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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力量——改革开放中的邓小平
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编著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

同志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上，从信

念坚定、热爱人民、实事求是、开拓

创新、战略思维和坦荡无私六个方

面对邓小平的精神风范做出了高

度概括。该书以此为主线，站在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通

过缅怀一代伟人邓小平，激励我们

把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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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凡的历程——陈云与改革开放
陈云思想生平研究会编著

2015 年，习近平在“纪念陈云

同志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上充分

肯定了陈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开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出的卓越贡

献。该书以此为出发点，阐述陈云

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提出的理论方法和重要决策。

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
罗志田著

该书立足于文化眼光，借助历史

想象，观察“中国的近代”，述说一个大

国如何从历史转身。全书收录作者近

30 篇文章，大体分为5个板块，分别是

偏重古代的通论、近代中国的重要转

变、以千年为计量单位的历时性大事

件评述、一组重要著作的书评以及近

代的学术和教育。

乡村调研：宋家沟
民盟山西省委会 王维平等著

该书是民盟山西省委会关于中

国农村宋家沟脱贫扶贫实践的研究

成果，通过 20 余次赴宋家沟村的实

地走访，考察村民真实的生产生活

情况，结合调查问卷图表分析，记录

脱贫攻坚的整体成效与具体问题。

同时，对农村整体现状、社会环境、

农村文化进行研究，以讲故事的方

式呈现当下中国农村的现状，梳理

现代中国农村的发展轨迹。

博物之美——畅游在自然与艺术之间
薛晓源著

该书较为系统地梳理了西

方博物学美学的发展线索和逻

辑承继，概括分析了其美学的表

征和鉴赏的特点，针对当下的博

物学热潮，理性研究和分析了博

物学在当下对普通大众的意义

和价值。

兰花的第二个世纪
[英]詹姆斯·贝特曼著 沐先运译

该书是詹姆斯·贝特曼于1867

年出版的作品，由当时鼎鼎大名的

插画师费奇绘制，收录了100种不

同的兰花，介绍了这些兰花的特

征，同时也描述了与该物种有关的

采集、栽培以及命名等信息，读者

在欣赏美丽兰花的同时，还可以了

解其背后的故事。

西神的黄昏
江晓原著

该书试图通过科学祛魅、

揭示出神刊真相并谋求溯源悟

真的方式，去解构“西方之神”，

将其拉下神坛，呼唤读者结束

在精神上跪拜西方的自卑状

态，以此重建我们的文化自信。

中国古典美学风骨论（修订版）
汪涌豪著

该书在研究大量原始材料的基

础上，结合书、画及诗文批评理论，从

语义学的溯源开始，对“风骨”范畴的

语源、内涵和生成途径，其在克服艺

术创作程式化倾向过程中所发挥的

巨大作用，在古代美学范畴体系的

逻辑位置，以及与传统文化的深刻

联系，一一做了系统深入的论述。

《资治通鉴》（白话本）
张大可语译版

该译本更为接近原典，是

人人能读懂的《资治通鉴》。首

先，张大可对市面已存有的白话

《通鉴》进行了仔细剖析，尽量修

正已存有的错讹、不当之处；其

次对历史人物专称增补；再次，

设置“导读”“大事题要”“点评”

“结构段意”四项辅助阅读。

怎样观察一粒种子
[美]特里·邓恩·切斯著 [美]罗伯特·卢埃林摄影

光合作用园艺译

一本书读懂小种子如何改

变世界，比花儿还要美的种子

们，却总被人们忽视。该书包

含 100 种植物的超清摄影作品，

带读者走进种子的缤纷秘境；

荣获得 2016 年美国园艺学会年

度好书。

了不起的动物乐团
[美]伯尼·克劳斯著

该书翔实地记录了作者

伯尼·克劳斯在世界各地采

集到的动物、植物、自然界

发出的声音，生动呈现了一

场动物与自然共演奏的交响

乐，冷静地探讨了自然中的

原始音乐。

人生第一课
[美]艾唐·鲍里茨著 赵海涛江韵罗濛濛曹杉译

该丛书是一套针对学龄前

儿童和低年级小学生（4~8 岁）

读者，以儿童性格的塑造、人生

观价值观的建立和思想品德教

育为主题的亲子读物，适合家长

孩子一起阅读；同时英汉对照的

编排，可点读，也可扫描二维码

收听朗读，提高听说能力。

皮皮狗游中国·第一辑（双语早教绘本）
[英]戴维·凯文著 [荷]厄休拉·佩尔特图储丹丹译

“皮皮狗游中国”属早教类亲

子阅读双语读物，第一辑有4册，

以北京、上海、香港和中国乡村的

风物为主题，以图为主，双语对

照，附点读和扫码获取音频功能，

让小读者在主人公小狗皮皮的带

领下认识中国，并学习语言。

Toby The Polar Pig（南极小猪托比）
[阿根廷] 费德里科·伽吉罗、[法] 法布里斯·热纳
瓦著 [阿根廷] 法布里斯·热纳瓦图 赵佳伊译

该书为英汉对照科普绘本，改

编自真实事件，讲述一只叫“托比”

