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日报出版社

《古代中国百家谈》 6000册
《万物有意思》（中国篇） 1500册
《历史的衣橱》 800册

重庆大学出版社

《兜锹花臂 世界200种观赏甲虫》 6523册
《超有趣！厨房里的科学魔法小实验》 5385册
《伟大的探险之旅》 5231册
《躲进房间的孩子：一个家庭治疗师的诊疗笔记》 4568册
《我们头顶的星空》 4305册
《毒物与药物的世界史》 4058册
《20世纪时装细节》 3563册
《常见海贝野外识别手册》 3342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 30882册
《陪着孩子走向世界：中国父母的五项修炼》 9499册
《实业强国：中国制造自强之路》 9149册
《视频号运营攻略》 8299册
《影响美国历史的商业七巨头》 6467册
《剧本游戏写作入门》 5694册
《伯克毕生发展心理学》（第7版） 4946册
《全球产业链重塑：中国的选择》 4824册
《福格说服技术》 4589册
《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第6版） 4417册
《互联网人》 4181册
《蛋糕经济学：如何实现企业商业价值和社会责任的双赢》 4050册
《繁荣的进程：全球工商业通史》（上下卷） 3582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植物大战僵尸2 恐龙漫画”系列 123000册
“植物大战僵尸2 武器秘密之你问我答科学漫画”系列 102000册
“猫武士”系列 28000册
“丁丁历险记”系列 14000册
“九神鹿绘本馆”系列 11000册
“林格伦儿童文学作品选集”系列 6000册
“最能打动孩子心灵的经典”系列 5000册
“中国科普名家名作”系列 4000册
“中国历史故事集”系列（修订版） 1000册
“《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 1000册

湖南大学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 30000册
《昆虫记》 30000册
《新编高职英语听说教程》 10417册
《世界经典故事》 10000册
《中国经典故事》 10000册
《恐龙大百科》 10000册
《人大预算审查监督指南》 1990册
“湖南高质量发展丛书” 1232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媒介盲盒》 842册
《孔子的仁礼思想》 592册
《私募基金与资管行业：募、投、管、退中的疑难精解》 477册
《城市营销：迈向消费驱动时代》 433册
《当年明月照九城：北京的前世今生》 430册
《匠心独具：雅俗共赏的北京传统工艺》 386册
《飞檐斗拱与一池风月：北京的名胜古迹》 371册
《日常与狂欢：北京的传统节庆活动》 341册
《社会工作者职业生态研究》 332册
《现代女性之声：华语电影界的歌女》 328册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5年高考3年模拟”系列 30000套
“书画等级考试（CCPT）”系列 8000套
“幼儿园教师分层分类分岗”系列 5000套
《圆梦大学：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的志愿填报》 5000册
“中学西渐”系列 3000套
“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 3000套
《风展红旗如画》 2400册
《新时代大学生国防教育书系：新时代军事技能训练》 1000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大中华寻宝系列29 内蒙古寻宝记》 237450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28 黑龙江寻宝记》 50589册
《巴颜喀拉山的孩子》 45303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 寻宝记神兽发电站8》 34436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 秦朝寻宝记》 31930册
“不一样的卡梅拉手绘本”系列 29199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2 北京寻宝记》 27093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27 海南寻宝记》 26336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26 新疆寻宝记》 26316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 寻宝记神兽发电站7》 22189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县乡中国》剖析“县官”如何治县
信息提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销售部 直购通道：010-62519576

