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山东画报出版社

《保家卫国》 6000册
《咬屁股的凳子》 4700册
《沈石溪短篇小说臻选》 4000册
《曹文轩短篇小说臻选》 4000册
《苦雾抄》 3500册
《茶店说书》 3300册
《比如小品》 3300册
《风月好谈》 3300册
《旦暮帖》 3200册
《给孩子的中国民间故事：欢喜故事》 2800册

广西美术出版社

《艺术的故事》（平装本） 5727册
《〈艺术的故事〉笺注》（第二版） 2832册
《伯里曼人体结构绘画教学》（白金版） 2515册
《艺术的故事》（袖珍版） 2378册
《美国英文书法手册：圆体字》 2159册
《油画技法》 988册
《古珠诠释》 561册
《新中国诞生：大型主题美术创作研究》 408册
《艺用人体结构教学》（最新版） 325册
《秩序感：装饰艺术的心理学研究》 217册

湖南美术出版社

《加德纳艺术史》（经典版） 9957册
《赤脚天堂：延安回忆录》 6029册
《小小艺术家：与马蒂斯一起玩色彩》 5917册
《草莓贝儿冒险故事绘本：森林里的谜团》 3818册
《伯里曼人体绘画教程全集：伯里曼人体绘画教程全集》 1500册
《西游记连环画收藏本》 1123册
《黄永玉全集（文学编）自述》 1113册
《践行核心素养美术教学案例集》 1002册

“没头脑和不高兴”系列 80000册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狼王梦》（升级版） 48000册
《装在口袋里的爸爸：元宇宙少年》 36000册
《我是一个兵：少年工程兵》 35000册
《张之路品藏书系：霹雳贝贝》（升级版） 26000册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 品藏书系：斑羚飞渡》（升级版）20000册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 品藏书系：最后一头战象》 17000册
《我是一个兵：少年炊事兵》 16000册
《笨狼的故事系列：笨狼的故事》（典藏版） 16000册
《我是一个兵：战胜逆境》（注音版） 14000册
《乌兰牧骑的孩子：篝火与星空》 *10000册
《江南有条钱塘江》 *9000册

浙江摄影出版社

《世界新经典动物小说馆 老虎的奇幻之旅》 6740册
“母鸡不下蛋 第二季”系列 *4630册
《世界新经典动物小说馆 伟大的逃亡》 2879册
《快闪中国：遇见未知的自己》 *2126册
《琳琅书房 茶事艺文》 *1793册
《一醒惊天下：三星堆古蜀文明》 1560册
《艺用人体解剖》 1136册
《惊鸿照影：中国当代摄影撷英录》 *1057册

福建美术出版社

《每日一画 中国画技法 青绿山水》 759册
《欧楷入门1+1》 532册
《每日一画 中国画技法 浅绛山水》 523册
《仿古山水画技法丛书 明三家山水画解析》 335册
《仿古山水画技法丛书 元三家山水画解析》 330册
《仿古山水画技法丛书 清三家山水画解析》 322册
《仿古山水画技法丛书 宋三家山水画解析》 321册
《中国画传统技法教程 没骨花卉日课》 244册
《中国现当代名家画范 施云翔青绿山水画》 153册
《毫端佳丽 项维仁工笔人物画新作集锦》 105册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视觉治愈》 1980册
《经典碑帖读解 真草千字文》 1719册
《人物线描》 1234册
《陆俨少教授课徒稿 树法》 1056册
《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与素描基础》 1001册
《透视》 817册
《国美好教材 中国写意花鸟画教程》 458册
《吴镇 墨竹谱》 453册
《明清写意花鸟画的笔墨结构与写意造境》 350册

人民日报出版社

《习近平用典 第一辑》 46700册
《习近平用典 第二辑》 27287册
《新编入党培训教材》（2022年修订版） 20763册
《如何学习贯彻“两个确立”》 17614册
《何为国之大者》 13154册
《百年大党学习丛书：党员应知应会手册》 10872册
《为人民服务》（政治生日纪念套装） 7896册
《人民日报记者说：好稿是怎样“修炼”成的》 5600册
《人民日报这样讲故事》 3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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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摄影出版社：“小小大科普丛书”既普及知识又提高审美
信息提供：浙江摄影出版社 陈西泠 直购通道：0571-85159646

重点荐书：“小小大科普

丛书”