的小猪在南极的见闻。读者可以

跟随小猪托比“体验”南极的气候，

了解生活在南极的动物。该书双

语对照，附点读和扫码获取音频功

能（点读笔需另行购买）。

牛津小学生英汉双解词典（第2版·点读版）
Sheila Dignen等著李旭影等译

第 2 版在上版的基础上增

收了 500 余条词目，并新增了同

义词、反义词、用法说明等实用

性较强的内容，共收录 7000 余

个单词和短语，并配有 500 余幅

插图。此外，本词典增加了点读

功能。

牛津幼儿英汉彩图词典（点读版）
赖琬璋编

该书特别为幼儿及小学低年

级学生设计，以主题教学为纲领，

围绕儿童的日常生活，共分9个主

题。收录单词近600个，每个词都

配有图解和应用实例，并随附索

引。本点读笔版是在原有的基础

上，添加了点读功能，以及二维码

扫描发音功能。

故译新编系列图书
冯至、郑振铎等译

该丛书精选五四前后的文学

翻译家独具个性的“故译”，注重翻

译的开放与创造精神，收录开风气

之先、勇于创造的翻译家之作；注

重翻译的个性与生命，收录对文学

有着独特的理解与阐释、赋予原作

以新生命的翻译家之作；注重翻译

的思想性，收录“敞开自身”，开辟

思想解放之路的翻译家之作。

舍斯托夫文集
张冰译

该书对舍斯托夫思想在 20

世纪俄罗斯和世界思想史中的

意义与地位进行了系统梳理和

总结，在已往翻译过的著作之

外，增补了最新发现的舍斯托夫

著作4部：《莎士比亚及其批评者

勃兰兑斯》《希腊哲学史讲演录》

《伟大的前夜》和《唯凭信仰》。

古典诗词品读录：人间、烟火
方笑一著

该书是《中华诗词大会》命

题专家方笑一教授最新的古典

诗词品读录。作者将中国古典

诗词分为“人间”和“烟火”两大

主题，选择魏晋至唐宋间的经典

诗词 30 余首，按“凡尘”“相思”

和“风情”三个主题编排，选诗

“生熟相间”。

纸上博物馆之越地宝藏
俞吉吉编著

该书聚焦于浙江省内具有

地方特色的博物馆中稀世罕

见的珍宝，是一本极具个性的

博物馆展品探问书。它的特

别之处在于，顺着游览者的眼

光，提供了一条从大到小、由

表及里、从古到今、由已知到

未解的时间旅程。

瓜饭楼藏文物录
冯其庸（藏录编著）

该书是冯其庸终身所收藏，

经过反复筛选并请专家鉴定过了

的大批珍贵文物，如原始陶器、彩

陶、陶俑、骑马俑；战国至汉唐的

文字砖、瓦当、造像砖；战国至汉

代的古铜印；北魏至唐宋造像碑

等。其中不乏珍贵罕见的文物。

遏制战略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著时殷弘译

该书全面透彻且视角独到的分

析了遏制战略的嬗变过程。1982年，

该书第一版问世。2005年，加迪斯依

据冷战结束后公开的新资料重新调

整了第一版中的一些内容，并补写了

第一版中缺失的遏制战略在冷战最

后10年的重要发展，从而使该书所考

察的时段覆盖了整个冷战时期。

当代德国哲学前沿丛书·自然自明性的失落
[德]沃尔夫冈·布兰肯伯格著徐献军译

该书是“当代德国哲学前沿”丛

书中的一本，是 20 世纪有关精神分

裂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现象学

精神病理学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

一。该书核心是青春型精神分裂

症，其疾病图景以自然自明性的失

落为特征，详细的疾病史以及临床

探索表明，青春型精神分裂症患者

丧失了最简单的日常生活自明性。

西湖印迹
孙昌建 于广明著

该书是一本“西湖”的影像传

记和人文档案，作者从“名人履痕”

