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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守望丛书”第三辑出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书林守望丛书”第三辑近日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丛书列入
“十一五”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并得到韬奋基金会资助。丛书第三辑包
括《科学人文与编辑》
（金涛著）、
《撞进编辑这扇门》
（郝铭鉴著）、
《编辑路上的风景》
（卞毓
麟著）、
《我当编辑》
（雪岗著）、
《编辑情愫》
（张惠芝著）5 册。丛书由吴道弘任主编，郑一
奇任常务副主编。自 2009 年第一辑问世，
至今已历 10 年，
先后收入叶至善、
方厚枢、
邵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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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芳烈、聂震宁、周奇、王仰晨等出版大家的著作 25 种，介绍了中国现当代 50 位编辑
家的丰富经验，
留存了新中国出版人的宝贵文字，
沉淀并彰显了他们的文化品格。柳斌
杰在“总序”
中说：
“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
能够吸引更多才华横溢、
富有创造力的新人投
身我们的出版事业，
使中国出版人的文化守望薪火相传，
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建功立业。
”
（文 萱）
“书林守望丛书·编辑情愫”张惠芝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7 月版/38.00 元
ISBN：
9787565650321

鲜

2019 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将于 8 月 14 日~20 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出版界特别是上海出版机构推出
的新书比往届更加丰富多彩。这些新书不仅有紧扣社会热点的主题图书、专业的学术精品著作，也有适合大众阅读的文
艺、
少儿类好书。我们对精彩纷呈的好书进行了梳理，推出一份导读书单，
方便读者思享这场阅读盛宴。

主题出版（6 种）
《速读新时代》陈晋著/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2019 年 1 月版/15.00 元
ISBN：
9787514851809
推荐理由：该书以独特视角，聚焦党的十八大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着眼于这几年社会的变化和人
们的感受，用编年体的形式、用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
告诉广大读者新时代的标志和意义。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李小林著/商务印书馆 2019
年 4 月版/89.00 元
ISBN：
9787100170871
推荐理由：
讲好中国故事是新时代使命。该书用33个
案例，
系统梳理和总结向世界介绍中国、
促进民心相通的经
验与方法，
提出新时代做好公共外交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上海相册：70 年 70 个瞬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
究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 5 月版/98.00 元
ISBN：
9787208158146
推荐理由：该书精选新中国成立后，上海 70 个具有
特色和重要意义的历史瞬间，透过上海的变化，折射出
新中国 70 年来的发展变迁。全书收录 200 余幅照片，
以
图片讲历史，
可读性强。
《吴孟超》方鸿辉著/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9 年 5 月
版/280.00 元
ISBN：
9787544490092
推荐理由：
该书真实记录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
者、
中国肝胆医学创始人——吴孟超院士 97 年的人生旅
程。以时间为纵轴，
全方位展现吴老从一名人民军医成长为
医德高尚、
医术高超的精诚大医的心路历程。该书对正在寻
找成才与创新之路的年轻人来说，
无疑是一个前行的路标。
《1920，寻梦欧洲的中国青年》张旭东等著/人民出
版社 2019 年 7 月版/48.00 元
ISBN：
97877010178875
推荐理由：
从 1919 年初到 1920 年底，
全国各地赴法
国勤工俭学的青年有 1600 多人，有一些还去了英国、德
国、
比利时和俄国等地。这其中有许多是早期共产主义
者。该书对这些满怀改造中国理想的青年进行了多角度
介绍，
生动地讲述了他们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程。
《可 爱 的 共 和 国 人》何 建 明 著/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2019 年 8 月版/29.00 元
ISBN：
9787532171231
推荐理由：该书为建国 70 周年献礼之作。书中的
主人公都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
从这些平民英雄身上可
以看到，平凡和伟大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把本职工作
做好、
把小事做好就是不平凡。

