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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下半月科技生活类图书销售排行榜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书名
海蒂怀孕大百科（全新第5版）
云彩收集者手册
美国儿科学会育儿百科（第7版）
时间简史（插图版）
神秘的答案之书
崔玉涛育儿百科
从一到无穷大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
内科护理学（第6版）
Python编程 从入门到实践（第2版）

版别
南海出版公司
译林出版社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9年4月
2018年3月
2020年10月
2014年6月
2019年5月
2019年1月
2019年9月
2022年4月
2017年6月
2020年10月

定价（元）
68.00
45.00
108.00
45.00
38.00
178.00
58.00
78.00
99.00
109.80

2022年7月下半月少儿读物销售排行榜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书名
小王子
雪漠说老子：让孩子爱上《道德经》
给孩子讲讲三星堆（全4册）
窗边的小豆豆
少年读史记（套装5册）
夏洛的网
彩云街精灵童话系列 精灵书店（注音版）
时代广场的蟋蟀
孩子读得懂的山海经（全3册）
亲爱的汉修先生

版别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青岛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
青岛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晨光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新蕾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3年1月
2022年7月
2022年5月
2018年5月
2015年9月
2014年8月
2022年4月
2017年7月
2020年11月
2014年10月

定价（元）
39.80
69.80
148.00
39.50
100.00
37.00
30.00
25.00
219.00
25.00

2022年7月下半月文学艺术类图书销售排行榜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书名
活着
红岩
红楼梦（上下）
三体（全3册）
杀死一只知更鸟（精装）
百年孤独（50周年纪念版）
平凡的世界（全3册）
红星照耀中国
云边有个小卖部
生死疲劳

版别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年7月
2018年1月
2012年2月
2010年11月
2017年2月
2017年8月
2021年6月
2016年6月
2018年7月
2022年1月

定价（元）
45.00
36.00
59.70
93.00
48.00
55.00
138.00
43.00
42.00
69.90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书名
苏东坡传（精装纪念典藏版）
新概念英语1 英语初阶（新版）
新概念英语2 实践与进步（新版）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5版）
每周一个成语故事（五年级）
新视野大学英语 读写教程3（第3版）
南京大屠杀
新视野大学英语 读写教程1（第3版）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9版）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版别
湖南文艺出版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语文出版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
2018年1月
2019年11月
2019年11月
2016年6月
2018年7月
2020年6月
2015年8月
2020年6月
2018年3月
2016年9月

定价（元）
52.00
39.90
48.90
39.90
25.00
69.90
49.00
69.90
169.00
109.00

2022年7月下半月文化教育类图书销售排行榜

为了及时反映市场行情，为出版社、书店营销、选品提供参考，为读者阅读、购

书提供指南，本报每半月刊出一次图书销售排行榜，以服务业界与读者。半月图

书销售排行基于国家出版发行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销售数据和商报·奥示“中国

出版业市场监测系统”线下 ERP 数据、线上监测数据，由全品类总榜和社会科学、

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少儿读物、科技生活 5 个分类榜组成，均按销量降序排列。

（报载各榜 TOP10；各榜 TOP20 见商报官微、官网）

（上接第1版）

《少年中国说：强国有我》昭示青春力量
近几年，青少年教育有关的图书选题备受关注。围绕如何还原优秀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故事，

作者一直在思考和探索。机缘巧合下，想出少年图书的余玮、吴志菲出现在我面前。他们长时间专注找寻、研

究近代历史上不同时期少年群体中的符号式人物，在少年题材的写作中耕耘了近30年。打好青少年成长的精

神底色，为青少年理想飞翔筑魂，作家与编辑找到了共鸣，便有了这本《少年中国说：强国有我》（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发行）。书中一个个励志故事，记录和呈现着少年代表人物的心理世界与精神成长。不同时代少年的样子，

也是少年中国的真实样子。王新兰、王二小、刘胡兰、雷锋、龙梅玉荣、苏明娟、江珊、全红婵……不同年代的少年

群体呈现不同的人生和时代风景。作者充分发挥新闻记者的素材发现力、作家的文字驾驭力、史学观察者的冷

静与视野，把握一代代少年的整体特征，聚焦有亮点、有特点的符号式少年，将其置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深掘其

成长境遇、人生早期的特别拐点，多维度展现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温度的少年形象。

《少年中国说：强国有我》中，不同年代的少年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特点：爱国、有理想、乐观、沉着、勇敢、无

