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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我们这
精品好书体现文化企业责任担当

十年腾飞路

从 2012 年到 2022 年，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以下简称
以下简称苏教社）经历了不平凡的十年。

年

教育出版把握政策导向推动发展
教育出版受政策影响大，这一点从事教育出版的人都深有
体会。每次政策出台，都会带来教育出版格局的大调整。我认
为，政策调整是希望市场良性竞争，更好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实现育人目标。为此，我们一直要求苏教社干部员工从正面把
握政策导向，
积极调整出版行为，
推动政策落地见效。
2013 年秋学期江苏省全面落实“教辅新政”，给苏教社带来
巨大经营压力。评议教辅限品种、限印张、限定价；市场化助学
读物发行空间下降，利润摊薄。但危中有机，应该顺应政策要
求，进行品种结构的调整，化被动为主动。为此，我们迅速启动
了评议教辅的编写、出版和送审，加大了市场化助学读物的宣传
营销力度，同时开展内部改革，从以产品为主导的经营模式向以
市场为导向的多元机制转变，
一系列举措稳住了生产大盘。
2017 年三科统编教材的使用，给苏教社经营大盘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影响。苏教社小初高全学段语文教材，小学品德与生
活、品德与社会教材逐步退出市场，短期给经营指标带来了巨大
压力。作为专业的教育出版社，教材始终是我们的立身之本、重
中之重。从最早的省编试用教材，到全国通用的新课标教材，苏
教版教材不仅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革，刷新着不断进步的教育
理念，也培养了一代代的教材编写者和出版者。困难面前，全社
员工齐心协力，寻找新的突破口，通过调整产品结构、研发新品
种、推进数字化融合创新等方式，实现了经营大盘稳步增长。同
时，我们也在现存教材的建设上加大投入，收到了明显成效。在
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中，苏教社 9 种教材荣获全国优秀教
材奖，小学科学教材获一等奖，小学数学、初中劳动与技术、高中
语文、高中数学、高中通用技术等 8 种教材获二等奖。
2021 年的“双减政策”给苏教社带来了新的挑战。我们全
社员工一起学习领会文件精神，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应对，
提前谋划，研发符合“双减”精神的教育产品和服务，助力“双减”
精神在学校、家庭的落实，把挑战变成高质量发展的机遇。为
此，社内相关部门反复研究，多次调研，大家对原有的出版结构
进行了调整，梳理品种，升级内容，力求做到减量提质增效，比如
响应分层作业的要求，在教辅中标注必做题、选做题，编排更多
开放题、探究题，引导学生自主探究，提升思维品质。同时，大家
还聚焦“双减”要求，积极开发实践性、动手性图书，以及教师教
学和专业成长类图书，让“双减政策”的落实成为出版社进一步
发展的契机。

