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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既是祖国统一、民族复兴征程的重

要一步，又向世界展现了“一国两制”的成功实

践。2022年，围绕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出版界尤

其是粤港出版界推出了一批特色主题图书。广东

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商业机遇》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报告（2019—2020）》以及《湾

区有段古》多媒体系列丛书和报告文学《血脉——

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广东科技出版社推出

《活力粤港澳大湾区丛书》，花城出版社推出《粤读

时光——湾区遗粹（上）》，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

《大湾区建设与深港合作四十年》，广东省粤港澳

合作促进会联合广东音像出版社制作组歌《人民

之选择》，广州羊城书展特设“大湾区共读”主题

展区，汇集粤港澳三地出版资源，京港地铁与国家

图书馆推出香港回归主题公益文化推广，通过二

维码扫描方式在地铁车站空间推出文化类电子

书，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

热点3 主题出版国际影响力有所提升

尽管上半年疫情反弹，国内图书市场受到影

响，但主题出版“走出去”坚定有力，一些主题出版

物的国际影响力有所提升。在线下，伦敦书展、首

尔国际书展等相继召开，中国出版机构在这些国际

书展上积极工作，展出1000余种精品出版物，《数字

解读中国》《双循环论纲》等精品图书展出。摩洛哥

拉巴特国际书展上，埃及希克迈特文化公司为摩洛

哥读者提供了丰富的中国主题图书，如《中国传统

文化》。今年适逢中英建交50周年，在伦敦书展期

间，《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精选出100种图书在中国

驻英使馆及伦敦书展官司网集中展示，推介了《习

近平讲党史故事》等图书。为配合中韩建交 30 周

年，中图公司“阅读中国”专页登录中国驻韩大使

馆，对外展示推广主题出版物。山东人民出版社的

主题图书《泰山》《孟子文献集成》，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的《消除贫困：中国的承诺》等完成签约。

2022 年，作家何建明的《革命者》获得 2021 年度俄

罗斯出版界最高奖“最佳图书”奖，是中国作家的

原创作品第一次获此奖项。主题出版“走出去”已

成为业界共识，2022 年中宣部在主题出版重点出

版物申报指南中第一次增加第 6 项主题出版国际

化内容，对有关出版单位积极做好主题出版国际

化工作是有力推动。

热点4 科技类主题出版亮点突出

科技是国家的命脉，是时代发展的核心议题，

在大国竞争中愈发重要。2022 年，神州十三号载

人飞船成功返回，神州十四号成功升空，福建舰下

水，主题出版承担着展示我国科技成就、传播科学

精神和爱国情怀的重要责任。科技类出版社近年

来已经成为主题出版大军中的突出力量，2019年，

人民邮电出版社打造“科技改变中国”丛书，江苏

凤凰科技出版社 2021 年出版的《60 万米高空看中

国》持续火爆，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百位著名科学

家入党志愿书》入选2021年度“中国好书”，2021年

科学出版社等 15 家出版社共同合作的“中国科技

之路”丛书，浙江科技出版社推出的《为了万家灯

火：中国共产党百年抗灾史》等主题图书都是精品

力作。科技类主题图书完善了主题出版的整体格

局，近年来取得的重要成就是需要总结和表彰的。

热点5 少儿类主题出版热度持续攀升

自 2021 年以来，少儿类主题出版成为图书市

场新亮点，今年这一趋势得到进一步加强。少儿

类主题出版承担着向少年儿童弘扬时代主旋律、

传播主流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使命。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为少