“历史文脉”“湖山印象”三个角度

切入，图文讲述西湖流光中的人、

事、物，以“名人”“山水”“历史”3篇

主题文章和50余幅摄影作品浓缩

表现并封存了西湖的珍贵档案。

此心安处
杭州市旅游委员会著

该书以摄影画册的形式图文

并茂地展示杭州主城区的30 家精

品酒店。每个酒店呈现 1 幅淡彩

手绘作品和 12 至 15 幅摄影作品，

配以 400~500 字有主题的品鉴文

章，介绍酒店的设计亮点和服务理

念。同时，该书还提供酒店的位

置、周边、特色设施等基本信息。

微观杭州
王建华主编

该书从都市·乐活、轶史·钩

沉等 10 个板块展开，以 420 余条

微博文字、190余幅图片从不同侧

面讲述杭州的历史文化、经济发

展、社会生活以及人文精神。全

书图文结合、汉英对照地讲述一

个细腻、真实、不断变化的杭州。

杭州一瞥
杭州市旅游委员会编著

该书从国际旅游文化出发，

结合杭州丰富的旅游资源，分别

为不同身份的游客量身定制旅游

路线，并在此基础上，对景点做深

度介绍与文化解读。各章节从不

同侧面反映千姿百态的杭州，每

一位游客都能从书中看到自己想

看的杭州，读到自己心中的杭州。

寻城记·杭州
田飞 李果著

这是一本旅游笔记式的书，

是作者在杭州实地走访古建、旧

地后，对这座城市本身历史变迁

以及建筑样貌、历史地理、风情人

文等的一次梳理。书中配有大量

彩图和寻访地的细节，读者可以

拿着书通过对这些地方的探访，

找到对这个城市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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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主题

《博物之美——畅游在自然与艺术之间》《兰花的第二个世纪》新书发布会

《西神的黄昏》——揭开科学神刊的真面目

会通诗、书、画——美学理论再探《中国古典美学风骨论》（修订版）

张大可解读《资治通鉴》

种子的小心机与大智慧——《怎样观察一粒种子》新书分享会

倾听：野生世界交响曲——《了不起的动物乐团》新书分享会

双语儿童绘本阅读推广会

《西神的黄昏》：漫谈科学主义

牛津英语词典带孩子打开英语之门

翻译与创作：作家与翻译家的对话暨“故译新编”新书发布会

关于列夫·舍斯托夫的一次对话：《舍斯托夫文集》出版座谈会

人间烟火——方笑一古典诗词品读会

让文物会说话——《纸上博物馆》图书沙龙

文物收藏里的文史情怀：冯其庸《瓜饭楼藏文物录》新书发布会

认识冷战背后的大战略：《遏制战略》新书对谈会

“当代德国哲学前沿”丛书出版座谈会

寻找城市的光影与文脉：从《西湖印迹》看杭州

《中国古典美学风骨论》（修订版）新书发布会

嘉宾

张晓凌、胡永红、薛晓源

江晓原、韩建民

鲍鹏山、汪涌豪、杨焄

张大可

刘夙、桔梗

卢超、刘人友（Robin)

徐佳璐

江晓原、贺圣遂

钟弘毅

许钧、毕飞宇、袁筱一等

张冰、杨明明

方笑一

陈曾路、俞吉吉、魏志阳

王炳华、尹光华、丁和

石斌、周桂银

庞子铨、邓安庆、孙周兴、王凤才、王俊

孙昌建、于广明

陈子善、汪涌豪、贺圣遂

时间

8月14日 10:45~11:45

8月14日 13:15~14:15

8月14日 14:30~15:30

8月14日 17:00~18:00

8月14日 18:15~19:15

8月15日 12:00~13:00

8月15日 19:30~20:30

8月16日 11:30~13:30

8月16日 10:30~11:30

8月17日 18:00~19:00

8月17日 18:15~19:15

8月17日 19:30~20:30

8月18日 13:15~14:15

8月18日 14:00~15:00

8月18日 15:30~16:30

8月19日 10:30~11:30

8月19日 12:00~13:00

8月20日 11:30~13:30

场地

西阳光篷活动区

第三活动区

第三活动区

中心活动区

第三活动区

第三活动区

第三活动区

中版书房

现代书店

友谊会堂一楼

第三活动区

第三活动区

第三活动区

现代书店

现代书店

现代书店

第三活动区

中版书房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