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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推出的
“二十种好书”
覆盖主题出版、
传统文化、
学术社科、文学艺术、科普少儿等诸多领域，一批切实关注重大现实题
2019 年，上海世纪出版
材，
彰显深厚专业出版实力，
具有本土性、
原创性、
当代性，
记录新时代、
集团聚焦新中国成立 70 周
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精品新品，以进一步提升文化标识度、市场
年，立足集团成立 20 周年，
能见度、
公众美誉度。
围绕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打
在主题出版领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以上海人民出版社等为重点
造世纪出版高地，大力实施
基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强化“原创、首创、独创”，高度聚焦新时代
内容生产和文化服务“双轮
理论和实践成果，积极传承共和国红色文化和共产党人红色基因，推
驱动”
战略，
推出了一批聚焦
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工程丛书”
“当代中国
时代主题、
凸显文化实力、
面
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丛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复旦大学组织编写）为
向大众需求的精品图书，创
代表的一批有深度有温度的理论著述、一批有意义有意思的红色文化
设了一批品质化、
国际化、
生
现实题材原创作品，并从中遴选 4 种奏响新时代主旋律的主题出版力
活化阅读文化空间和活动单
作，包括：以中国革命的出发地和最后一个难关——上海解放为切入
元。为迎接 2019 上海书展，
点，抒写从“战上海”到“建上海”奋斗史诗，反映从“旧世界”到“新世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从 4000
界”时代巨变，塑造从“武安邦”到“文治国”共产党人群像，讴歌从“站
余种新书、300 余场活动中
起来”到“强起来”民族品格，入选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精 心 遴 选“ 二 十 种 好 书 ”与
程”特别奖公示名单、2018“ 中国好书”的《战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二十大主题活动”，全面展
学林出版社，刘统著）；全景展示浦东开发开放的宏大历程及其样本意
示集团近年来坚持守正创
义、时代价值，浓墨重彩书写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新、大力推动出版高质量发
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浦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排头兵的
展的全新成果。
全新探索和卓越实践，入选中宣部年度“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
的重大主题文艺原创项目《浦东史诗》
（上海文艺出版社，何建明著）；
通过 40 年亲历百国，在比较中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模式，彰显中国力
量、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智慧，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
人判断的《这就是中国：走向世界
的中国力量》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
纪文景，张维为著）；隆重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汇集中
央宣传部门组织专家遴选的百首
优秀歌曲，供人民群众欣赏和传唱
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优秀歌曲 100 首》
（上海音乐
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编）。
4 种传统文化及海派文化、江
南文化作品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精
髓：以堪称“诗史精粹”的 9 首古诗
构成一个自诗骚至晚清的中国人
文主义诗学谱系，表达数千年来中
国古诗里的文化精神，勾勒中华民
族伟大文化传统的《九首古诗里的
中 国》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胡 晓 明
著）；鸟瞰江南社会文化发展变迁，
从市场、社会、文化的视角出发，勾
勒出一个真实多元的江南社会的
《明清江南社会史散论》
（上海人民
出版社，王家范著）；复原研究曾长
期保持世界领先的中国古代机械
技 术 ，再 现 中 国 古 代 机 械 技 术 辉
煌，传承敬业创新的工匠精神，激
发当代国人持续创新的动力，继承
和发扬优秀科技文化的《中国古代
机械复原研究》
（上海科学技术出
版社，陆敬严著）；以传统文化及上
海“三个文化”为背景，聚焦上海人
这一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群体，破解上海人海纳百川的“基因密码”，丰富对近代上海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等方面整体性认识的《上海人解析》
（上海教育出版社，
熊月之著）。
6 种学术社科精品鉴古知今：回顾千年历史，囊括 16 个崛起国与守成国的竞争案例，提供 12 个通向和平
的历史经验，
揭开
“修昔底德陷阱”
的面纱，
帮助理解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注定一战：
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
阱吗？
》
（上海人民出版社，[美]格雷厄姆·艾利森著，陈定定、傅强译）；在上海建设“全球电竞之都”的背景下，
在以欧美话语为主导的电子竞技领域中难能可贵地建立起独立的中国视角，生动描绘电子竞技的技术史和
文化史，将简短却不简单的“电竞史”完整、客观、理性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的《电竞简史：从游戏到体育》
（上海
人民出版社，
戴焱淼著）；
展现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从欧洲
“旧世界”
前往中国
“新世界”
的文明之旅，
洞察 20 世
纪二三十年代亚欧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面貌，再现这位历史学大师眼中底蕴深厚的中国文明的《中
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
（上海人民出版社，[英]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著，司佳译）；细描圣人生活世界，
还原孔子生平真相，
探究其面对各种人生事件的心理状态与动机，
描画出一个丰富、
完整的孔子形象的《孔子
大历史：初民、贵族与寡头们的早期华夏》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李硕著）；全面梳理全球范围内马可·
波罗及其《行纪》的研究史，探究元代中国文化脉络，全景展现元帝国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揭示蒙元时代欧
亚大陆多元文化交流众多侧面的《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文本与礼俗》
