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本科普读物记载着作者

过去20余年的奋斗历程和他

个人对滇金丝猴的认知过程以

及始终与之相伴的艰辛。该书

以科考手记的形式，以讲故事

一般的语言，将科学知识讲得

深入浅出，让广大读者了解滇

金丝猴自然种群的准确地理分

布位置及其数量，了解滇金丝

猴生态行为学方面的研究，呼

吁所有人一起保护滇金丝猴，

保护滇金丝猴的生态环境，保

护滇金丝猴的未来。

《守望雪山精

灵——滇金丝猴

科考手记》龙勇诚

著/江苏凤凰科学

技术出版社2013

年1月版/38.00元

展位号：W1-C03
联系人：邓海云
邮箱：denghy@pp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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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

版社荣列“2019中国图书海外馆

藏影响力出版100强”。

推荐

《地球系统与

演变》汪品先等

著/科 学 出 版 社

2018 年 6 月版/

158.00元

展位号：W2-H03
联系人：于佳悦
电话：010-64019821
邮箱：yujiayue@mail.science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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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出版社荣列

“2019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

出版100强”。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推荐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推荐

这套书包括华东、华南、

华中、华北、西北、西南、东北

七个地区的普查卷，以及采收

栽培卷、炮制鉴定卷、制剂化

学药理卷、土单验方卷、其他

卷和1949~1979年中国地方

中草药文献史研究。介绍了

全国各地区的中草药品种，具

有范围广泛、地域性强、真实

可靠、原创性高等特点，蕴含

着我国各地方中药资源的第

一手资料和浓郁的地方中药、

民族药物特色。

《新中国地方中草药

文献研究（1949~1979）》

（全280册）张瑞贤、张卫

主编/北京科学技术出版

社将于2019年10月出

版/249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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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荣列“2019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

响力出版100强”。

展位号：W1-B03
联系人：高 航
电话：15801036009

010-66180166

（以材料收集时间为序）

The Influence Assessment on World-renowned Books from China

《中国文学论

丛》（简体精装）钱

穆著/九州出版社

2019 年 8 月 版/

48.00 元

联系人：古秋建
电话：010-68995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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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出版社荣列

“2019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

出版100强”。

推荐

《大江魂》郭

保林著/山东人民

出版社2019年4

月版/98.00元

展位号：W2-E01
联系人：王媛媛
电话：15866609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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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人民出版社荣列

“2019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

出版100强”。

该书是当代文坛首部全

景式书写长江的文学传记。

作者利用20多年的时间沿着

长江两岸采风，记下大量采访

笔记，几易其稿，在时空交错

的宏大背景上，从长江发源地

一直写到入海口。长江沿岸

的山川风物、民族风情、沧桑

历史、英雄人物……这一切如

浩浩荡荡的长江之水，伴着作

者笔下波涛滚滚而来。作者

借长江的声音告诉人们：长江

不老，民族永恒。

九州出版社推荐

台海出版社推荐

历史不会重来，但历史

的悲喜剧每天都在重演。洞

悉世道人心，历史是最好的

借鉴。该书选取了若干经典

案例，既有横向的事件解读，

又有纵向的制度剖析，横纵

结合，将历史智慧渐次呈

现。作者以专业的眼光，冷

静的态度，挖掘深藏在现象

背后的客观规律；以鲜活的

人物、戏剧性的故事，写尽人

性纠葛，为逝去的过往涂上

一层温暖的色彩。

《中国历史的

经验与教训》张程

著/台海出版社出

版/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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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出版社荣列

“2019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

出版100强”。

联系人：刘峰
电话：010-84045801

晨光出版社推荐

“倒霉蛋巴里系

列”（全9册）[英]吉姆·
史密斯著李天罡、郭

霞等译/晨光出版社

出版/255.00元（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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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出版社荣列

“2019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

出版100强”。

展位号：W1-C08
联系人：周滨瑶
电话：0871-64109463

钱穆先生博通经史

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

勉，著述不倦。先生毕

生著书 70 余种，《中国

文学论丛》系钱穆先生

唯一一部专门讨究文学

之论著，上起《诗经》，下

及近代新文学，虽非一

气呵成，然细味其言，于

其考订批评，自可窥其

作意。

这是一套漫画涂鸦与

幽默文字相结合的儿童图

像小说，以生活化的口吻和

笔调、令人发噱的笑料和滑

稽的插画，入木三分地刻画

出一个“时而天真、时而叛

逆、时而顽皮、时而无奈”的

倒霉男孩巴里的形象，讲述

了巴里和家人、朋友在校园

里的生活点滴。随意直白

的语言和笑料百出的情节

中，蕴含着温暖人心的亲情

和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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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馆情·中国图书海外馆藏
影响力评估推展

浙江文艺出版社推荐

《红高粱家

族》莫言著/浙江

文 艺 出 版 社

2017 年 1 月版/

37.00元

展位号：W1-B04
联系人：童洁萍
电话：1398946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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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艺出版社荣列

“2019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

出版100强”。

《红高粱家族》是 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

长篇小说代表作，故事背景

为“高密东北乡”。小说通过

“我的奶奶”戴凤莲以及“我

的爷爷”余占鳌之间发生的

故事，表现了高密人民在抗

日战争中的顽强生命力和民

族精神。该书入选“中国当

代文学 70 年世界影响最大

的10部作品”

地球上的大气圈、水圈、岩
石圈和生物圈连成一个完整的
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地
球内部和表层的物质和能量交
换，也在影响着人类享用的环境
与资源，而这就是地球系统科学
的研究对象。该书是在20年教
学科研实践基础上编写而成，以
圈层间相互作用为主题，重点突
出机理追究和问题探讨，不以灌
输知识为目的。前5章介绍各圈
层的构成与来历，后5章讨论不
同时间尺度的地球系统演变，最
后2章介绍地球系统科学的研究
方法和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