私、感恩……一行行文字、一张张照片勾勒出时代变迁的轨迹，像一幅气势宏大宽广的少年中国的“清明上河

图”，让读者在广阔的时空坐标中再次思考、审视、反思新一代少年成长教育的重大问题。

新时代的中国少年一如拔节孕穗期的小苗。如何为少年培根铸魂、为少年中国筑牢基础、为民族未来筑

梦，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一本好书，就像一粒优良的种子，能根植于孩子的成长与梦想中，生根、发芽、茁壮。

《少年中国说：强国有我》就是一粒好种子，给当下少年成长以丰富的教益，为新时代的家庭、学校、社会教育提

供特别的窗。 （谢 香）

“双减”政策落地周年

广东省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承

担着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再升级的

历史重任，作为广东省国有龙头文化教育出

版企业，广东教育出版社承担着助力建设广

东文化强省、教育强省的重要使命。

据广东教育出版社社长朱文清介绍，建

社以来，该社一直致力于服务基础教育，立

足教材教辅主业，紧紧围绕“培根铸魂、启智

增慧”的使命担当，为广大中小学生提供坚

实可靠的高质量多元化知识载体。进入新

时代，广东教育出版社在广东省出版集团和

南方传媒擘画的教育出版资源集约化经营

改革中，形成了崭新的资源聚合平台，为创

新教育出版提供了有力抓手。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为了助力各地教育部门解决家

长急难愁盼的问题，广东教育出版社积极调

配各种资源，利用大数据和现代信息技术手

段搭建校内课后服务管理平台。在“双减”

政策出台前一年，率先助力原中央苏区县

——梅州五华县在粤东地区开展“互联网+”

