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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实主题出版 做强原创精品 做新品牌经典

2019 年接力出版社二百余种新书亮相图书订货会

主题出版：

为孩子系好人生第一颗纽扣

2019 年接力出版社继续深耕主题出版板块， 用少年

儿童读得懂、喜欢读的方式，精心策划、出版讲述中华英雄

人物故事、展现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以及人类思想史上

的经典之作等一系列精品力作，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核心

价值观。

接力出版社与党建读物出版社

共同出版中宣部策划组织的重要出

版项目 “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丛
书， 携手打造时代先锋人物书系。

“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首批 15种，

徐鲁、汤素兰、葛竞、吕丽娜等著名

儿童文学作家用充满童趣的美文，

描述了雷锋、王杰、王进喜、钱学森、

华罗庚、常香玉、中国航天员、中国

女排等英雄人物的感人故事， 为孩

子系好人生第一颗纽扣。

“少儿万有经典文库”是专为

8?14 岁青少年量身定制的一套

经典书系，《资本论（少儿彩绘版）》

《本草纲目（少儿彩绘版）》《山海经

（少儿彩绘版）》《物种起源（少儿彩

绘版）》《国富论（少儿彩绘版）》《天

演论 （少儿彩绘版 ）》6 种 ，发行量

35 万册。 其中《资本论（少儿彩绘

版）》 版权输出至俄罗斯，《本草纲

目（少儿彩绘版）》入选国家新闻出

版署 2018 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

的百种优秀出版物。 《山海经（少儿

彩绘版）》 入选十八大以来 30 本

桂版好书、《中华读书报》2017 年

度百佳图书。 2019 年还将推出《共

产党宣言 （少儿彩绘版）》《自然史

（少儿彩绘版）》《天工开物（少儿彩

绘版）》3 种。

2019 年， 接力出版社还将壮

大 “彩虹鸟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书
系”， 陆续出版呈现中国当代少数

民族儿童生活精神风貌和成长历

程的儿童小说系列，展现各族少年

儿童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和成长

轨迹。 “彩虹鸟少数民族儿童文学

书系列”已出版《花石木鸟》《五色

树》《萤火虫河谷》3 种。

原创图画书：

名家新作拓展品牌版图

经过长期的品牌维护，接力出

版社重点打造的“娃娃龙原创图画
书”系列不断壮大，已出版《章鱼先

生卖雨伞》《鄂温克的驼鹿》《驯鹿

人的孩子》《仙女花开》《萤火虫女

孩》《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山溪唱

歌》《走出森林的小红帽》《乌龟一

家去看海》《云朵一样的八哥》《麻

雀》《外婆变成了老娃娃》《不要和

青蛙跳绳 》13 种 ，《走出森林的小

红帽》版权输出到法国和埃及，《鄂

温克的驼鹿》版权输出到加拿大。 超过一半的图书获得中

外奖项，《乌龟一家去看海》荣获 2018 年国际儿童读物联

盟 IBBY 荣誉作品奖；《萤火虫女孩》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

2018 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出版物以及原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2017 年度“大众喜爱的 50 种图书”。

《不要和青蛙跳绳》累计发行量近 12 万册。

2019 年将出版 2016 年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与

2018 年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欧尼可夫携手创作的 《永不停
止的奔跑》。

儿童文学作家彭懿最新创作了 3 本好玩、好看、感人

的图画书《我用 32 个屁打败了睡魔怪》《守林大熊》《山楂
村和狗獾村》。

保冬妮创作的“二十四节气旅行绘本”系列，以二十四

节气为时间线，带读者感受最具特色的地方文化。

儿童文学作家 “花婆婆 ” 方素珍与著名图画书画

家 、第 25 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图双年奖 （BIB）入

围者徐开云携手创作的原创图画书 《募捐时间 》即将出

版。

首届“接力杯金波幼儿文学奖”金银铜奖在 2018 年揭

晓。 今年将出版铜奖获得者黄木华创作的 《藏起来的鞋
子》。 铜奖获得者刘宇航创作的《好想好想吃草莓》。

儿童文学：

新人新作新题材集结出发

在儿童文学板块：接力出版社始终坚持“精中选优”的

出版原则，不断出版有创意、有价值、有影响的中外儿童文

学精品。

在原创儿童文学方面， 首次携手世界首席 Ted 演讲

者、“世界魔方盲拧第一人”庄海燕打造儿童奇幻冒险小说

“记忆大师”系列。由幻想儿童文学作家陈佳同创作的具有

史诗气质的动物奇幻文学《白狐迪拉》，该书英文版权已被

“哈利·波特”作者 J.K. 罗琳的编辑、国际著名出版人、英

国 Chicken House 出版社总编辑 Barry Cunningham 购

买，中、英文版同步上市。

中国原创儿童探险小说领军人物彭绪洛为中国青少

年量身打造的实地探险小说《绝地探险任务》。 “怪物大师”

系列图书自上市以来热销近 2000 万册。最新一册《蓄势待
发的炎龙神》将于今年上市。中国历史冒险小说“春秋少年
风云传”由儿童文学作家王磊创作，讲述了性格各异出生