重点荐书：《县乡中国：县

域治理现代化》

适读人群：基层干部、国家

各级领导、关心中国政治的各

界读者、想考公务员的年轻人、

从事基层治理研究的人员

推荐语：该书是武汉大学

教授杨华新作，是他十多年来

在一线调研积淀而成的心血之

作。该书集中探讨了中央与地

方、顶层与一线、领导与干部、政治与治

理、属事与属地、跨级与上级、监督与自

主等中国县域治理的基本经验和问题，

以最新的田野材料揭示和剖析“县官”们

如何治县。

营销方向：一是通过公众号、微博、B

站开展新媒体营销，二是向“考公”群体、基

层公务员、学习研究群体开展精准营销。

重点荐书：《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

（增订版）

适读人群：土地制度、中国经济相关

研究人员及希望了解城乡发展、中国土

地制度变革、乡村振兴的读者

推荐语：该书以土地制度

变迁这一主题贯穿始终，基于

对湄潭、成都、重庆、南海、义

乌、北京郊区等地农村和城市

土地改革的试验与长期跟踪，

反映了中国土地制度变革面临

的困境，以及底层突围面临的

困境。

营销方向：通过新书发布、

名家对谈等，对学习研究群体

进行精准营销。

重点荐书：《剑桥资本主义史》

适读人群：经济学者、经济学工作

者、经济史专业学生、对资本主义发展历

史和经济史感兴趣的读者

推荐语：该书分析了工业革命之前

两千年时间跨度中市场和市场经济的拓

展，以及工业革命以来的两三百年间资

本主义在不同地域和不同维度的扩张，

由众多资深学者合作完成，深入浅出却

力透纸背。

营销方向：通过新媒体营销、书评书

摘刊发、学术机构团购等方式推广图书。

重点荐书：《恰同学少

年：陪孩子读毛泽东诗词》

适读人群：中小学生

推荐语：该书选用了毛

泽东亲自审定的 42 首诗词，

包括教材里的《沁园春·雪》

《水调歌头·游泳》等，配以42

幅傅抱石的诗意画，由李洪

峰从创作背景、革命背景、美

学思想、艺术风格等角度进行深入浅出的

解读。阅读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优秀诗词，

可以让孩子了解中国艰苦的革命史，了解

毛泽东博大精深的思想世界，体会崇高壮

阔的艺术境界，激发孩子的民族自信和自

豪感。

营销方向：通过新书发布会、作家讲

座、微信公众号宣传、短视频、线上互动活

动、直播带货等推广图书。

重点荐书：《秦始皇兵马俑 陕西名胜

之旅》

适读人群：中小学生

推荐语：该书是一套为儿童讲述中国

各省传说故事与人文知识的图书。每册

都以省或直辖市为单位，以名胜古迹为地

标，讲述与之相关的动人传

说。在这套丛书中，儿童除

了能读到弘扬真善美的中国

传说故事，还能看到大量图

文并茂的人文知识，了解中

国各省与直辖市的历史、地

理、自然、美食及民俗知识。

该书作者均为中国当代儿童

文学作家，他们为故乡执笔，

用儿童的眼光和亲切淳朴的语言重述中

国民间传说，可读性极强。绘者为活跃在

当今中国童书领域的中青年插画家，为传

说故事绘制的插图充满想象力与艺术表

现力，为知识部分绘制的插图则以实景考

察为基础进行艺术化创作，便于儿童认

知。该书重点选取了陕西省境内最著名、

小读者耳熟能详的人文自然景观及特色

风物，如华山、秦始皇兵马俑、黄帝陵、太白

山等，在此基础上，由熟悉当地文化的儿童

文学作家结合自身理解与体验，演绎出17

个生动传神、传递真善美的传说故事。

营销方向：通过作家讲座、微信公众

号宣传、短视频、线上互动活动、直播带货

等推广图书。

《恰同学少年》陪孩子读毛泽东诗词
信息提供：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营销部 直购通道：李利宏 010-57526588 5

2220002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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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掼蛋心法》既提升牌技又领悟人生
信息提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潘秋华 直购通道：13521251002

重点荐书：《掼蛋心法》

适读人群：掼蛋爱好者

推荐语：掼蛋作为一项竞技

体育运动，有着广泛的群众基

础，为以牌会友、益智健脑、丰富

生活、交流感情提供了充满乐趣

的平台与媒介。该书作者作为

一位经济学博士、管理学教授，

从道、略、术三个方面，讲述了掼

蛋最核心的30个问题，生动有趣，不机械

不教条，不但能提升牌技，还能领悟到人

生哲学与管理思想。

重点荐书：《城市品牌叙事典例》

适读人群：城市营销研究者

推荐语：该书借鉴叙事学和环境记忆

心理学理论，从叙事角度去阐述城市营销

的内容，提出故事城市的概念，创建城市

品牌叙事六维模型。该书上篇提出了故

事城市的六个叙事维度，下篇根

据这六大叙事维度提出了九个

叙事视角，并选取30个典型的中

外城市营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总结和评价，积极探索城市品牌

传播的新方法和新途径。

重点荐书：《京津冀城市群

物流业服务创新能力提升研究》

适读人群：物流学研究作者

推荐语：该书基于物流产业的服务属

性，将物流业对区域内其他产业的服务和

联动发展，作为物流业服务创新能力影响

因素之一，从能力构成视角，对京津冀城

市群物流业服务创新能力影响因素进行

整体和区域分析，构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

系并对京津冀城市群进行实证分析。

营销方向：通过公众号、短视频、电商

优惠购书等方式推广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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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彭庆伟