文艺类（7 种）

《更遥远的海岸：卡森传》[美]威廉·苏德著 张大
川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9 年 7 月版/75.00 元
ISBN：
9787542869777
推荐理由：蕾切尔·卡森被誉为“现代环境保护运
动之母”，她的传世之作《寂静的春天》唤醒了无数人
的环保意识。该书是描写蕾切尔·卡森生平的全新传
记，内容生动翔实，是了解这位伟大女性和现代环保
运动历史的权威之作。
《四十二年，
我的
“恶邻”
李敖大师》林丽蘋口述 林
恒范著/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9 年 7 月版/40.00 元
ISBN：
9787553515892
推荐理由：该书为和李敖做了 42 年邻居的林丽
蘋口述，其子林恒范执笔。李敖在普通人眼中，多半
是怒目金刚的斗士形象，和全世界作对，对所有人都
不满。但在书中，他呈现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文学之用》[美]芮塔·菲尔斯基著 刘洋译/南京大
学出版社 2019 年 7 月版/48.00 元
ISBN：
9787305215292
推荐理由：该书直击“文艺这一虚构行为，为何引
发人们长久共鸣？它如何改变我们，及我们对世界真
实的体验”这两大核心问题，并提供了 4 种答案，为学
术意义上的“文学之用”与普通读者日常阅读的“文学
之用”
架起桥梁。

社科类（12 种）
《芯事——一本书读懂芯片产业》谢志峰、陈大明
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年 7 月版/58.00 元
ISBN：
9787547840764
推荐理由：
该书梳理了 60 年来集成电路行业的发
展脉络，解读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集成电路产业的战略
布局，展现中国集成电路发展的艰辛历程，帮助读者
读懂风云激荡的芯片产业。
《货币起源》周洛华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3 月版/68.00 元
ISBN：
97877564232122
推荐理由：
这是一本从哲学、
生物进化学和人类社
会学角度探究货币起源的学术著作。行文天马行空，
从古至今，
从中到外，
或引经据典，
或引名人名言，
诙谐
幽默，
妙笔生花，
全书一气呵成，
浑然一体。
“中外著名江河史传丛书·天下在河上”
（2 册）蔡
桂林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4 月版/78.00 元
ISBN：
9787567588202
推荐理由：该书以中国运河为“传主”，以跨学科
视野系统呈现运河历史发展的传记体书。作者以丰
沛的史料为基础，
复活运河的生命史。

《宋词简史》郦波著/学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 4 月版/29.00 元
ISBN：
9787548615002
推荐理由：该书通过 52 首经典词作，串联成一部丰
富而有趣的宋词简史，
给读者一个立体的感知和全方位
的体悟。

《漫谈中国文化：
企管、
国学、
金融》南怀瑾著/复旦
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4 月版/26.00 元
ISBN：
9787309139709
推荐理由：该书从《管子》
《货殖列传》
《食货志》等
中国古代各类历史典籍的财货观切入，具体深入地分
析讲述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中金融、企业及管
理体制等的演进历程。作者化古为今，视野广阔，对
现代读者很具启发意义。

《上海张爱玲文学地图》淳子、
王桢栋、
冯宏、
营光学
社著 须勤译/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5 月版/62.00 元
ISBN：
9787560875736
推荐理由：生命中前 30 年，张爱玲几乎都在上海度
过。她与这座城早已血脉交融。66 年后的今天，
《上海
张爱玲文学地图》跟随她的文字，重走她的人生。当上
海独特的城市精神叠加张爱玲的惊世才情，
两相邂逅谱
就一段新的传奇。

《大元史与新清史》沈卫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年 5 月版/58.00 元
ISBN：
9787532591442
推荐理由：该书作者梳理了以往和近年来对于蒙
元史、清史研究方向和历史性质的不同意见，作者认
为历史研究不管大小、新旧，其最基本的学术实践还
是应该回归到对多语种历史文献的发掘、解读和研
究，
并借此来重建历史的真实。

《传学：中国文学讲记》顾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5 月版/198.00 元
ISBN：
9787301293362
推荐理由：该书是中国现当代学者顾随的课堂讲
授，由当时的学生叶嘉莹详细记录。
《传学》是一部洋溢
着生命力的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化史、
中国国学史。

《中华一万年》
（上下册）郭志坤、
陈雪良著/上海书
店出版社 2019 年 5 月版/138.00 元
ISBN：
9787545818000
推荐理由：
该书是一本全面介绍中国历史的普及性
读物，
描述了从一万年以前的远古社会到现今的整个中
华民族不断变化的历程。两位作者在写作上秉承了扎
实严谨的史传作风，
以考古成果和历史记载为依据，
真
实可信。

《艺术史界·西方艺术史中的中国山水画》[美]詹姆
斯·埃尔金斯著 李伊晴译/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9 年 6 月
版/98.00 元
ISBN：
9787547920237
推荐理由：
该书以全球艺术史的宏观视角叙述中国
山水画在艺术史版图下的面貌。书中不仅涉及中西方
画史，
且涉及西方历史哲学和艺术史编纂学的方法论等
知识，
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酒：一部文化史》[加]罗德·菲利普斯著 马百亮
译/格致出版社 2019 年 6 月版/75.00 元
ISBN：
9787543229938
推荐理由：
该书讲述了公元前 7000 年至今酒的文
化史和经济史，阐述了酒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生活的
意义和影响。