入死的神奇故事。

在引进儿童文学板块：2019 年将推出日本幻想小说

的开山之作、佐藤晓的代表作《谁也不知道的小小国》系列

等 5 册，今年首次在国内结集出版。

《接力国际大奖儿童文学书系》是国际安徒生奖得主、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著名阅读推广人王林主编的一

套国际大奖儿童文学书系， 同时为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创

作、出版、阅读提供借鉴。 2019 年，即将出版第一部获得企

鹅守护者奖的作品《雷与电》，日本儿童文学温暖了日本三

代人的家庭教育童话《阿信坐在云彩上》和描绘未来太空

生活的《太空男孩》三种。

自 2014 年《荒野求生》系列图书出版以来，发行量达

1000 万册，累计码洋 2.4 亿。其中“荒野求生少年生存小说

系列”最新一本《海鹦孤岛的绝密探查》已上市。

科普百科：

多学科分类分级，

提升少年儿童科学素养

接力出版社针对学龄前、幼小衔接、中小学等不同年

龄段，引进出版翻翻书、游戏书、贴纸书、实验教材、读书笔

记等多种类型，涵盖地理、历史、数学、艺术、化学等多个学

科的经典科普品牌及畅销力作。

针对学龄前儿童，由英国尤斯

伯恩出版公司独家授权、风靡全球

的《尤斯伯恩》科普经典品牌系列

图书再添新作， 后续 22 种于今年

上市。 截至目前，接力出版社已经

出版的“尤斯伯恩”系列 152 种，包

括 《我的第一本英语单词书》、《尤

斯伯恩看里面·低幼版》、《给孩子

的艺术创想·发现与涂色》等。

被旅行者誉为 “旅行圣经”的

孤独星球推出的品牌童书《孤独星
球》童书系列由接力出版社独家出

版，2019 年即将出版 23 种， 包括

《我的神奇发现身高尺》《我的创意

旅行大地图 》《百变贴纸游戏书 》

等；《给孩子的旅行书》系列，一网

打尽全球 45 家博物馆的 118 件

有趣藏品；讲述藏品的来龙去脉和

背后的故事，带领孩子发现博物馆

中的奇妙世界旅行的《藏在橱柜里

的博物馆》；设计了 19 条城市主题

游览路线， 等世界名城的历史故

事 、风土人情 、传统文化 、名人趣

事、美食美景的《城市大发现》。

面向小学中高年级， 即将出

版风靡 29 个国家、 受到亿万小

读者和众多成人读者喜爱的畅销

之作《我的野生动物朋友》《TEAM

动手探索系列》与风靡美国校园的《美国少年学霸超级笔
记》系列。 《我的野生动物朋友》的简体中文版自上市以

来，销售逾 100 万册。

《美国少年学霸超级笔记》系列最初是校园里流传的

学霸们的学习笔记， 涵盖了 8 个中小学学科的主要课程，

后经美国国家年度教师奖获得者审订补充并最终成书，成

为美国学生课外学习的重要的通识教育读物，本系列将于

2019 年出版。

适合青少年阅读的《看见科学：给孩子的万物探秘书》

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小学科学课程课外读物。

金曹双奖：

持续打造精品文学盛宴

2018 年首届接力杯金波幼儿文学奖、 接力杯曹文轩

儿童小说奖揭晓金、银、铜奖作品。 郑春华创作的《米斗的

大计划》、王璐琪创作的《给我一个太阳》，这两部作品已上

市，后续图书将于今年出版。

《捡到一只大象———首届接力杯金波幼儿文学奖美文
悦读》是“首届接力杯金波幼儿文学奖”获奖及入围作品

集，铜奖作品《藏起来的鞋子》《好想好想吃草莓》《山楂村

与狗獾村》今年上市。

“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银奖作品《黄羊角》和铜

奖作品《羊儿在云朵里跑》以细腻的笔调刻画出几代人在

家乡与他乡之间徘徊的矛盾状态，让孩子从血脉的源头获

取力量，探索故乡，真正成长。

“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美文悦读”以获奖作品《今
天要问的问题》《红围脖》《黑勺》《安和小美》为代表，银奖作

品《良夜灯火》、入围优秀作品《三千星》也将于今年出版。

第二届“接力杯金波幼儿文学奖”“接力杯曹文轩儿童

小说奖”已经开始征稿，期待更多优秀的作品和作家涌现

出来，用更多更好的作品为孩子们打好精神底色，促进中

国幼儿文学和中国儿童小说事业的繁荣发展。

2018 年，接力出版社共有 62 种图书获得中外奖项、入选重
点推荐书单，有 108 种图书版权输出到法国、俄罗斯、加拿大等
国家和地区，同比提升 13%。 全年发货码洋 8.04 亿，同比增长
5.79%，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 108.98%。 其中，一般图书发货码
洋 5.77 亿，同比增长 3.42%，利润增长 5.20%。

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说，2019 年， 接力出版社有 200 余
种新品亮相北京图书订货会。 在新的一年里，接力出版社将继续
坚持价值出版理念，做好主题出版，策划出版真正有社会影响力
的双效精品力作，用创新产品和创新服务，为少年儿童读者提供
阅读惊喜，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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