儿主题出版指明了方向。2022 年 4 月新蕾出版社

出版的长篇儿童纪实文学《中国的孩子》，用 10 个

精彩故事展现澳门与祖国内地多年来血肉相连的

浓浓亲情；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5 月推出的

《中国少年》聚焦新安旅行团的光辉精神在当代校

园的传承，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勤奋好学、乐观向上

的精神风貌。从今年上半年的少儿出版市场看，少

儿类主题出版的题材和体裁逐渐丰富，显示了融知

识性、趣味性和教育性为一体的特色。如浙江少年

儿童出版社1月出版的《大陈岛的孩子》，以少年儿

童喜闻乐见的语言将大陈岛的故事娓娓道来，是国

内首部描写第三代垦荒队员追寻红色家史、采访垦

荒英雄、铭记家国乡愁的半纪实儿童小说；长江少

年儿童出版社3月出版的《冷湖上的拥抱》则是一部

石油工业题材的儿童小说；作家杨志军“藏地少年

系列”中的第二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月出版

的《三江源的扎西德勒》，围绕三江源生态保护，突

显民族团结，体现家风传承，紧扣时代主题，将野生

动物习性与故事情节完美融合；此外，研究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3月联合推出的《漫画民法典第一

课》基于“将民法典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

青少年民法典教育”的倡导，以30个案例呈现与小

学生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热门话题；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 4 月出版的“向极地进发·中国大科考系

列绘本”，带领小读者“亲临”南北极科考现场，走

进科考队员的工作与船上生活。

科技科普类（4种）

《百年科技强国路》刘树勇主编/河北科学技术
出版社2021年6月版/88.00元

ISBN：9787571707392
该书图文并茂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

来带领中国人民科技救国、科技强国的探索和努

力，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根据国情以

及不同发展阶段，制定科技发展战略。从创办延

安自然科学院到20世纪50年代的科普工作培养科

技人才；从工业、农业、交通等技术研发与工程建

设到两弹一星国防科技现代化；从载人航天、深海

探测到引领世界的5G通信等重大科技工程。该

书入选《2022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

《打开天宫空间站》（立体书）白晨编著/电子
工业出版社2022年1月版/598.00元

ISBN：9787121417986
该书以立体书的创新出版形式，为少年儿童

立体呈现天宫空间站的核心场景：天和核心舱、神

舟载人飞船、天舟货运飞船。全书共4个平面页，

八大立体结构，数十个小结构，上百个知识点，展

示天宫空间站现阶段的组成部分，让孩子通过互

动体验和身临其境，快乐掌握航天科普知识，让少

年儿童深切感受科学家的伟大和我国科技成就的

辉煌，从而激发孩子们从小树立起科技自立自强

的信心，培育形成科技报国的情怀。

《点赞中国超级工程3D立体互动百科》李成君
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21年9月版/298.00元

ISBN：9787556802463
该书包括高铁、飞机、舰船、航天器等大国重

器主题，采用大开本的纸板翻翻书的方式，通过立

体场景和翻页小窗口来展现超级工程的建设成就

和背后的创新科技，让孩子在动手揭秘的快乐阅读

中感受超级工程的魅力，激发爱国热情，增强自信

心和创造力。让美丽的中国梦在孩子们的心里生

根发芽，让孩子热爱中国制造，培养科学创新能力，

成为未来建设美丽中国、美好世界的新生力量。

《国家重大工程档案·交通卷》中国国际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著/人民交通出版社2022年1月版/
280.00元

ISBN：9787114171895
“国家重大工程档案”丛书共分交通、能源、工

业、农林水和生态、社会事业和科学基础设施5卷

7册、430万字，覆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

领域，累计收录204个重大工程项目，对其基本情

况、规划决策、工程设计、工程建设、运营管理、技

术创新和工程价值进行了系统性阐述，再现重大

工程的前期工作过程和建设运营成效，供社会各

界回顾、参考。

文学艺术类（11种）

《冰雪之名》梁振华、胡雅婷、张贝思著/百花
洲文艺出版社2022年2月版/69.80元

ISBN：9787550046061
这是一部描写我国冰上运动员奋斗历程的

现实题材长篇小说，由知名编剧、作家梁振华等

创作，严振华、李冰河、唐剑等老一代“冰雪人”克

服重重苦难，令这项充满挑战的体育运动有了起

色，在他们拼搏精神的激励下，新一代“冰雪人”