适读人群：3~6岁儿童

推荐语：该书由百万级畅

销书作家超侠主编，与国内多

位优秀儿童插画师合作，刘慈

欣倾情推荐。全套共 30 册，

图文并茂，科普内容涵盖自然、历史、文

学、科学等多个领域，语言通俗易懂、深

入浅出，插画风格多样，帮助孩子学习新

知识的同时提高审美能力。

营销方向：通过新媒体矩阵宣传

图书。

主要渠道：新媒体平台

重点荐书：“典藏中国·中国古代壁

画精粹”（山西卷）系列

适读人群：大众读者

推荐语：该书由作者团队

耗时8年完成，以山西境内10

座古寺的壁画遗存为主题，分

别为大同觉山寺、晋城开化

寺、朔州崇福寺、忻州岩山寺、

临汾水神庙、运城永乐宫、稷

山青龙寺、忻州公主寺、吕梁

圣母庙、运城稷益庙。这些壁画绘制的

年代跨度从北宋至明朝，完美展现了山

西地区民间古代绘画艺术的风貌，其内

容主题多样，各处遗存均具有独特的美

术风格。由于这些壁画绘制年代较早，

部分出现残损，其图像质量日益下降，故

此次选取的具有代表性的画作均最大限

度地保留原画样貌。

营销方向：通过众筹方式宣传图书。

主要渠道：新媒体平台

重点荐书：《我们的队歌》

适读人群：7~10岁读者

推荐语：该书由新时代中

国红色题材儿童文学扛旗者、

国家一级作家张品成创作，以

影响了新中国几代人的《中国

少年先锋队队歌》为内在线索，

谱写了发生在“队歌”诞生地厦

门的一个感人故事。75岁的老

人方庆来曾是厦门某少年合唱团成员，因

为命运沉浮他一度消沉暴躁；6岁的盲童钱

小小天生残疾，却卓有音乐天赋。两代人

在队歌的旋律中实现了个体精神的自我超

越，合奏出一首积极明亮的生命赞歌。

重点荐书：“世界少年文学经典文库”

系列第三辑（升级版）

适读人群：7~14岁读者

推荐语：该书是一套畅销 20 年的经

典名著品牌图书，也是青少年接触世界文

学宝库的入门书系。它在选目上精到而

全面，从国内外名著中优中选优，丛书作

品多册入选《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在

版本上采用名家翻译的版本，原

语种翻译，保留了经典原汁原味

的风格；书中设置前言导读，名家

详实介绍作家作品的延伸知识，

增强青少年的文学素养。

重点荐书：《了不起的伊

莉莎》

适读人群：7~12岁读者

推荐语：这是一套引进自俄

罗斯的优秀畅销少儿魔法小说。普瑞斯

奇，一个广阔无边的魔法世界，对每一个

孩子敞开大门。然而，来自霉界的癞腐女

王却试图摧毁这一切。阴差阳错，初学魔

法的10岁女孩伊莉莎成了拯救普瑞斯奇

的最后希望。在一次次与霉界对抗的过

程中，伊莉莎逐渐成长，变得更加坚强、更

加勇敢。童年的美好不会被夺走，遗忘了

魔法的小魔法师永不言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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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渠道：全渠道

《我们的队歌》围绕少先队队歌讲述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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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美术出版社：《奶油感》传授立体油画棒手绘技巧
信息提供：福建美术出版社 黄旭东 直购通道：0591-8769853

重点荐书：《奶油感 立体油

画棒手绘教程》

适读人群：文艺青年、中小

学生

推荐语：该书作者用新型油

画棒材料画出富有奶油感的立

体艺术作品，这样的油画棒绘画

作品甜美、清新，深受年轻女性

喜欢。该书共六章，包含绘画工

具准备及绘画技法，以及花卉、

景色、甜品、人物四个绘画主题，

展示了10多个完整绘画案例教程，并收

录了作者近期创作的作品，供读者欣赏

和学习。

营销方向：通过小红书、抖

音等推荐图书。

主要渠道：当当网、天猫店

重点荐书：《颜真卿 多宝塔

碑/勤礼碑 间架结构九十二法》

适读人群：大众读者

推荐语：该套书以《多宝塔

碑》《勤礼碑》等为蓝本，原碑原

帖、作者导临，对九十二法重新

讲解，通俗易懂，并配置了与文

字同步的二维码示范视频，使

之成为一种立体化的书法教学载体，对

初学者了解间架结构有指导意义，是初

学者的启蒙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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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艾琳