海外并购实现国内国际双向拓展
美国出版国际有限公司（简称 PIL）业务并购，是苏教社海外
业务扩张、进军少儿市场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步棋我们走得
非常漂亮，不仅买到了一个高价值的海外资产，把国际化向前推
进了一大步，而且进行了消化吸收创新，培育了苏教社有声童书
板块和童书品牌，可谓一举两得。
PIL 总部位于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儿童图书出版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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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出精品好书是出版社的责任担当，也是宣
传文化战线的使命。主题出版体现一个社的政
治站位和大局意识，非常重要。我们的主题出版
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反映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
的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体现服务大局的使命担
当。之前有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早年周
恩来》
《我的天堂》，后来有获江苏省委宣传部“五
个一工程”奖的《江边中国》。二是从传承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为社会文明进步提供
正能量。比如汇集中国古代家风塑造、言行训
诫、道德教诲乃至治国大道的《江苏好家训》，描
述虎丘泥人滥觞、衰落历程及百余年来工艺延续
相传境况的《虎丘泥人一千年》，提供给海外汉学
家作为案头工具书的《中国文化知识词典》。三
是强化未成年人品德教育，培养青少年爱党、爱
国、爱家乡的美好情操。比如讲述我军各个历史
时期英雄人物故事的《打
胜 仗 —— 中 国 人 的 血 性
在这里》，讲述中国现代
文化教育历史上大师级
人物的《师道》，展现江苏
这片红色热土上革命先
烈抛头颅、洒热血感人故
事的《碧血忠魂——江苏
革命先烈事迹连环画》。
在获奖图书、规划项
目和基金项目上，我们专
注于文化学术研究成果
的出版，取得了不错的成
绩。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
学史》
《中国文学图像关
系史》等获中国出版政府
奖。
《昆曲表演学》
《当前
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
究》等获中华优秀出版物
奖。作为全国“三大奖”之一的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创立至今，苏
教社已经连续 7 届荣获该正式奖项，全国仅有 4 家出版社获此殊
荣。
《世界城市研究精品译丛》
《百年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
等 14 种图书入选国家“十三五”出版规划，
“ 现代学前教育观念
丛书”等入选国家“十四五”出版规划。
《虎丘泥人一千年》
《天人
之变——气候变化与文明进程》等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近十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精品教育读物的研发，普及教育
常识，推广教育范本，尤其是每年教师节推出的主题读物，如“幸
福教育的样子”丛书、
《师道》等，赢得了教育界好评。另外，
“2021 年度全国政协委员优秀履职奖”教育界唯一获奖委员，被
称为“网红校长”的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好的教育”
系列图书在我社出版，其中《好的教育：我说的不过是常识》
《好
的教育：
把理想做出来》广受好评。
在图书装帧设计方面，我们也获得多个国内国际大奖，
《留
园印记》
《活字》
《再会邮简》
《阳澄笔记》
《泰州城脉》
《心帆飞扬：
杨明义的江河湖海》等获“中国最美的书”称号，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
《江苏老行当百业写真》呈现了江苏老行当手艺人的智慧和
气质，其独特的设计获 2019 年度“世界最美的书”荣誉奖、德国
设计奖金奖、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装帧设计奖。

其 pi kids 品牌童书占据全球儿童有声图
书市场 90%以上份额，拥有全球市场每一
个主要儿童卡通形象的出版许可权利，构
建了成熟的全球运营网络，能够以多种语
言出版儿童读物，年销售童书 2300 万册，年销售收入
1.1 亿美元。公司在有声童书这一细分市场有绝对的掌
控力，但是，创始人韦伯先生年纪渐长，两个儿子又不愿
意继承家业，
所以韦伯先生动了出售资产的念头。
2013 年 10 月，获悉 PIL 有意出售其童书核心资产
后，凤凰集团高度重视，以苏教社作为收购主体，聘请中
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美国美迈斯
律师事务所等国际一流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在集
团领导带领下，我们工作小组多次前往美国，双方在交
易方式、净营运资金、授权转让费等多个关键领域呈现
拉锯式谈判，难度超乎预期。经历数十次、上百小时的
电话会议和无数次的争论甚至争吵，双方的立场终于一
点一点靠近。谈判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以前学过
绘画，为韦伯先生手绘了一幅人物素描，画像中韦伯先
生一手抵着额头，一手夹着摘下的眼镜，凝神沉思，浅露
笑意。韦伯收到素描后十分激动，动情地说：
“这是我一
生中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2014 年 5 月 13 日，双方终于签署了《资产购买协
议》，苏教社收购 PIL 公司童书业务及其位于德国、法
国、英国、澳大利亚、墨西哥等海外子公司的全部股权和

资产，7 月 15 日完成交割。将上述业务和资产全部移入新成立
的位于美国芝加哥的凤凰国际出版有限公司（PIP）。作为 PIP
的母公司，苏教社除了大力支持 PIP 布局全球市场外，还积极推
动 PIP 有声童书汉化，打开国内市场。我们依托公司平台，与美
国团队合作，策划、研发、出版了首批 pi kids 中文版产品，开发
“Me Reader 故事机”
“冰雪奇缘”
“艾瑞·卡尔”等知名 IP 的有声
童书中文版，顺势打造 pi kids 中文版“皮克童书”品牌，带动苏
教社强力进入少儿市场，在新华书店、独立书店、玩具母婴店、各
类电商平台、银行异业市场等多渠道铺货销售，取得佳绩，
《冰雪
奇缘》有声书单品销售过万，
《pi kids 皮克童书·米奇的小伙伴
们》发行量累计近 25 万册。
有了有声童书汉化的成功经验，我们很快开始了自主研发，
深挖传统文化，结合发声、立体、胶片等创新工艺，开发出了原创
“童蒙文化”有声书系列，打响了“皮克童书”、
“纸狐狸”品牌，成
功打造了《神奇的数学》
《我能做得好》
《读给孩子听的四季诗词》
等一批畅销童书。
（作者系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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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少儿出版精品之河注入不竭活水
□王泳波