重庆大学出版社：“图案里的中国故事”挖掘传统图案的人文情怀
信息提供：重庆大学出版社图书营销部 直购通道：023-88617177

重点荐书：“图案里的中国

故事”丛书

适读人群：对中国传统文

化感兴趣的读者

推荐语：该书是一套会讲

故事的图书，它以中国传统年

画、剪纸、纸马、拓片等为图案

素材，按照专题将图案分门别

类，深入挖掘中华传统图案蕴

含的人文情怀。该书对100幅图案的出

处、寓意、典故、民俗、文化、艺术特点等

进行分析和讲述，发掘其丰富的民俗事

象和文化内涵，娓娓道来，让读者在了解

图案名称的同时，更深谙图案背后的来

历和传说故事。

营销方向：着重主流媒体宣传以及

短视频传播，着眼整体打造的规划，精准

吸引受众人群关注。

重点荐书：《躲进房间的孩子》

适读人群：家长、老师、心理咨询师

推荐语：该书精心挑选37个真实案

例，抽丝剥茧，细致解读失控孩子背后的

家庭故事。该书作者是安徽省芜湖市第

四人民医院的专职心理治疗师，书中汇

集了作者运用家庭疗法治疗

37 个具有不同身心问题的孩

子的真实案例，通过对一个个

案例中家庭成员的互动方式甚

至一些隐藏细节的敏锐发现和

剖析，展现了每位“熊孩子”症

状背后深层次的家庭因素。

营销方向：邀请多个心理

学KOL录制短视频在抖音、公

众号推广，推动读者群从专业人士扩散

到家长、老师等大众读者。

重点荐书：《科学之书》

适读人群：科普爱好者

推荐语：该书涵盖从达尔文到暗能

量等科学史上的 250 个里程碑式知识。

时间旅行是可能的吗？什么是莫比乌斯

带、超立方体和超越数？浩瀚的宇宙中

还藏有哪些未知的秘密？该书帮助读者

从头到尾、从一个条目到一个条目编织

起知识之网，满怀敬畏地凝视人类思维

的进化，在无边无际的想象之海上航行。

营销方向：第一轮是由新媒体精准

营销，第二轮通过口碑传播带动电商平

台推广图书。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窑洞红光三部曲》描绘红色遗迹和革命故事

信息提供：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 谦 直购通道：丁小兰 010-68907730

重点荐书：《窑洞红光

三部曲》

适读人群：大众读者

推荐语：该书包括延安

出发、榆林转战、佳县东渡三

卷，是作者常年在陕北进行

红色主题创作的成果。作者

沿着毛泽东转战陕北走过的

地方进行寻访、写生，以水墨

写生和图文记录相融合的形式，描绘、记录

红色遗迹和革命故事。

重点荐书：《好一个北京》

适读人群：大众读者

推荐语：该书围绕北京的食、趣、人、

城、游及记忆，生动呈现北京的过去、现

在与未来，让读者身临其境体验北京心

跳的节奏、建设变化的步伐、永葆生命青

春的奥秘，当代著名作家讲述北京古老

与现代对接的故事，开卷

难忘。

重点荐书：《层峦叠嶂

深不见底：乐黛云自选集》

适读人群：大众读者

推荐语：该书精选我

国比较文学领域的代表大

家乐黛云最为重要的学术

研究成果，系统地展示了

她的学术历程。该书跨文化、跨学科，论

今也谈古，贯穿文史哲，真正做到了“采

撷东西，继往开来”。90 年的沧桑与耕

耘，乐黛云透过历史的层峦叠嶂，在比较

理论中，感受文化研究的真谛。

营销方向：通过线上线下讲座、互动

访谈等活动展开宣传推介，在全国各地

新华书店、图书馆配书和京东、淘宝、当

当等网店销售。

重点荐书：《秦汉的飨

宴：中华美食的雄浑时代》

适读人群：成人读者

推荐语：一本书就是一场

精品文化展。秦汉雄风，盛世

飨宴，历史味道，余韵悠长；食

材烹饪、礼仪制度、饮食器具、

各地食俗；独到视角，细节着

笔，故事讲述，引人入胜。

重点荐书：《宋词里藏着

故事：和孩子一起读懂经典名篇（二）》

适读人群：7岁以上读者

推荐语：该书收录了 25

位词人100多首佳作，68个与

词、词人相关的故事。超多

故事，妙趣横生，短小精悍，

随手翻看；对照历史，词史结

合，生字注音，方便阅读。有

知识，有趣味；每一首隽永美

妙的词作背后，都是一个精

彩万分的故事。

营销方向：通过官媒发

布书讯、书评人评论、新媒体账号宣传、

自媒体带货等方式推广图书。

北京日报出版社：《秦汉的飨宴》回顾中华美食的雄浑时代
信息提供：北京日报出版社 顾 问 直购通道：13811279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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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荐书：《俗话四大名著》