普惠型校内课后服务工作试点，并同步启动

课后服务素质课程的研发工作。

成 效
累计服务超20万人次，累积收入超8000万

据朱文清介绍，自校内课后服务项目启

动以来，广东教育出版社累计服务学生超过

20 万人次，累计收入超 8000 万元，其中，

2021 年度收入超过 3000 万元。2022 年，广

东教育出版社校内课后服务县区学生数量

持续增加，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一批批课后

服务课程资源被开发并应用。

广东教育出版社根据广大师生需求，精

心搭建校内课后服务的课程体系，逐步升级

了课程内容和课后服务品牌标识建设，充分

凸显了内容研发出版单位专业优势，为课后

服务开展输入“源头活水”，保障了课后服务

高质量发展。

朱文清表示，课后服务也是出版社从传

统的纸质形态向数字出版、教育内容立体化

开发的转型依托之一，是探索从教育出版向

教育服务转型的重要路径，是广东教育出版

社教育创新业务开展的较大增长点。当然，

从出版社的经济总量来看，目前课后服务更

多的是实现教育出版大社服务基础教育的

担当和使命。

模 式
专门团队，公司化运营，菜单式课程

广东教育出版社为课后服务设立专门

团队，以公司化运营。朱文清介绍道，所有

参与课后服务课程开发的人员各司其职，负

责教材、教案的是具备多年工作经验的资深

编辑，具有副高甚至正高职称的专业人员；

负责运营管理的是从事教育行业多年、具备

多年统筹运营经验的管理专业人员。

为更好地聚焦符合“双减”政策的教育

课程、教学、作业、评价方面的市场产品，形

成具有粤教特色的“课后服务课程系列菜

单”，广东教育出版社成立了以社长为组长

的“广东教育出版社编研工作领导小组”，并

在“领导小组”下专门设立了“430课后服务

课程开发攻关小组”“中小学校内课后服务

教研中心”。基于国家课程教材、地方课程

教材、校本教材等学科优势，围绕阅读类、艺

术类、文体类、科技类、劳动类、社团活动类

六大类，着力打造包括基础托管与素质拓展

在内的“课后服务课程菜单”，并公布《广东

教育出版社学校课后服务资源开发与运营

方案》作为全社课后服务课程开发总体指

引。每门课后服务课程资源含宣传资料、教

材（学生活动手册）、教具、材料包、授课教

案、教学PPT、微课等，配套教师培训、线上

答疑等服务。基本形成了涵盖优秀课程设

计、教研成果和课例的课程体系，建构出具

有粤教特色的规模化“粤教课程超市”，教育

部门、中小学校等可以通过“点菜”形式，按

需搭配、自主选择所需课程及服务。

除了课后服务，暑假托管是“双减”政策

实施大背景下各地教育部门都需要去落实的

工作。今年暑期，广东教育出版社在梅州市

五华县、茂名化州市、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

县、佛山市禅城区等地，协助当地教育局开展

课后服务及暑假托管。暑假托管为学生设置

了基础托管、兴趣课程、午休、午餐等服务，从

上午8点到校，可以一直持续到下午6点，尽

可能将学生的时间安排得充实、丰富。

经 验
三个导向六大优势

朱文清表示，就目前而言，广东教育出

版社课后服务的主要经验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普惠性，坚持社会效益优先，不断

加大对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欠发

达地区学校、教师和学生的专业服务能力，

确保让服务地区的每个孩子都能公平的享

有参与普惠型校内课后服务的权利。一些

区域的素质类课程单次收费不到 20 元，是

当地校外机构收费的五分之一，受到教师、

家长、学生的广泛赞誉。二是专业性，以赋

能教师，提升教师的专业认知、教学水平及

教研水平为重心，助力学校打造“一校一

品”，帮助学校建构校本课程，并选取部分优

秀的课程协助申报省级、国家级的课题。三

是导向性，落实“立德树人”、“五育并举”、学

有所成，注重课程的内容与质量，不仅对上

课教学资源进行严格审校，同时有专业的编

审团队保障课程内容、插图的政治导向正

确，保障意识形态的导向安全。

朱文清表示：“虽然我社在课后服务领

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要真正实现‘课后服

务成为出版社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一目标，

还需下大力气去学习和探索。”