新时代的伟大变革，为记录时代进步、书写辉煌成就
的中国出版事业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少儿图书市场也
在这十年间保持了高速增长，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少儿
图书市场，少儿出版事业阔步迈进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十
年，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紧跟时代步伐，守正创新、锐
意进取，坚持社会效益为先，围绕大众、教育、期刊三大板
块，出版了一批“双效合一”的精品读物，被国家新闻出版
署评为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有 3 种图
书荣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3 种图书分
别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正奖及提名奖；4 种图书入选“中国
好书”年度榜，11 种图书入选月度榜等。这些成绩既是对
苏少社守正创新的赞许，
也是对苏少人锐意进取的肯定。

紧扣时代脉搏，
聚力主题出版
这十年，少儿主题出版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在出
版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明显提升。在此背景下，苏少社紧紧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要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树立远大志
向、培育美好心灵”的重要讲话精神，
“十三五”时期重点开
展了主题出版的系列探索和创新，逐步形成了新时代少儿
主题出版的宗旨：讴歌新时代，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
为“培育时代新人”打造时代性、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精
品力作。
苏少社紧扣时代脉搏，创新主题出版格局，将主题出
版重点项目列为社委会工程，从全局高度做好顶层设计、
系统谋划、统筹推进，打破传统编辑部的工作方式，构建项
目化运营新机制，做到兼具“有意义”和“有意思”，使得主
题出版精品佳作不断面世。自 2015 年中宣部开设主题出
版重点出版物选题评选以来，我社已有 5 部作品入选。在
入选的这些作品中，有书写时代英雄、赞美公安民警的儿
童小说《因为爸爸》；有纪念西藏民主改革 60 周年的墙书
《坐着火车去拉萨》；有面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抗疫故事”
的“童心战‘疫’
·大眼睛暖心绘本”；有献礼建党百年的“童
心向党·百年辉煌”绘本书系；有继承与弘扬新安旅行团精
神的儿童小说《中国少年》。我们的主题出版作品坚守儿
童本位理念，坚持“小切口、大叙事”，实现了儿童小说、科
普墙书、低幼绘本等多元形式呈现，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
展。2021 年，我们与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联
手，利用 5G 技术实现《光明》
《中国天眼》等主题图书的全
景可视化开发，带给读者沉浸式阅读体验，对主题出版融
合发展进行了有益尝试。苏少社的主题出版成果宗旨明
确、特色鲜明、形式丰富，成为少儿主题出版领域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发挥专业优势，
深耕原创精品

积聚版贸优势，
打造版权优质项目。
2020 年，
习近平总书记
对新闻出版工作者提出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抗击疫情故
事，展现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的要
求，苏少社立即响应、迅速策划出版“童心战‘疫’
·大眼睛
暖心绘本”书系，并同步开展版权输出工作，成功输出 19
国版权，成为中国原创童书“现象级”的海外出版案例。苏
少社积极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版权输出市场，注重
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出版，推动更多苏少社的精品佳作
“走出去”
。

坚守育人根本，夯实教育出版
这十年，教育出版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教育方
针，加强对当前教育新理念、新模式、新需求的研究，打造
能够及时适应教育改革与发展需要的出版物。苏少社教
育出版也以“培根铸魂，启智增慧”为根本遵循，牢固树
立精品意识，在编写、出版、印制和发行各
个环节精益求精，整体保持着良好的发展
态势。
苏少社的教材产品特色鲜明，拥有《美
术》
《音乐》
《书法练习指导》三科小学艺术
类国标教材。在国家越来越重视学生综合
素质的背景下，我们紧跟国家教育改革趋
势，系统性建设艺术课程、幼教课程和配套
教辅，形成以国家级教材为主，省级、地方
性教材为辅的教材精品产品线，保证核心
教育产品的有序出版，不断提高专业教材
出版的质量。2021 年，苏少版《美术》
《音
乐》
《书法练习指导》获首届全国教材建设
奖基础教育类教材二等奖。十年间，当每
一年的开学季来临，苏少版艺术教材都准时出现在孩子们
的课桌之上，我们为孩子们打开通往艺术之美的大门，也
带来了党对少年儿童的关心关爱。

