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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物故事汇》给孩子的精神世界打下底色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9 月 8 日，
给孩子的精神世界打下底色——读
“中华人物故事汇”
系列丛书活
动在北京角楼图书馆举行。活动由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领导小组指导、
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
父母必
读杂志社、少年科学画报杂志社携手北京市教育学会吟诵教育研究分会、角楼图书馆共同推出。中国
青少年研究中心科研部副主任、
研究员洪明，
北京市教育学会吟诵教育研究分会会长朱畅思，
北京电视
台主持人李向显，
《父母必读》杂志主编、
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会秘书长恽梅，
以及来自北京市的学生代
表和 60 组家庭参加活动，
共话读后感想，
共探如何在孩子成长的关键年龄进行价值观引领。
本期馆配推荐，我们选取了 28 家出版社的
28 种新近出版的文学类、少儿类、科技类、大众
类等图书，这些书选题独特、立意丰富、可读性
强，
是读者喜闻乐见的图书类型，
以期为图书馆
馆配选品提供参考。
《共和国的童年纪事》高洪波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9 年 9 月版/28.00 元
推荐理由：
这本小书，
是孩子们熟知的金波、
张之路、
曹文轩等文学大咖和初展文学风采的年轻作者共同抒写
的
“与共和国一起成长”
的主题故事。作品充满了作家们
对童年的不舍与怀想，
对故乡的感恩与挚爱，
对成长的回
顾与思考，
对未来的憧憬与展望。大作家、
小作者非凡童
年里的点点滴滴，
像一粒粒纯净闪光的珍珠，
串起共和国
70 年的美好变迁。
《旅馆里发生了什么》王安忆著/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9 年 8 月版/38.00 元
推荐理由：
该书系
“小说家的散文”
丛书之一种，
是著
名作家王安忆的最新自选散文集，
涉及自然、
政治、
外交、
文化以及生活习惯、风俗风情等方方面面，其所见所闻，
所思所想，是作家思想与情感的一次集中展现。字里行
间尽显作家对世界、对世情的幽微洞察，其感性的体察、
理性的思考，
独到而深刻。
《百绘山海经》林海绘著/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9 年 8
月版/149.00 元
推荐理由：
该书以明丽多彩、
细腻华贵的唯美中国画
风，结合当下审美取向进行合理的演绎与想象，手绘 100
余种山精海怪，
赋神兽以鲜活的形象和灵魂，
再现中国神
话蓝本《山海经》中瑰丽天真、奇幻广博的神话世界，让
《山海经》变得可以亲近！
《山海经》是千古创作源泉，
无论
是古代的《列异传》
《搜神记》
《神异记》等小说，还是当下
的《青云志》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花千骨》影视剧、
小说、
游戏等作品，
都从《山海经》汲取养分，
激发灵感。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儿童成长图画书·了不起的城
市》郑春华主编 王欣、陈颖文 麦小朵图/长江少年儿童
出版社 2019 年 8 月版/100.00 元（全 5 册）
推荐理由：该书讲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
一家三口充满温馨、快乐的家庭故事，将儿童认知、习惯
养成、情感培养、知识积累等成长必备要素，以绘本、童
谣、游戏、手工的多维形式呈现，让小朋友用眼看、用耳
听、
动手做、
用脑想，
真正实现多元化教育。
《人生模式——识别并优化你的核心认知》阳志平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9 年 8 月版/58.00 元
推荐理由：该书将那些影响人生发展的关键总结为
五大类 24 个人生模式。核心模式——那些容易被你忽
略却无处不在的底层模式。 行动模式——那些帮助你
战胜行动瘫痪、提升行动力的模式。读写模式——那些
大幅提高阅读与写作效率，
并且有助你改善审美，
形成风
格的模式。人际模式——那些有助你处理自己与他人关
系的模式。关于模式的模式——当你思考任意一个问
题，皆可进行“元、反、空”三种思想实验操作。全书列举
的智者如云，
思想深刻，
有助你做出更好的人生抉择。
《我的扶贫故事》交通运输部新闻办公室著/人民交
通出版社 2019 年 8 月版/45.00 元
推荐理由：该书收录了交通运输系统干部奔赴老少