适读人群：中小学生

推荐语：该书由中小学资深

教师根据实践编写而成，作品在

四大名著改编的传统基础上创

新，运用缩写、改编技巧，突出了

四大名著中引用俗话的特点，用

大众熟悉的俗话引出名著故事，

既有整体性，又注重故事的趣味

性，同时还将俗话作为重点，让读者读故

事时，先了解俗话，从而让他们更好地理

解传统文化的魅力。另外，编者不仅设置

小标题，将一个个故事化整为零，而且采

取现代读者喜欢的小段落，融合原著文

字，使名著通俗易懂，符合阅读习惯。

重点荐书：“湖南书法”系列（14辑）

适读人群：书法爱好者

推荐语：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力实施文化强

省战略，湖南省艺术研究院、湖

南省书法院举办了“书道湖南：

湖南省书法院首届学术交流作

品展暨论坛”系列活动。该书详

细记录了活动的相关情况。此

次活动包括了“湖南省书法院首

届学术交流作品展”“是气所磅

磗：颜真卿《大唐中兴颂》当代视角论坛”

和“书道湖湘：颜体书风论文研讨会”。此

次活动对湖南省书法艺术水平的提高和

文化事业健康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有效

的推动作用，有利于提升湖南文化品位、

推动了湖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营销方向：通过名著名师进校园活

动、现场书法授课等方式推广图书。

湖南大学出版社：《俗话四大名著》用大众俗话引出名著故事
信息提供：湖南大学出版社 朱治国 直购通道：13907314647

“吴有用宋朝上学记”开启宋朝学习之旅
信息提供：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直购通道：0791-86508082

重点荐书：“吴有用宋朝

上学记”系列

适读人群：7~12岁读者

推荐语：告别唐朝，变身

为《宋朝诗词选》的小诗仙带

着吴有用来到宋朝，开启新的

学习之旅。吃在宋朝，你不仅

能享受到外卖服务，还能“扫

码”，只是这“扫码”或许跟你

想的不太一样。玩在宋朝，别

忘了去逛逛大相国寺，这不仅是一座寺

庙，更是熙熙攘攘的宠物市场，要注意哟，

在这里买猫可大有讲究。学在宋朝，这里

有豪放不羁的苏轼，有学识过人的沈括，有

铁面无私的包拯，还有个油嘴滑舌的贾发

财。总之，汴京城里热闹多，欢迎来宋朝！

营销方向：一是音频故事推广，在喜

马拉雅平台进行推广。二是新媒体推广，

通过抖音大V进行直播和短视频推广。

重点荐书：《寻宝记神兽

发电站8》

适读人群：少儿读者

推荐语：该书是一部集

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的漫

画小百科。每个章节以神兽

之间轻松、搞笑的互动场景

为切入口，讲述我们生活中

那些稀松平常事物背后的故

事。不仅帮助小读者增长知

识、开阔视野，还能培养他们的好奇心与

求知欲。该书一改科普读物枯燥乏味的

表现形式，通过趣味漫画和逗趣小故事，

另类讲解有趣又实用的小知识。同时知

识页采取“手账”的排版形式，画面更加

生动有趣，提升孩子的阅读兴趣。让小

读者分分钟化身朋友圈中的“知识大

神”，在快乐阅读的同时收获知识，感受

知识带来的乐趣。

《太阳记：从太阳神到观星者》打造跨越时空的史诗科普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比利时新锐插画家、畅销书作家彼得·胡斯新书《太阳记：从太阳神到

观星者》由中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本关于太阳的手绘科普百科全书，从时间、地域、学科三个维度

讲述了太阳以及与太阳相关的科学知识。书中展示了从亿万年前至今世界各地各种文明对太阳的观

察和记录，内容涉及神话传说、天文历法、文化艺术、历史遗迹、生命历程、物理学及科学技术等众多领

域，是一本内容丰富立体、可读耐看的百科全书。

据了解，该书开本为8开，共有36页手绘高清跨页大图，包含360余个知识点。每一跨页为一个科

普主题，包含若干知识点，各知识点相互呼应但又相对独立，既方便读者宏观掌握知识脉络，又利于读

者理解消化。每个知识点配有一幅至若干幅准确、生动的插画，不仅呼应文字做了客观的图解，也使读

者对内文的时代背景有了更深的了解。例如，开篇的《史前天文学》列举并介绍了拉斯科洞窟中关于恒

星的壁画、在冬至日能照进爱尔兰纽格莱奇墓最深处的阳光、英国的巨石阵、距今3400年的特伦霍尔姆

太阳战车等，让读者在时光穿梭中体验世界各地有关太阳的文化积淀和历史传承。 （尹 天）

《太阳记：从太阳神到观星者》（比）彼得·胡斯著绘 陈琰璟译/中译出版社2022年5月版/1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