这十年，少儿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为原创儿童文学提
供了丰饶的土壤，儿童文学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备受关
立足品牌开发，开展刊群建设
注 的 领 域 ，进 入 注 重 文 学 品 质 与 艺 术 特 色 的 新 发 展 阶
段。苏少社具有原创儿童文学出版的深厚渊源和传统，
这十年，少儿期刊逐步实现集群化、品牌化发展，我们
曾出版《草房子》
《我要做好孩子》
《乌丢丢的奇遇》等一大
坚持市场化办刊，持续开发新品种、开拓新渠道，以“品牌
批儿童文学佳作。我们在继承纯美儿童文学传统的基础
化”的理念开展刊群建设，目前旗下已拥有 8 种期刊，形成
上，形成了以现实题材为主的鲜明特色，并且持续凝聚创
包含文学、科普、启蒙、益智、阅读等多门类、多品种、成体
作力量、升华创作优势，为广大少年儿童打造具备思想
系的少儿阅读期刊群。
性、时代性和文学性的精品佳作，保持了
苏少社儿童文学出版的“原创重镇”地位。
十年来，苏少社持续耕耘，出版了一
大批原创精品，在中国出版三大奖评选中
屡获殊荣。
《艾晚的水仙球》
《小水的除夕》
《因为爸爸》分别获得第十二届、第十三
届、第十五届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
一工程”奖；
《童眸》
《余宝的世界》和“童心
战‘疫’
·大眼睛暖心绘本”获得中国出版
政府奖正奖和提名奖；
《余宝的世界》
《水
獭男孩》和“豆子地里的童话”系列分别获
得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
物奖。值得一提的是，自 2013 年由中国图
书评论学会主办的“中国好书”评选活动
开启以后，我社图书多次入选“中国好书”
榜单：
《小水的除夕》
《童眸》
《大水》
《乘风
破浪的男孩》分别入选 2014 年、2016 年、
2018 年、2020 年“中国好书”年度榜；
《青
春恰自来》等 11 部作品入选“中国好书”月
在各具特色的苏少版期刊中，
《儿童故事画报》
《少年
度榜。这些成果的获得，与我们编辑团队孜孜不倦的追
文艺》等专注于开发少儿阅读题材，多次入选“向全国少年
求、锲而不舍的努力密不可分，大家精心维系曹文轩、黄蓓
儿童推荐百种优秀报刊”，多个栏目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
佳、金波、梅子涵等国内名家，锻造一流文学佳作，同时积
《东方娃娃》深耕婴幼儿阅读，两度入
极培养和打造以祁智、韩青辰、赵菱、王一梅、孙卫卫、小河 “原动力”项目资助；
丁丁、郭姜燕、刷刷、杨娟、荆凡等为代表的中青年作家群， 选“全国百强期刊”，获得过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提名
奖；
《七彩语文》致力于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十年间
挖掘全新的创作题材，拓展儿童文学的视野与边界，为苏
由一份月发 20 万册的刊物成长为月发 160 万册的超级大
少社原创精品之河注入不竭活水。
刊。近年来，苏少版期刊注重主题出版，通过体系化建设
创新版贸路径，
讲好中国故事
拓宽少儿刊群主题出版维度，
“ 红领巾寻访革命圣地”和
这十年，加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成为中国文化国际传 “恰同学少年”栏目入选中宣部“青少年期刊讲党史”100
个重点选题。苏少社期刊为新时代少年儿童提供了丰富
播的一大特色，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力显著增强。苏少社的
的阅读选择，
把更多的精神食粮奉献给祖国的花朵。
出版国际化工作，一直紧跟国家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步
回望这十年，是苏少社强化文化担当、开拓进取的十
伐。特别是国家“十三五”规划以来，我们以“讲好中国故
年。展望未来，苏少社将继续坚守“为新时代少年儿童提
事”为己任，立体多维开展出版国际化工作。2019 年和
2021 年，
苏少社两次被评为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供优秀精神食粮，引导他们扣好人生第一颗扣子”的根本
目标，启航新征程，为培养造就堪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做
在实践工作中，苏少社根据自身出版优势，立足版权
输出、版权引进、国际组稿、同步出版、文化交流五大层面， 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
通过精品输出、平台打造、机制构建以及高端人文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