边穷地区，
参与当地扶贫，
推进地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
事迹，
图文并茂，
文字平实可读，
情感朴素真挚，
展现了交
通运输行业从业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为建设全面小
康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
具有较强的启迪和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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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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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审视了当时的多种政体，探
讨政治理论乃至教育体系，探究如何以最佳方式建立政
治共同体以支持、服务公民并提升其素质。书中囊括了
大量的原则和概念，
通过对比提出有益的反思，
至今仍影
响着政治学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道路》陈学明、
姜国敏著/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7 月版/56.00 元
推荐理由：该书通过对马克思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
的三次飞跃的分析，发出了“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呼
唤；
用马克思两大发现的整体视角剖析了资本主义的
“经
济人”，并基于此对当今学术界的一些人无原则地宣扬
“经济人”
展开了批判。该书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
术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种路向；归纳了马克思主
义哲学与中国道路的双向促进；用马克思主义公平观审
视了社会的不平等，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审视了生态危
机；
描述了
“马中西”
三大资源在中国道路中的交互汇通。
《海外中国研究书系·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
集》[日]松原朗著 李浩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7
月版/894.00 元（全套）
推荐理由：
遴选日本唐代文史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
八部著作，
史学类、
文学类各 4 部。史学类通过周边看中
华的视角，
展示唐代社会先进、
文化繁荣等方面的辉煌成
就，
文学类从另一个侧面映衬、
补充唐代社会的繁荣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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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
7 位学生代表就
“中华人物故事汇”
相关书籍进行读书分享，
并以吟诵的形式吟唱了《胡
无人》
《渔家傲》。4 位专家围绕
“中华人物故事汇”
系列丛书阅读，
一同探究在孩子成长的关键年龄如何
进行价值观引领。洪明提出，
“中华人物故事汇”通过讲好故事，传播好故事，实现心灵的沟通，把前人
的优良品质传递给孩子，引导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朱畅思认为，价值观的传递，需要找到恰
当的方法，才能润物细无声地影响每一个孩子。李向显结合自身的阅读传播经验提出，
在开展青少年
阅读工作时，
一要遵循青少年儿童成长的规律，
二要将阅读融入生活，三要把科学阅读方法带入家庭。
恽梅在总结发言时提出，
在孩子的关键年龄时期，
父母要为孩子赋能，激发孩子内在动机，和孩子一同
成长。
（晓 雪）

28 社馆配新书联袂推荐
《跨越 40 年：
闽商创业史》
《闽商》杂志社采编中心编/厦门大
学出版社 2019 年 6 月版/128.00 元
推荐理由：
《闽商》杂志是福建省工商联主管、中新社福建分
社主办的、
以遍布世界各地的闽商为主要读者的经济类专业杂志，
创办十余年来得到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