严阳、唐寒等不懈努力，奋发有为，最终站上了冬

奥会的赛场。整部作品格调积极向上，充满了中

国冰雪运动员的风采展现，同时深入他们的内心

世界，体现了新老传承和他们对至高荣誉的渴望。

《大娄山》王华著/山东文艺出版社2022年5
月版/59.00元

ISBN：9787532964802
该书讲述了贵州的脱贫新故事，谱写了中国

的时代新史诗。书中选取碧痕、月亮山、金山社

区作为故事发生地，并以此为触角向外不断延

展，从县、乡、村三个层面讲述脱贫故事，真实地

描绘了党员干部在脱贫路上付出的辛勤汗水乃

至生命的感人场景，生动地刻画了姜国良、娄娄、

王秀林等一系列英雄群像，鲜活地记录了党带领

人民群众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艰难历程，也由此徐

徐展开了中国即将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波澜壮

阔的现实画卷。

《国家至上》赵韦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
6月版/68.00元

ISBN：9787224141849
该书是一部记录、反映中国航天人冲破技术

封锁、攻克道道难关，独立自主研发导弹、固体燃料

火箭等“护国重器”的艰辛历程与辉煌成就的纪实

作品。它以生动的故事、丰富的细节，深刻诠释了

中国航天事业建设者逐梦太空、为国砺剑的初心使

命，让列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航天精神”活

化为具体可感的身边故事和人物。当今世界正经

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书中所展示的“国家至上”这

一精神内核和信仰力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艰难转型：人物与近代中国》迟云飞著/中华
书局2022年2月版/58.00元

ISBN：9787101153439
该书力求通过曾国藩等人展示传统士大夫的

求变和他们内心的挣扎。展示从维新运动到清末

新政，士大夫和官员体制内的求变。同时展示第

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及革命党人的追求和理念。透

过人物观察近代中国的变革，在大的历史变动中

观察人物。

《我的青海 我的雪原》辛茜著/河北教育出版
社2022年1月版/98.00元

ISBN：9787554568408
2010年1月，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做出

对口支援青海的重大战略部署。该书以朴实温暖

的笔触、温婉动人的故事，描绘了这段急剧变化、

丰富生动、值得纪念的重要历程，表达着这个光荣

的群体在创造与实践、努力与奋斗的援青路上体

现出的奉献精神、吃苦精神、牺牲精神、开拓精神。

《乌江引》庞贝著/人民文学出版社、花城出版
社2022年2月版/56.00元

ISBN：9787020145386
红军长征的湘江血战，中央红军从8万人锐

减为3万人，此后该向何处去，攸关全军的生死

存亡。通道转兵，中革军委二局的破译情报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书以大量解密档案、“破

译三杰”后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在客观

史实基础上辅以文学想象，用虚实相间的复调

笔法再现历史，巧妙勾连起红军长征、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等整个革命史，全面呈现隐秘战线

在我军历史上发挥的巨大作用。

《西海固笔记》季栋梁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社2022年2月版/69.80元

ISBN：9787530222041
该书是作者对家乡感情表达最完整的一次

记录，全景式、多方位抒写宁夏西海固这片土地

2000 年的沧桑巨变以及巨变背后的时代缩影和

精神嬗变，以贴近现实的创作见证脱贫攻坚这一

伟大历史进程，选取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事件，

如“吊庄移民”“梯田建设”“盐池治沙”“扬黄灌

溉”“井窖工程”“劳务输出”“菌草种植”“滩羊银

行”等等，反映了西海固地区的巨大变化，写出了

新时代的重大主题，直抵历史和人心深处。

《向山而行》杨筱艳著/中国和平出版社2022
年6月版/35.00元

ISBN：9787513722711
该书是以时代楷模、“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

梅为原型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入选“十四五”

