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璀璨的建筑历史长河

中, 20世纪建筑尤为瞩目。该

书记录了50多位国际著名建筑

师列出的100例20世纪“必看建筑”。他们选择的

建筑不但具有空间和技术方面的显著特征，同时也

融汇了历史、文化、社会与政治环境中的诸多因素；

这些建筑表现出的坚韧、适应性与创造性“永不褪

色”，将指引我们应对未来建筑发展的挑战。

《建筑100（1900~2000）》

[美]THE NOW INSTITUTE著

张涵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2019年7月版/68.00元

展位号：W2-F08
联系人：戚琳琳
电话：13341052288

2019年8月

★中国图
书

海
外馆藏影

响
力
评
估

经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北京

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

院、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

心、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

司组织认证，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荣列“2019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

响力出版100强”。

推荐

《隋唐科场风

云》王士祥著/大

象出版社2019年

6月版/45.00元

展位号：W2-H06
联系人：李亚楠
电话：13700880026

2019年8月

★中国图
书

海
外馆藏影

响
力
评
估

经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北京

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

院、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

心、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

司组织认证，大象出版社荣列

“2019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

出版100强”。

推荐

从公元211年孙权迁治秣

陵，到1949年百万雄师过大江，

历经东吴霸业、南唐偏安、明清隆

替、民国风云，南京如何一步步走

来？秣陵、建业、石头城、建康，南

京的古名称有何历史意义？从竹

篱笆到明城墙，城市建制怎样演

变？孙权、李白、颜真卿、李煜、王

安石、辛弃疾、朱元璋、利玛窦、张

之洞、孙中山，这些人物在南京留

下怎样不朽的传奇？该书可看作

是一部以南京为基点的中国史。

《南京传》

叶兆言著/译林

出版社2019年

8月版/78.00元

展位号：W1-C03
联系人：赵 薇
电话：025-83658354

2019年8月

★中国图
书

海
外馆藏影

响
力
评
估

经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北京

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

院、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

心、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

司组织认证，译林出版社荣列

“2019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

出版100强”。

推荐

该书是作家邓一光历时5

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以

1941年香港保卫战为背景，以

战俘为主角，但它不是单一题

材的战俘小说，还是一部主人

公个人生长史的虚构作品。书

中人物众多，史料扎实。在作

者精心剪裁和深情讲述下，这

个虚构的故事具有了非虚构的

真实和沉重、残酷和冰冷。正

如作者所言，对于这个故事，任

何美化都是背叛，所有生存皆

为侥幸。

《人，或所有

的士兵》邓一光

著/四川人民出

版社 2019 年 7

月版/88.00元

展位号：W2-H04
联系人：杨 立
电话：13550258682

2019年8月

★中国图
书

海
外馆藏影

响
力
评
估

经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北京

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

院、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

心、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

司组织认证，四川人民出版社荣列

“2019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

出版100强”。

该书从隋文帝杨坚改

革传统选官制度讲起，以

历史为线索，结合具体案

例，系统讲述了隋唐时期

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发展，

生动描绘了隋唐时期科举

考场上的逸闻趣事。书中

既有对科举诞生与改革的

分析，也有对科举贡献与

弊端的揭露，更有对科举

背景下文人心态的揭示。

推荐

（以材料收集时间为序）

The Influence Assessment on World-renowned Books from China

该书描述了“现代世界七

大奇迹之一”的港珠澳大桥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发轫到

2018年梦想成真的历程，展

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的

发展和成就，展现了中国人民

在全面建设小康征程上的伟

大奋斗。它代表着我国整体

的工业制造水平与实力，呈现

了中国故事，凝聚了中国智

慧。

《中国桥：港

珠澳大桥圆梦之

路》曾平标著/花

城出版社2018年

11月版/58.00元

展位号：W1-C06
联系人：欧阳佳子
电话：15889936844

2019年8月

★中国图
书

海
外馆藏影

响
力
评
估

经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北京

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

院、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

心、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

司组织认证，花城出版社荣列

“2019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

出版100强”。

推荐

《中国江河流

域自然与人文遗产

影像档案·黄河》葛

剑雄、郑云峰著/青

岛出版社 2019 年

7 月版/7800.00 元

（全3卷）

展位号：W2-山东展团
联系人：吴爱玮
电话：18561695836

2019年8月

★中国图
书

海
外馆藏影

响
力
评
估

经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北京

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

院、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

心、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

司组织认证，青岛出版集团荣列

“2019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

出版100强”。

厦门大学出版社推荐

该丛书精选有关海上丝绸之

路的精要、稀见的外文文献加以

影印出版，并于每种文献前附书

志一篇，主要介绍其文献来源、基

本内容、研究价值与相关研究状

况。目前已出版两辑，第一辑为

关于海丝汉文文献的西文译注

本，包括了西方人对于其中涉及

的地理、历史知识的认识；第二辑

为英文文献，主要是关于西方人

开拓通往东方的道路的航海日

记，在东方进行贸易、交流的记录

等内容。

“海上丝绸之
路精要外文文献汇
刊”周宁、鲁西奇主
编/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8年12月版/第
一辑5000.00元、第
二辑7500.00元

展位号：W2-F03
联系人：高奕欢
电话：18030016758

2019年8月

★中国图
书

海
外馆藏影

响
力
评
估

经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北京

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

院、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

心、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

司组织认证，厦门大学出版社荣列

“2019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

出版100强”。

推荐

历史如戏剧，从奇迹

般的旅行与传说，到竞逐

外洋的遭遇与冲突；从海

岸贸易与战争，到内陆分

裂与沦陷；从13世纪意

大利水手马可·波罗来

华，到19世纪末20世纪

初义和团兴起与八国联

军暴侵，中西交通700年

是非恩怨、坎坷兴衰，尽

在书中。

《风起东西

洋 ：中 西 交 通

700年》周宁著/

团 结 出 版 社

2019 年 7 月版/

68.00元

展位号：W2-K15
联系人：郭德艺
电话：010-65228880

2019年8月

★中国图
书

海
外馆藏影

响
力
评
估

经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北京

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

院、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

心、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

司组织认证，团结出版社荣列

“2019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

出版100强”。

这部系统记录黄河自

然、历史、人文的大型图册分

为3卷。《山水的记忆》记录了

黄河流域的地质地貌，展现

了一条波澜壮阔的自然之

河；《往日的记忆》介绍了黄

河流域大量文化遗址出土文

物和地面文物，展现了一条

源远流长的文化之河；《我们

的记忆》描述了黄河流域中

华民族的居住、放牧、农耕、

服饰、祭祀等，展现了一条丰

富多彩的人文之河。

花城出版社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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