并受到广大闽商的好评。
《是什么卡住了我们的脖子》刘亚东主编/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9 年 6 月版/42.00 元
推荐理由：该书聚焦那些“卡住了我们的脖子”的核心技术
状况，对这些技术进行了客观冷静的解读，并配以图片进行辅助
阅读。聚焦这些卡脖子技术，就是要用理性的态度和冷静的声
音去引导社会舆论，让公众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众多技术
短板，并实事求是地对中国科技发展抱有合理预期。全书通过
理性的态度、
冷静的声音，
追本溯源，
走中国科技的升级之路。
《华为奋斗密码》杨爱国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 年 6 月版/
79.00 元
推荐理由：华为公司提供大量一手图片和视频材料，把华为
的管理精髓（以客户为中心、价值绩效评价与分配方法、华为的
组织模式与干部管理、如何以奋斗者为本、如何把人力资源三支
柱应用到管理中）系统、全面、逻辑清晰地提炼出来，
总结为三大
部分。比起告诉读者华为是如何成功的，这本书更重要的是教
企业自己如何成功。
《初心永恒——革命先烈的信仰与追求》中共陕西省委党史
研究室编/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5 月版/46.00 元
推荐理由：该书由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从浩如烟海的
党史资料中精心挑选了 80 余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籍或与
陕西有关且具有重要影响的革命先烈的事迹编纂而成。全书分
遗书遗志、
理想信念、
永不叛党等 9 个篇章进行模块化呈现，
辑录
了先烈们亲手撰写的文章、信函、诗歌、遗书等，
讲述了他们的感
人事迹和革命故事。我们能够从中真切感受到他们忘我牺牲、
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能够真正读懂中国共产党人坚定执着的
初心，
能够从中不断汲取精神营养。
《地下》
[日]村上春树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5月版/56.00元
推荐理由：该书是村上春树首部非虚构类作品，也是村上春
树从超然的
“小资作家”
转向介入社会现实、
并对“责任回避型封
闭性社会”弊端深刻反思的转型之作。作品既细致地传达了共
处于创伤情境中灾难亲历者的感受，深刻地揭示了使生命遭受
创伤的力量；又生动地再现了面对创伤时灾难亲历者心态的演
变历程，
再现了身处灾难中日本人的真实心境。
《大哉 孔子》马平安著/团结出版社2019年5月版/38.00元
推荐理由：这是一本还原真实孔子的传记，它严谨而有趣，
质朴而感性，值得推荐给广大读者。通过阅读，让我们感到惊奇
的是，孔子并非如后世儒家或统治者吹嘘的至圣至贤、不会犯一
点人间错误，相反，他身上充满了十足的人间烟火味：他喜欢美
食，
爱喝点小酒；
他很注重身份地位，
出门要有自己的专车；
他很
有点小资情调，十分喜爱音乐，曾经因为韶乐而“三月不知肉
味”
……种种迹象表明，
孔子平凡而伟大。
《混血豺王》沈石溪著/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2019 年
5 月版/22.00 元
推荐理由：
“ 沈石溪动物漫画王国”系列最新作品《混血豺
王》，是沈石溪老师的又一力作，讲述野豺与家犬的混血儿白眉
儿传奇的一生。它英勇忠诚，为主人屡建奇功，却被人类误解；
它果敢善战，成为优秀的豺群首领，却被阴谋家暗算。最终，它
用壮烈牺牲，证明了自己……漫画版演绎重现原著恢宏狂野风
貌，
为读者呈现视觉盛宴。
《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袁筱一著/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5 月版/48.00 元
推荐理由：
法语翻译家、
傅雷翻译出版奖得主袁筱一的11堂法
国现代经典文学课，
勾勒出9位活跃于20世纪的法国作家传奇的身
影：
萨特、
波伏瓦、
加缪、
杜拉斯、
罗兰·巴特、
萨冈、
罗布-格里耶、
勒
克莱齐奥、
米兰·昆德拉……作者以细腻感性的笔调，
游弋于这些法
国现代文学巨匠们的精神世界中，
更凭借理性和思考，
引领读者探
索着文字世界里无所不在的细节之美。
《梭罗木屋：
张炜经典散文》张炜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9 年
4 月版/39.00 元
推荐理由：
该书分为
“作家”
“书院”
“山水”
“夜思”
四辑，
以作家、
成长、
哲思、
游记等角度，
收录张炜不同时期代表散文 20 余篇。其
中，
不乏早期的青涩之作，
但斑驳绚丽的文字方阵，