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该书讲述了思想

开明、语言幽默的桂梅校长从筹建第一栋教学

楼开始，到帮助近 2000 名女孩顺利考出大山，

倾尽全力。在这所学校里，桂梅校长仿佛再次

经历了自己一路的成长，也见证了和她一样勇

敢、有韧性的山区女孩奔向自由而广阔的新生

活。而她瘦小的身影穿梭在越来越美的校园

里，坚定的信念始终如一。

“寻找英雄的足迹”丛书 刘世芬等著/花山文
艺出版社2021年6月版/152.00元

ISBN：9787551156622
丛书以青少年为读者对象，邀请河北文学界

颇具实力的中青年作家执笔，用翔实的史料、生

动的笔触，采用纪实文学形式，记述了董振堂、赵

博生、佟麟阁等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

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的河北籍英雄模范的一

生。旨在使广大青少年在阅读过程中增强爱国主

义思想，自觉向英雄学习，报效祖国和人民。

《一个女孩朝前走》阮梅著/河北少年儿童出
版社2021年7月版/30.00元

ISBN：9787559539472
这是一部青少年成长的好教材，一部现代家

庭教育的好教材。作品聚焦“七一勋章”获得者、

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黄文秀的少年时光，用纪实文学的创作手法记录

了一个自强自立的壮族女孩在父母亲人、社会邻

里扶持下，在时代阳光照耀下的真实成长经历。

《战旗飘飘》孙侃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
2月版/78.00元

ISBN：9787220124198
该书是著名作家孙侃的最新长篇报告文学作

品，以历史发展进程为经，以大量生动形象、感人

至深的典型实例为纬，通过历史回顾、故事叙述、

人物访谈、场面描摹、事件分析、专家评说等报告

文学表现手法，全面、真实、艺术地呈现四川省成

都市郫都区战旗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战旗儿女

筚路蓝缕、砥砺奋进的艰苦历程。

1.市场化趋势 主题出版的竞争日益加剧，选题

更加丰富、品种更加多样、数量逐年增长，另一方面，

信息冗余时代，读者注意力分散，在年龄、性别、职业、

兴趣、学历等方面形成细分化小群体。为了争夺更多

读者，出版机构开始面向市场，加大策划含量。首先，

出版主体提前策划选题，进行战略化、长远化、整体性

布局，逐渐改变了以往的应时性、应付性的出版模

式。江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在主题出版领域制定了

四大板块战略，包括理论板块、通俗理论读物板块、红

色图书板块、纪实文学板块，每一板块都有重点图书

规划，点面结合。其次，把握时机，对接市场，策划营

销活动，比如依托热映的电影或电视剧营销图书，电

视剧《人世间》开播后2个月内，同名小说原著销售同

比去年提升370%，作者梁晓声升至年度文学畅销书作

家榜第六名。一些主题图书，如《为什么是中国》销量

累计超过80万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经济双

重转型之路》累计超70万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火种》

《文献中的百年党史》销量累计超20万册、12万册，这

些图书在2022年依然畅销，更加说明了主题图书的市

场化运作带来了长效的市场效益和社会影响。

2.国际化趋势 中国日益走近国际舞台中央，世

界对中国的关注增加，但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

复杂。一方面，俄乌冲突仍在继续，国际局势的不确

定性和复杂性增加，另一方面，数字化时代假新闻等

频发，西方某些人士对华偏见尚未发生根本改变，只

有不断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才能在潜

移默化中改变部分国际人士对中国既有的部分偏见

和刻板印象。2021年12月，出版业“十四五”规划提

出推动出版业高水平走出去，2022年中宣部主题出

版重点出版物选题方向之一是向世界展现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在有关政策的引导下，主题出版的国际化布局已

成主流趋势，形成了建立主题图书海外编辑部、收购

海外出版企业、版权交易、图书翻译、合作生产等方

式，一些出版社甚至开始直接面向海外读者进行选题

策划和本土化运作，比如2022年外文出版社邀请了来

自英国、西班牙等国际出版机构代表参加中国主题图

书国际选题策划研讨会，从选题内容、受众群体、翻译

质量到营销推广等全过程进行研讨。

3.数字化趋势 2022年4月，中宣部发布《关于

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面对疫情反复

对图书物流的冲击，融合出版、全媒体出版已经基本

成为主题出版发展的共识。技术赋能主题出版将思

想性、艺术性、趣味性、知识性等融为一体，是主流文

化话语、主流价值观的流行转化方式，更容易赢得年

轻群体。出版主体通过音频、视频、电子书、AI课程、

数据平台等立体全面开发图书资源，打造了可读、可

看、可听、可玩的主题出版物。2022年中共党史出版

社为迎接二十大组织策划的“跟着总书记学党史—

融媒体系列丛书”，将文字讲述、版画、沙画、视频、AR

小程序识别、互动学习进行融合，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的720度沉浸式场景交互展等，通过创造可感的出版