广西美术出版社：《艺术的故事》概述艺术发展历程
信息提供：广西美术出版社 黄丹怡 何 荷 直购通道：18587683663/18217619112

重点荐书：《艺术的故事》

（平装本）

适读人群：热爱艺术的读者

推荐语：该书是艺术书籍

中最著名、最流行的著作之一，

概述了从最早的洞窟绘画到当

今的实验艺术的发展历程，出

版70多年来，一直是这一领域

无可匹敌的入门书。全世界不

同年龄、不同背景的读者通过

贡布里希的讲述认识了这位真正的大

师，他把知识与智慧结合起来，以其独特

的天赋，直接传播了他本人对艺术作品

的深切热爱。

重点荐书：《美国英文书法手册：圆

体字》

适读人群：对英文书有研究的读者

推荐语：该书是一本知识性和实用

性相结合的英文圆体字书法手

册，读者既可以向作者学习圆

体字的标准书写格式，同时又

能了解圆体字的相关背景知

识，从而对圆体字有更为全面

深入的了解。

重点荐书：《古珠诠释》

适读人群：研究古珠的读者

推荐语：这本口袋书按照

一页一珠（或一类）的节奏编

写，尽量涉及各个年代、地域、族群和文

化背景的典型器，文字不再过多讨论和

分析背景知识和美术史规律，而只给出

珠子的基础信息，同时顾及知识点。

营销方向：通过公众号推文、短视

频、抖音直播带货等方式推广图书。

主要渠道：当当网、京东、天猫、拼多

多、博库、文轩及各省新华书店

山东画报出版社：《天下泰山》精选百年照片彰显时代主题
信息提供：山东画报出版社 李 扬 直购通道：王一如18606390089

重点荐书：《天下泰山》

适读人群：大众读者

推荐语：该书精选百多年

来海内外摄影家拍摄的高清

照片，结合中国历史地图、文

化地图，和有关壁画、石刻图、

绘画作品等，以图片形式记录

和反映泰山精神、时代脉搏，

通过历史人文学者和摄影师

的叙事与解读，从宏观和微观

两个维度，为泰山精神赋予立体化、多元

化的形象和色彩，为当代读者深入理解

泰山精神、进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

自信，提供优质的视觉和精神读物。该

项目以挖掘和阐述泰山对于中华民族精

神的象征意义为内容主线，彰显“国泰民

安”等时代主题。

重点荐书：《蓝色暑假》

适读人群：初高中学生

推荐语：该书是长篇儿童原创

文学，小说从青少年的视角出发，

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理念，用新

时代守岛军人的事迹以潜移默化

的形式，讲述了 14 岁的乔乔

在西沙群岛过暑假的故事。

由于突然袭来的台风，乔乔与

守岛官兵同吃同住的两个多

月里，真正体验了天涯哨兵的

苦与乐。在困难面前，海岛军人铁一般

的信念、铁一般的纪律和铁一般的体魄，

使性格叛逆的乔乔在震惊之余逐渐重塑

了精神世界，重新诠释了理想，深化了对

人生价值的理解。

营销方向：通过网络渠道、直播、地

面店等宣传图书。

主要渠道：全渠道

重点荐书：《画说新时代》

适读人群：党务工作者、文

化艺术爱好者

推荐语：该书集结了文化

和旅游部主持的国家主题性美

术创作项目的优秀成果和中国

美术学院承担各类主题性创作

的优秀成果，尤其是展现十八

大以来重大成就、重大事件的

现实题材作品。该书结合港珠

澳大桥建设、长江三峡工程纪实等振奋人

心的故事，展示了艺术家创作群体用充满

火热激情的画笔写照时代、雕塑历史，以

及绘制的讴歌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

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动人画卷。

营销方向：通过新华书店及各类艺术

专营店推广图书。

主要渠道：新华书店、政府单位和学校

重点荐书：《多维设计与策划》

适读人群：设计类专业学生

推荐语：该书是陈正达继畅销书《视

觉治愈》之后，再度编纂的设计课程

指导读本。书中通过大量图表、习

作与流程图，详解了异彩

纷呈的精彩案例；设置二

维码，直接导向每个章节

教师亲身授课的视频和案

例赏析，更有课后的练习

素材与图表可供下载。

重点荐书：《中国山水画写生与

创作研究》

适读人群：传统艺术爱好者

推荐语：该书是“中国美术学院国美

金课”系列丛书之一，梳理了中国山水画

的传统经典传习和研究、自然观与方法论

研究、精神指向与图式语言研究、学理知

性和人文价值研究，图文并茂、由浅入深，

不仅为山水画创作提供了教学指导，更培

养创作者的审美能力和人文关怀能力。

营销方向：通过网络、学校及专业教

师推广图书。

主要渠道：网络平台、专业书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画说新时代》用画笔写照时代雕塑历史
信息提供：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苏晓晗 直购通道：郑燕青 18758083933