（上海辞书出版社·中西书局，马晓林
著）；确立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四阶段的社会进化模式，讨论国家和早期文明起源的一般性轨迹和社会复
杂化的动因，
堪称考古学新进化论代表作、
文明与国家起源理论必读经典的《国家与文明的起源：
文化演进的
过程》
（上海古籍出版社，
[美]埃尔曼·塞维斯著，
龚辛、
郭璐莎、
陈力子译，
陈淳审校）。
4 种文学艺术佳作备受瞩目：纵览自清代至今的海上绘画历程，全面梳理海派各种绘画形式及其勾连共
生消长规律，
以独特的角度和立场第一次对海派绘画进行最完整梳理和论述的《海派绘画史》
（上海书画出版
社，
卢甫圣著）；
书写 1948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20 世纪最伟大诗人 T.S.艾略特的一生，
解读其双面人生、
引发
读者深思的《T.S.艾略特传：
不完美的一生》
（上海文艺出版社，
[英]林德尔·戈登著，
许小凡译）；
既是一本出色
的艺术指南，也是一部优秀的非虚构作品，详细记载了战争、劫掠、事变、人为和自然灾害等暴力和怪相对艺
术品的破坏的《失落的艺术》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美]诺亚·查尼著，
李小均译）；
全面呈现 1987 年诺贝尔文
学奖得主布罗茨基的诗歌世界，
由布罗茨基本人亲自参与编排，
收录其一生中所有自认为有价值的诗歌作品
的《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上）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约瑟夫·布罗茨基著，
娄自良译）。
2 种科普少儿图书启迪心智：描绘为数不多能够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鸟类——斑头雁身上令人钦佩的品
质，探寻其中深藏秘密的《飞越喜马拉雅》
（少年儿童出版社，刘虎著）；揭开创业药企的神秘面纱，述说从实
验室到华尔街的传奇的《十亿美元分子——追寻完美药物》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美]巴里·沃思著，钱鹏
展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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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上海书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继续重磅推出“二十大
主题活动”
，
努力以缤纷多彩的阅读推广活动启迪思想、
陶冶情
操、
温润心灵、
引领风尚，
打造富有世纪特色的书香风景线。其
中包括重大主题出版论坛 1 场、
主题文学艺术展览 2 场、
重点新
书发布签售 8 场、主题讲座研讨 9 场；以上海书展主会场为中
心，在主会场举办的有 11 场，在朵云书院上海中心旗舰店在内
的分会场及场外举办 9 场。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活动的重要讲话精神，
加深出版界对重大主题的理解和认
识，推出更多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优秀作
品，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联合旗下上
海人民出版社共同承办不忘初心 奋力前行 用文明的力量为新
时代明德——2019 主题出版论坛。谢春涛、孙皓晖、刘统等专
家学者将出席论坛并做主旨发言。
作为上海书展的重要子品牌，以“家园”为主题的第 9 届上
海国际文学周备受瞩目。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特邀《指环王》设
计总监约翰·豪等参与本届文学周活动，并在思南公馆策划举
办为期 1 个月的
“中洲旅人——约翰·豪艺术展”
（上海人民出版
社·世纪文景）。作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最具标志性的新型阅
读文化空间，
上海书展分会场朵云书院上海中心旗舰店立志打
造面向世界的上海城市文化新地标，
将于 8 月 12 日举办朵云书
院上海中心旗舰店开业暨 2019 上海国际文学周
“家园”
主题展
揭幕仪式（上海世纪朵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本届上海书展期间，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还将举办复旦大学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 种好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工程”
“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研究工程”丛书首批成果新书发布会（上海人民出版
社）、
“ 新时代东方书系”首发式暨现实主义原创精品融合创新
研讨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遗爱般般在，
勿忘缔造难。
”
——纪
念上海解放 70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等活动，聚焦
重大节点战略，
力推主题出版精品，
唱响新时代主旋律。
“九说中国”书系首发及读者见面会（上海文艺出版社）、
《皮黄春秋之尚长荣京剧电影连环画》签售会（上海人民美术出
版社等）、
上海史志纂修的回顾与前瞻（上海古籍出版社等）、
唐
风宋韵——漫谈唐宋诗讲座（上海古籍出版社）、
域市汇本——
“建筑可阅读”和“衡复三书”分享会（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文
化出版社）、
侧耳团队的诗歌与城市品格——《冬天的树和春天
的树》新书发布暨签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等活动，展示中华
灿烂文明，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体现城市精神脉络。
世界学术经典出版启动仪式和“挪威现当代译丛”新书发
布会（上海译文出版社）、朵云艺术赏读季（上海书画出版社）、
如何让快乐阅读助力语文学习——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语文特
级教师郭姜燕读者见面会（少年儿童出版社）、
西部放歌：
《王宏
伟演唱歌曲精选》新书首发式暨签售会（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9 书香·上海之夏——探索青少年创新思维培养之路讲座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等）等活动，丰富人文思想内涵，开拓学
习教育思维，
充实读者文化生活。
此外，上海图书公司将联合上海市教委精心推出以“古典
文学”为主题的“国学七天七堂课”系列讲座，特邀顶尖学者围
绕唐诗、宋词、诗经、古文、明清小说中的经典篇目及先贤人物
展开，带领读者感受国学经典和先贤魅力；上海图书公司还将
与青浦区共同承办以“江南文化”为主题的“名家七讲下江南”
系列活动，用“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邀请长三角文化名
人围绕江南建筑文化、
江南方言文化、
江南饮食文化等主题，
为
长三角读者奉献一道风味别致的
“江南文化”
大餐。

重量级论坛与艺术展开启﹃二十大主题活动﹄

《战上海》领衔﹃二十种好书﹄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倾力呈现 2019 上海书展
“20 种好书”
“20 大主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