷在哪里，中国硅谷怎么

建。该书重点在于以全新面貌系统梳理硅

谷发展脉络和创新路径的同时，以硅谷作

为代名词并结合中国实际发展，分析中国

硅谷在哪里以及如何构建一个中国硅谷。

重点荐书：《成都传：雪山下

的公园城市》（上、下册）

适读人群：对历史文化、成都

元素感兴趣的读者

推荐语：该书力图发掘国家

重要战略的文化底蕴与历史智

慧，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手

法，堪称成都城市历史的纸上纪

录片。该书用史诗般的语言展现

成都这座城市的骨血与根脉，发现历史缝

隙间的微妙联系，将公园城市的前世今生

上升至家国天下的文化集成符号之中。

营销方向：通过新媒体推文、实体店铺

货、发布会、分享会等方式推广图书。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为什么是硅谷》分析如何构建中国硅谷
信息提供：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邓克虎 直购通道：余 尧 028-87352368

厦门大学出版社：《造像印艺述》打造国内首部佛造像印技法专著
信息提供：厦门大学出版社 张佐群 直购通道：陈丽娟 0592-2184458

重点荐书：《造像印艺述》

适读人群：大众读者

推荐语：该书从2016年动笔，

历时5年方成，是国内首部佛造像印

技法专著。全书配图丰富，资料翔

实，分为佛造像、造像印、刻造像印

三大部分，较全面地阐述了造像印

的艺术特点、历史渊源、古今名作、

学刻要领以及作者的创作成果。

重点荐书：《吴瑞甫全集》

适读人群：中医学者、中医爱好者

推荐语：近代中国国医巨擘厦门吴瑞

甫医著集成。整理近代中医学家吴瑞甫

（1872~1952）关于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疾病

史研究、疫病防治研究、中医教育研究、厦

门国医学校自编教材、医论集刊

等平生著述，凸显其在中西医汇

通、中医教育、疫病防治等方面的

贡献，展现其医学思想在近代中

医史和福建中医学发展中的地位

和影响。

重点荐书：《二十四节气》

适读人群：大众读者

推荐语：该书从天文科学、易

理哲学、岁时文化、农耕历法、诗

词歌赋等多角度介绍了二十四节气的起

源、发展和变化，以及生活在这种节气文化

里的中国人的生活特点和人生哲学。

营销方向：通过网店、线下书店等渠道

开展相关营销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