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9月22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李妍文件18

第二届湖南出版政府奖获奖名单
� � � �一、 图书奖

（一） 特别奖 （7个）

书名 著作责任者 责任编辑 出版社

1. 《湖湘文库》 《湖湘文库》 编纂委员会

2. 《针灸学通史》 马继兴著 李忠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3. 《王子的长夜》 秦文君著 周倩倩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4. 《向南 ！ 向南 ！ ———中国人在
南极》

金涛著 李小娜 湖南教育出版社

5. 《长津湖》 王筠著 邓映如、 谢迪南 湖南文艺出版社

6. 《铸剑》 龚盛辉著 林澧波、 王斌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7. 《今天， 我们怎样走群众路线》 高新民、 邹庆国、 仰义方著 黎晓慧、 李思远、 唐艳 湖南人民出版社

� � � � （二） 正式奖 （7个）

书名 著作责任者 责任编辑 出版社

1. 《 红 藏 ： 进 步 期 刊 总 汇
（1915—1949）》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
1949）》 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章育良 、蒋海文 、李勇 、暴红博 、李志
红、王正杰、王晓园、康剑君、谢鸿燕、
姚海琼

湘潭大学出版社

2. 《历代辞赋总汇》 马积高主编 刘茁松、 徐应才、 陈新文、 曾昭来 湖南文艺出版社

3. 《兴国之魂———积极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讲》

戴木才主撰 张丽英、 胡茂永、 李军 湖南教育出版社

4. 《湖湘文化通史》 朱汉民总主编 蒋浩、 龚昊 岳麓书社

5. 《湖南动物志》 《湖南动物志》 编撰委员会编著 刘堤地、 欧阳建文 湖南科技出版社

6. 《黄永玉全集》 刘骁纯、 李小山主编

柳刚永、彭勇、莫宇红、杨小兰、范琳、
吴海恩 、杜作波 、成琢 、张抱朴 、陈荣
义、李斌、徐盾、曹勇、李松、王柳润、郭
煦、李坚、邹方斌、戴宇、郑良、林广平

湖南美术出版社

7. 《活着之上》 阎真著 龚湘海、 苏日娜、 刘雪琳 湖南文艺出版社

� � � � （三） 提名奖 （16个）

书名 著作责任者 责任编辑 出版社

1. 《百 年 中 国 艺 术 史 （ 1900—
2000）》

邹跃进、 李小山主编

柳刚永、彭勇、莫宇红、杨小兰、范琳、
吴海恩 、杜作波 、成琢 、张抱朴 、陈荣
义、李斌、徐盾、曹勇、李松、王柳润、郭
煦、李坚、邹方斌、戴宇、郑良、林广平

湖南美术出版社

2.《中国抗战版画选集》（上下卷） 李允经、 李小山主编 彭英、 邹方斌 湖南美术出版社

3 《新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变迁》 张红宇著 李思远 湖南人民出版社

4. 《延安文艺大系》 刘润为主编
徐应才、刘茁松、张璐、刘人博、唐明、
耿会芬、冯博、谢爱华、杨阳、刘贝、易
见、丁丽丹

湖南文艺出版社

5.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 周仲英、 于文明主编 黄一九、 李忠、 王跃军、 王李等 湖南科技出版社

6. 《中国民族节日风俗故事画库》
（中英双语典藏版）

陈雅丹、朱训德、蔡皋、方素珍、
汤素兰 、王一梅 、冰波 、萧袤等
著，胡丹译

刘艳彬、 吴蓓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7. 《红辣椒书系》
邓湘子、牧铃、毛云尔、周静、谢
宗玉著

聂欣、 周倩倩、 熊楚、 陈筠、 康沁芯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8. 《“523” 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访
谈录》

屠呦呦 、罗泽渊 、李国桥 、张剑
方、吴滋霖、施凛荣等口述，黎润
红整理

朱微 湖南教育出版社

9. 《西方史学思想史》 于沛主编 刘新民、 武巧燕 湖南教育出版社

10. 《郭嵩焘全集》 梁小进主编 马美著、 刘文 岳麓书社

11. 《湖南省现代农业气候区划》
廖玉芳、 汪扩军、 赵福华、 白
树仁等编著

卢宇 湖南大学出版社

12. 《肺癌》
何建行、（美）托马斯·丹密考、支
修益主编

李娴、 李媚 中南大学出版社

13. 《清季外交史料》
王彦威、王亮辑编，李育民、刘利
民、李传斌、伍成泉点校

刘苏华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4. 《中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研究
丛书》

刘湘溶主编
刘苏华、 胡亚兰、 江洪波、 何海龙、
黄林、 李莉凤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5. 《命脉———中国水利调查》 陈启文著 阳勇、 王晓园 湘潭大学出版社

16. 《耶路撒冷三千年》 张倩红、 马丹静译 李保华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 � � �二、 音像制品、 电子出版物和网络出版物奖

� � � � （一） 特别奖 （2个）

出版物名称 出版单位 制作单位

1. 《中国有色金属知识库》 中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中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 《红网手机报》 湖南红网新闻网络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红网新闻网络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二） 正式奖 （4个）

出版物名称 出版单位 制作单位

1. 《湖湘旧报》 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 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

2. 《心声音频馆》 天闻数媒科技 （湖南） 有限公司 天闻数媒科技 （湖南） 有限公司

3. 《我是中国人———抗日老兵话当年》 湖南教育音像电子出版社 湖南教育音像电子出版社

4. 《有色金属期刊移动应用集群》 中南大学出版社 中南大学出版社

（三） 提名奖 （8个）

出版物名称 出版单位 制作单位

1． 《翻开这一页》 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
今时讯文化传媒 （北京） 有限公司、 武汉联宇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浙江中南卡通股份有限公司