《工业人工智能》[美]李杰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6 月版/68.00 元
ISBN：
9787313211798
推荐理由：
该书是阐述人工智能与工业系统结合的图
书，以人工智能技术与工业系统的关系为视角，明晰地给
出工业人工智能的特征与意义。
《增长的逻辑：华为与亚马逊的管理哲学》李信忠著/
东方出版中心 2019 年 6 月版/48.00 元
ISBN：
9787547314739
推荐理由：该书作者结合自己多年的管理经验和投
资研究经验，详细阐述了华为快速增长的底层思维逻辑
和创新成功的组织基因，也展开分析了任正非等优秀企
业家的领导力素质和企业家精神。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文件集》吕彤邻编著/上海远
东出版社 2019 年 6 月版/378.00 元
ISBN：
9787547614815
推荐理由：该书为档案史料，鉴于战后美军观察组相
关史料的匮乏，吕彤邻教授带团队赴美对大量珍贵的原
始档案开展了细致的扫描、编目工作，该书的出版对中共
党史、抗日战争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意义重大，也为若干
历史人物的研究提供了一手史料。
《孙武与粟裕》钮生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9
年 8 月版/68.00 元
ISBN：
9787552027914
推荐理由：
该书对《孙子兵法》进行了 独到研究，
对粟裕
13 场运动战进行了实战解读。通过《孙子兵法》更好地了解
“战神”
粟裕，
在粟裕13场运动战中重新认识
“兵圣”
孙武。
“世界思想宝库钥匙丛书——解析亚里士多德〈政治
学〉”Katherine Berrisford Riley Quinn 著 杨乐译/上海外
语教育出版社 2019 年 8 月版/30.00 元
ISBN：
9787544657938
推荐理由：
《政治学》写于公元前 4 世纪，是研究政治
学的开山之作。该书作为解析之作囊括了大量的原则和
概念解析并通过对比提出有益的反思。

少儿类（6 种）
“笑猫日记·属猫的人”
杨红樱著/明天出版社 2019 年
1 月版/20.00 元
ISBN：
9787570800674
推荐理由：该书是“笑猫日记系列”的最新一本。还
用属猫人妙趣横生的生活细节，来讲述那些最朴素却又
最让人受益的道理：认真做事，即便笨一些、慢一些也没
关系；
骄傲自大，
则会让人失掉本该属于自己的荣誉。
《了不起的许多多》周晴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 年 2
月版/100.00 元
ISBN：
9787532778935
推荐理由：该书是冰心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获
奖作家周晴专为成长中的小学生创作，帮助孩子克服困
难，
积极向上。
“王一梅趣味童话·与众不同的鼹鼠”
（注音美绘版）
王一梅著/中国中福会出版社 2019 年 4 月版/24.80 元
ISBN：
9787507227581
推荐理由：
该丛书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王一梅注音童
话精选。一个个亦真亦幻、
跌宕起伏的故事透着浓浓的温情
和关爱，
充满幽默感、
蕴藏哲理，
给人耳目一新的阅读感受。
《大熊的故事剧院》[智利]安东妮亚·赫瑞拉、加布里
埃尔·奥索里奥著绘 王林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9
年 5 月版/38.00 元
ISBN：
9787521306774
推荐理由：
该书是讲给孩子听的
“爱”
的故事，
告诉孩子最
容易获得的
“爱”
，
也最容易失去。
《秦文君臻美花香文集》秦文君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 年 6 月版/238.00 元
ISBN：
9787558904592
推荐理由：该文集收录多部以女孩为主人公的秦文
君经典作品，讲述唯美悠长的少女心事，每卷还插入了作
者亲笔写给少男少女的信，
帮助女孩重塑美与自信。
《五千年良渚王国》刘斌、余靖静著 曾奇琦绘/浙江少
年儿童出版社 2019 年 7 月版/78.00 元
ISBN：
9787559715012
推荐理由：该书采用图画书的形式，图文并茂地展现
了中华五千年文明之良渚王国的衣食住行，是一部具有
历史知识普及性的图画书，适合青少年阅读，利于弘扬中
华传统文化，
增强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