广东教育出版社的课后服务具备六大

优势，未来将在后续工作中不断强化这些优

势，以充分凸显出版社的专业与服务：第一，

始终将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做好质量、

服务、品牌课程、内容研发。第二，保障学生

和家长资金安全风险，在极端情况下（群体

事件、公司破产或者账户被封等）仍然可以

承担完整责任。第三，充分发挥课程资源审

核的专业技术支持，确保校内课后服务课程

内容及多元化资源不变形、不走样。第四，

拥有具备广东省教育厅省级培训项目承办

资格的平台、广东省教育厅配发的广东省中

小学教师学时录入账号，能够以培训助力教

师专业发展。第五，拥有国家正规教育类期

刊和学术报刊的采编、出版发行资质的宣传

和支持平台，能够为各地教育系统及校内课

后服务工作提供专业支持及媒体宣传。第

六，成立中小学校内课后服务教研中心。派

驻专职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中级

及以上职称人员驻点服务，充分保障优质课

程资源的引入及落地，协助各地学校梳理、

打造校本课程特色，提升各地学校科任教师

的专业能力，全面保障中小学校内课后服务

课程和服务质量。

暑期来临，不少出版机构

对内对外展开了一系列福利行

动。例如，对内，开设暑期托管

班，为编辑爸妈解决后顾之忧；

对外，举办暑期仓库微瑕专场

直播等营销活动，为小读者丰

富暑期阅读提供切实福利。

世纪童书馆假期生活营，

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党

支部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而举办的

假期公益托管活动。自 2021

年 7 月第一期以来，该社假期

生活营持续在暑寒假举办。

截至 2022 年 7 月，已开办至第

三期，累计接收员工子女 120

余人次。生活营分学龄前班

和学龄后班两个组别开展工

作。每班配备 1 名主班教师、

2 名配班教师，负责孩子们的

学习和生活，另配有 2 名专业

体能老师，加强孩子们的体能

训练。

据悉，该社发挥出版优势，

在营中融阅读分享、品德培养、

体能训练、劳动实践、科学探索

等多项内容于一体，让孩子在

张弛有度的假期生活中，收获

友谊，丰富见闻。

对外，为迎接暑假到来，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为读

者送福利，举办了两场微瑕特

价直播专场，将仓库中仅仅因

为微小瑕疵而影响二次销售

的图书，通过特别大促的形

式，给有需要的消费者提供特

价购买的机会。

两场直播分别于7月5日、

7 日早上 10∶30~16∶00 开展，直

播团队将直播间搬到出版社仓

库，现场清点微瑕图书并进行

直播销售。并且，团队准备的

图书基本都是不影响二次阅读

的好书，仅仅是塑封破损。所

见即所得，直播中上架一个品

种、售罄一个品种，取得了较好

效果。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特价专场远超策划团队预

期。第一场准备的 40 个品种、

1200套图书上架两个小时内即

全部售空。为满足读者需求，

紧急召集电商团队现场上架产

品，并将原本连续两天的特价

微瑕专场改为了隔一天直播。

第一场直播次日，重新梳理特

价品种 70 个，共 2300 套图书。

据悉，2场直播共10小时，累计

销售码洋约 55 万元。直播间

曝光37.5万次，触达人群超20

万人。

复盘此次专场直播，相关

负责人表示，预热视频非常重

要，在直播前1天和直播当天，

该社通过发布预热视频吸引了

大量读者关注，通过短视频进

入直播间的流量占比超16%，通

过短视频下单超370单。

通过这次活动，团队发现微

瑕特价书的市场空间较大、需求

广。因此，该社后期将延续此形

式，按照每周一场的节奏，带给

大家特价好书。 （张聪聪）

2021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

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

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

旨在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课业负

担以及校外培训负担。如今一年多过

去了，出版社如何利用自身拥有的强

大内容资源展开课后服务？课后服务

有哪些成效与进展？为此，本报记者

采访了广东教育出版社，该社作为最

早落地开展中小学课后服务的国有出

版单位之一，利用自身专业优势与资

源，为出版单位与学校合作提供课后

服务创新答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张馨宇

一套“小众”童书的自我觉醒和耕耘之路
■翟宁宁（青岛出版社济南分社童书编辑）

（上接第7版）

作为一名图书编辑，我常常会面对一个

难题：当一个有趣的小众选题向你抛出橄榄

枝，你接不接？策划出版《了不起的中国军

事》一书的经历，让我过了一把将兴趣和工

作完美结合的瘾，也亲历了理想主义落地为

现实主义的全过程。在此期间，对于如何做

小众选题也有了一些体会。

回溯到2018年，我在网上冲浪时，读到

了几篇有趣又有料的历史类文章，其话题式

写作充满新鲜感，观点的论证逻辑严密，能

极大满足历史迷的知识需求。这样的写作

模式让我意识到，降低知识和文字的难度，

也许可以做出一套受孩子欢迎的少儿历史

书。于是，我赶紧寻找文章作者的联系方

式，很顺利地联系上了历史作家张嵚老师。

而张老师恰好也有类似的想法，我们二人一

拍即合。张老师很快发来了一份周详的选

题大纲，其中的军事历史部分，内容最为丰

富充实，惊喜之余更是惊叹——体系太过庞

大，做出来要十年功夫。经过沟通，我们决

定把军事历史部分先拎出来成书。大纲敲

定后，样章很快出炉，这就是《了不起的中国

军事》的雏形。

从 2019 年开始，张嵚老师带领创作团

队开启了历时一年半的文字创作。编辑和

作者保持高频沟通，稿件数次大改，甚至推

翻重写，只为了找到最切合少年阅读的表达

方式，“秦朝的高速公路”“成也水长城，败也

水长城”等一个个新鲜有趣的篇目陆续浮出

水面。话题式写作不同于通史写作，凸显的

是一个个点，需要编辑引领作者做穿线的工

作。我们在每一个话题前设置导语，以凝练

的文字交代历史背景，帮助小读者从历史线

的纵向层面理解话题中涉及的知识；在正文

之后设立“知识链接”小栏目，为小读者做好

横向的知识拓展。一纵一横，书的层次丰富

了，眉目也更清晰了。

在艰苦的编写过程中，知名插画师夏和

加入创作团队，承担了全套书插图的绘制工

作（后来因为画量较大且时间紧张，米米儿

插承担了部分插图的上色工作）。于洁老师

为整套书设计了气质纯正的版式，编辑小组

开始依据古代史典籍、权威工具书及军事史

专业著作，对全书文图进行细致审校。定稿

之后又邀请古代军事史专家喻江老师对全

文进行了知识把关。

一切进展还算顺利，不过，有一个问题

一直萦绕心头：军事本身是个小众领域，并

且不在中小学学科学习的范畴，这样一套小

众童书，能得到孩子们和家长的欢迎吗？在

一次出差期间，与一位渠道商聊到小众选题

时，他的一句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小众是

相对的，只要把选题做扎实做细致，高度契

合这个领域读者的需求，牢牢抓住这部分读

者，也能取得不错的成绩。”对啊，小众图书

最重要的是做到这部分读者的心里去。

尤其令我兴奋的是，这套书获得了知识

类大号“混知”的青睐，于2021年6月23日首

发，截至推文发出24小时，阅读量逾10万，

直 接 销 售 1000 套 。 随 着 凯 叔 讲 故 事 、

Michael 钱儿频道在快团团上对该书开团，

王芳、芒果台妈妈团、学长LEO等抖音达人

推荐，奥运冠军林伟宁、军旅作家苗长水老

师给予关注，在全国书博会上重点展出，以

及众多媒体宣传加持，该书的影响力不断扩

大。上市一年，这套非刚需的小众童书发货

3.5万套、码洋630万。

《戏剧游戏》梅州五华示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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