2. 《走向世界的华人作曲家名曲》 湖南国风电子音像出版社 湖南国风电子音像出版社

3. 《美仑艺术数字资源中心》 湖南美术出版社 陕西时光软件有限公司

4. 《黄永玉传奇》 湖南美术电子音像出版社 湖南美术出版社、 湖南广播电视台经视频道

5. 《时刻新闻客户端》 湖南红网新闻网络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红网新闻网络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6. 《健康科普进农家》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录音制作：湖南省木偶皮影保护传承中心音乐工作室
动画制作：长沙市开福区妙思动画设计工作室、湖南梦浩动漫制
作有限公司、长沙市雨花区软堂动漫设计工作室
音乐制作：罗旦典

7. 《啪啪三国》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火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8. 《机械工程系列立体教材》 湖南大学出版社 湖南中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 � � �三、 装帧设计奖
（一） 正式奖 （4个）

作品名称 出版单位 设计者

1. 《讨山记》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朱赢椿

2. 《镜像———韩家英设计》 湖南人民出版社 韩家英工作室、 陈新

3. 《鲁迅藏外国版画全集》 湖南美术出版社 戴宇

4.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湘潭大学出版社 郭天民、 刘扬

� � � � （二） 提名奖 （10个）

作品名称 出版单位 设计者

1. 《虫子旁》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朱赢椿、 皇甫姗姗

2. 《2014艾特奖获奖作品年鉴》 湖南科技出版社 殷健

3. 《我的简史》 湖南科技出版社 谢颖

4. 《中国抗战版画选集》 （上下卷） 湖南美术出版社 彭莹、 朱俊

5.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湖南文艺出版社 车球装帧设计

6. 《狮心绘意———中新儿童文学原创作品》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赵容浩、 罗曦婷、 林蓓

7.《中国民族节日风俗故事画库》（中英双语典藏版）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陈姗姗、 陈泽新

8. 《苏联演变与民族问题研究》 湖南教育出版社 肖睿子

9. 《千年一叹》 （中国国家地理图文版） 岳麓书社 何睦

10. 《岳麓书院史话》 （精装） 湖南大学出版社 吴颖辉

� � � � �四、 印刷复制奖
（一） 正式奖 （4个）

序号 书名 印刷复制单位 出版单位

1 《延安文艺大系———延安文艺史卷》 （上下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湖南文艺出版社

2 《书画百家诗》 湖南嘉诚印务有限公司 湖南美术出版社

3 《探访·湘西传统村落》 长沙玛雅印务有限公司 湖南美术出版社

4 《心花》 湖南雅嘉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海南出版社

� � � � （二） 提名奖 （9个）

序号 书名 印刷复制单位 出版单位

1 《大美郴州》 长沙市雅高彩印有限公司 湖南人民出版社

2 《从湖湘走向世界》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 湖南教育出版社

3 《与点 我的时光之书》 湖南超峰印务有限公司 湖南教育出版社

4 《爱因斯坦相对论100年》 长沙市雅高彩印有限公司 湖南科技出版社

5 《书道—杨炳南墨迹精选》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 湖南美术出版社

6 《中国古代赏石鉴赏 固意凝云》 长沙湘诚印务有限公司 湖南美术出版社

7 《永州最美》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 湖南人民出版社

8 《守望家园》 怀化恒发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湖南人民出版社

9 《快乐宝宝分级畅听系列》 湖南省远景光电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

� � � �五、 报纸奖 (共2种)

报纸名称 主办单位

1. 《快乐老人报》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2. 《今日女报》 湖南省妇联

获奖单位 获奖单位

1．体坛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2．湖南省青苹果数据中心有限公司

� � � � （二） 先进出版单位 （12家）

获奖单位 获奖单位

1.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教育出版社分公司 7.湖南达美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湖南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8.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3.湖南大学出版社 9.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4.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10.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5.湖南红网新闻网络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1.长沙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6.湖南利美印务公司 12.永州市文体广电新闻出版 （版权） 局

� � � �八、 优秀出版人物奖
（一） 特别奖 （2人）

姓名 工作单位

1.张天明 湖南省出版协会主席

2.黄楚芳 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 � � （二） 优秀出版人物 (15人)

姓名 工作单位

1 谭菁菁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低幼图书事业部主任

2 黄 啸 湖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编辑

3 卢 宇 湖南大学出版社编辑室主任

4 黄 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总编辑

5 周 珞 湖南红网新闻网络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总编辑助理、 新媒体中心主任

6 陈灿华 中南大学出版社社长助理、 中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编辑部主任

7 兰甲云 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编辑部主任

8 徐 辉 长沙晚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 长沙晚报社总编辑

9 周玉军 衡阳日报社党委书记、 社长

10 曾 斌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湖南天鸿致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11 白家森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总经理、 总工程师

12 陈志辉 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衡阳市分公司总经理、 党委书记

13 邓贤民 湖南金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14 唐能平 衡阳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党组副书记、 副局长

15 李小艺 郴州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新闻出版执法大队大队长

� � � �六、 期刊奖 （共4种）

期刊名称 主办单位

1. 《新湘评论》 中共湖南省委员会

2. 《时代邮刊》 湖南时代邮刊有限责任公司

3. 《幼儿画刊》 湖南教育报刊社

4. 《中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中南大学

� � � �七、 先进出版单位奖
（一） 特别奖 （3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