物形态，拓宽了图书的价值。

2022年“元宇宙”成为热点，一些出版社拓展了产

品形态，开发出系列数字藏品。新华出版社推出“国

家相册·我的小人书”首款限量版数字版权藏品，童趣

出版公司出品《天工开物》《中华传统服饰》等系列3D

数字藏品。数字藏品的稀缺性和趣味性为主题出版

打开了新思路，尤其是助推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激活。

4.专业化趋势 主题出版的市场化日益发展，必

定带来未来的专业化分工。专业化分工意味着不盲

目跟风，在针对同一重大事件、节点、主题进行图书策

划时，应注意选题角度与专业特色、地域特色的结合，

既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又能相得益彰、相互配合，避

免选题的同质化和资源的浪费，共同推进主题出版的

良性发展。202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在主题出版布

局上以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5周年策划“内蒙古文

学百年大系”“内蒙古长城文化丛书”等，而西藏人民

出版社则围绕“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系列丛书”“西

藏当代文学大系”等进行创作。

专业化分工同时意味着在具体的人力分配上，专

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主题出版的内容应由专业化的团

队来做，在内容创作环节应选择合适的作者，主题出

版对作者的要求更高，不仅要求作者熟悉党和国家方

针政策，还需要作者深耕专业领域，具备扎实的学术

积累和思想深度，同时在语言表达上避免学术语言的

晦涩，做到通俗易懂。优质作者是主题出版的稀缺资

源，合适的作者是做好主题出版的关键。主题出版编

辑需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同时要在选题视角的切

入、语言表达、封面设计、色彩使用、内容排版、甚至是

在营销推广等方面全方位参与到图书创作中。

主题出版在多年发展中已经从以往主要强调政

治属性到政治性、学术性、市场性的三位一体。这一

特征转变也使主题出版的功能有了新的定位。相信

经过2022年上半年的洗礼，主题出版会带来更多的

惊喜和亮点，主题出版事业也会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趋 势

（上接第6版）

人民音乐出版社举办2022年社店业务恳谈会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6月28日，人民音乐出版社线上召开“2022年社店业务恳谈会”。新华文轩、浙

江新华、博库、江苏凤凰、广州新华、深圳新华、京东、当当、瑞东、新华文轩等40余家重点经销商领导、采购

经理参会。人民音乐出版社副总经理魏振华出席并发言。社长助理、发行部主任张伯平主持会议。

魏振华系统梳理并介绍了人民音乐出版社近几年形成的“红皮书”“菲伯尔钢琴”“全国音协（中央院）钢

琴考级”“音基考级”“国际英皇考级”五大核心产品线，理论、器乐、声乐等15个板块、200种重点常销品，以及

《新学堂歌》、“华韵师苑”系列等重点新品。他还就今年以来该社的营销策略和下半年经营举措作进一步说

明。人音社营销业务从年初即确定了“细分线上线下渠道、提升平台服务质量、加强品牌营销推广、持续推

进打假控价”的整体布局，并进行了人员调整与整合。经销政策上按全年经销与时间节点阶段性促销稳步

推进，经营管理上加强了对经销合同、经销商信用额度、客户评价及产品退货等管理力度，品牌营销上坚持

控价打假不手软、每月电子新书按时推、“万叶书香·乐读乐美”系列直播常态播、公益讲座不停歇。

新华文轩、京东、当当等经销商代表结合近两年经营增长规模与营销经验，就加强网店重点品限价管

控、打击盗版、重点产品宣传推广、新品信息传递及时完备、单品组套、图书备货、腰部产品营销等方面提

出许多宝贵且合理的建议。其他参会经销商代表通过 QQ、微信、电话等不同渠道进行了交流沟通。

（邸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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