重点荐书：《功勋：“八一勋

章”获得者故事》

适读人群：广大官兵、党员

干部、青少年

推荐语：该书多角度展现

“八一勋章”获得者先进事迹，

鼓励广大官兵踊跃投身强军兴

军的伟大实践、为实现党在新

时代的强军目标不懈奋斗。书

中收录《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

发表的文章，生动讲述杜富国、钱七虎、聂

海胜、麦贤得、马伟明、李中华、王忠心、景

海鹏、程开甲、韦昌进、王刚、冷鹏飞、印春

荣13位“八一勋章”获得者的故事。

营销方向：通过人民日报出版社微

信公众号、视频号、人民周刊、人民网等宣

传图书。

重点荐书：《最美思政课》

适读人群：思政课教师、党政机关及

宣传部门工作人员、青年学生

推荐语：该书依托高校教书育人“最

美课堂”活动，旨在引导思政课教师不断

提高课堂教学的思想性、理论性、亲和力、

针对性，打造教书育人样板课堂，全面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该书汇

集了46位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知名高校马

克思主义学院优秀教师的精品

思政课，展现了思政课程的理论

之美、信仰之美、道德之美、文化

之美。

重点荐书：《党员应知应会

100词》

适读人群：广大官兵、党员

干部、青少年

推荐语：该书收录党史上出现频率

较高的100个政治词汇，如新民主主义、

大革命、工农联盟等。这些词汇政治意义

鲜明、思想内涵丰富，但对一般党员而言

却又知之不多，或者知之不深。书中针对

这种情况，对所选词语的具体含义、历史

背景、相关概念等进行多维度详细解释，

有故事有案例，有叙述有议论，有利于党

员自我学习和自我提升。

营销方向：通过人民日报出版社微

信公众号、视频号、人民日报出版社微博、

人民周刊微博、党媒平台等宣传图书。

主要渠道：新华书店、民营书店

人民日报出版社：《功勋》生动讲述“八一勋章”获得者的故事
信息提供：人民日报出版社 直购通道：魏冰漾 010-65369061

湖南美术出版社：王秉复配图《世说新语》为名著增加艺术美感
信息提供：湖南美术出版社 吴班班 直购通道：13621892649

重点荐书：《画中国故

事·王秉复 世说新语》

适读人群：12岁以上

读者

推荐语：必读必备的

国学经典，被称之为“一

部名士的教科书”。王秉

复配图奇绝高雅，完美呈

现原作神韵，雅俗共赏，为名著增加艺术

美感。该书撷采菁华，精选原文320则，

一文一图，图文共赏，国学、美学双重滋

养。魏晋六朝研究专家陈书良教授翻

译，译文严谨可靠，文字简练隽永。

营销方向：通过十点读书等新媒体

矩阵宣传图书。

主要渠道：十点读书

重点荐书：“草莓贝儿”系列

适读人群：3~6岁儿童

推荐语：该书是从德国Arena出版社

引进的畅销产品，分为针对不同年龄、不

同用途的8个系列、28种图书，拥有累计

超过 16 万册的销量。“草莓贝儿冒险故

事绘本”系列共 4 册，用很短

的文字来讲述故事，符合学

龄前儿童的阅读习惯和水

平。“草莓贝儿手工绘本”系

列是适合 3 岁以上孩子的填

色书，可以培养孩子的动手

能力。

营销方向：通过小红书

等平台宣传图书。

主要渠道：全平台

重点荐书：“见字如面”系列

适读人群：12岁以上读者

推荐语：该套书包括《爱》《太空》《战

争》《艺术》《音乐》《猫》六大主题，收录了

大量名人私密信件。比如梵高在信中咒

骂着面前的空白画布，约翰·列侬渴望竭

尽所能去推广自己热爱的音乐，甘地敦

促希特勒扭转战争局势，贝多芬渴望见

到他的爱人等。

营销方向：通过摩点众筹等平台宣

传图书。

主要渠道：摩点众筹

《幸福的经济学》揭秘幸福的真谛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中译出版社出版《幸福的经济学》一书。作为一本阐述“幸福”与“财

富”关系的阅读指南，该书以“课堂问答”的方式带领读者轻松地找到幸福的真谛。

该书是“幸福经济学之父”理查德·伊斯特林通过近半个世纪的潜心研究，综合其他经济学家和心

理学家最新的研究成果，用浅显通俗的语言对一些核心的“幸福”问题作出的解答。伊斯特林是最早对

主观快乐进行理论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他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

快乐》中提出了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收入增加并不一定会使快乐增加。

在《幸福的经济学》一书中，作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大量实例向读者进一步证实了“伊斯特林悖

论”，告诉人们幸福并不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财富多少。此外，书中还详细地举例研讨了一些关于幸福

的其他问题，比如幸福能否被测量，赚更多的钱能否彻底提升幸福感，拥有婚姻、生育子女、宗教信仰、

锻炼身体等能否对获得幸福有所帮助，性别、年龄、健康能否左右人的幸福等等，带领读者一步步寻找

有关幸福的答案以及幸福的真正意义，并呼吁人们正视经济与幸福的关系。 （尹 天）

《幸福的经济学》[美]理查德·A.伊斯特林著 笪舒扬译/中译出版社2022年6月版/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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