构成了一座恢宏
壮阔的文学建筑。在这部书稿里，
作者张炜慢忆时光，
细细品读，
带
读者以诗性的语言，
自由的思考和表达，
眺望着人文的理想国。文
章中充满了知性与识见，
情怀与温度，
韧性与持守，
读者可以尽阅山
水物态、
人生情怀、
历史沉思，
通览作家成长史、
心灵史、
思想史。
《共产党宣言（少儿彩绘版）》李晓鹏著 上超绘/接力出版社
2019 年 4 月版/78.00 元
推荐理由：
该书专为8~14岁青少年量身定制，
权威专家参照青
少年的阅读特点和接受习惯编写，
马克思是如何从问题少年变成学
霸的？工人又为什么要听老板的话？资本主义为什么尚未灭亡？
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的？人类社会将走向何方？……生动有趣的
问题，
充满悬念的讲述，
幽默活泼的插图，
帮助青少年搭建扎实的知
识框架，
开启广博的思想视野，
发现兴趣，
开启心智，
追寻梦想。

《腰带、咖啡和绵羊:身边的世界简史》宫崎正胜著 吴
小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4 月版/45.00 元
推荐理由：
日历、
轮船、
保险、
商场等等由人们制造出的
所有
“物品”
，
都可以让我们清晰地了解到教科书中所没有
的世界史。印章、
货币、
报纸，
甚至一块巧克力，
都有一段历
史蕴含其中。从在大河流域被发明创造出的那些
“物品”
，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轮廓的形成。从番茄、
可可、
郁金香的历
史，我们可以看到新大陆的开发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兴隆。
通过隐藏在身边寻常的事物，
带你了解世界发展的脉络。
《西域考古图记》
（修订版）
（全 5 卷）[英]奥雷尔·斯坦因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版/1980.00元（全5卷）
推荐理由：
《西域考古图记》是斯坦因 1906~1908 年在
我国新疆和甘肃西部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全部成
果的详细报告，也是斯坦因 1900~1901 年第一次新疆考古
调查和发掘后所出《古代和田》报告的续编。全书五卷，
涉
及的地域十分广阔，考古学为核心，涵盖了历史学、人类
学、艺术史、地理学等诸多学术领域，并配有大量遗迹插
图，
内容丰富，
信息量大，
资料性强，
可利用率高，
对相关领
域的学术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书中所刊布的资料至
今仍是各有关领域的基础资料，有的甚至是唯一的资料。
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山海》赵德发著/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9 年 3 月版/
42.50 元
推荐理由：
《经山海》是一部书写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
伟业的现实主义小说，
诠释了
“乡村兴则国家兴”
的时代主
题。主人公吴小蒿，
工作 10 年后，
通过干部招考，
去了山海
相间的楷坡镇担任副镇长，
7 年经山历海，
她依靠组织、
深入
群众，
成长为有担当、
有情怀、
有能力的基层干部。小说从
回眸历史上的今天到检视我们在新时代的印迹，
将历史与
当代做有机化合，
并为新时代文学图谱增添了一个致力于
乡村振兴伟业的新形象——年轻知识女性好干部吴小蒿。
《敦煌家具图式》邵晓峰著/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3 月版/650.00 元
推荐理由：该书通过研究敦煌壁画中的家具图案，展
示中国家具千年之变的脉络。从敦煌壁画看低坐风尚的
延续，从敦煌壁画看本土家具的发展，从敦煌壁画看高坐
家具的融入，从敦煌壁画看外来家具的汉化，从敦煌壁画
看特色家具的创制……反映中古时期中外文化之交流。
《臣服实验》[美]迈克·A. 辛格著 易灵运译/南京大学
出版社 2019 年 1 月版/45.00 元
推荐理由：
该书作者从一介学子变成独自灵修的隐居
者，
之后创建了大型的灵修社区，
变成收益颇丰的建筑商，
设计出改变医疗管理产业的软件包，
建立市值 10 亿美元的
上市公司，
写出让脱口秀女皇奥普拉爱不释手的书。当他
身处胜利的顶峰之时，
一场 FBI 大型突袭，
又让他濒临灾难
的边缘——迈克·A.辛格的“完美人生”，始于他年轻时于
林中独居之际做下的
“臣服实验”
的决定。
《铸造工艺学》王荣峰主编/国家开发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1 月版/46.00 元
推荐理由：
该书内容由造型材料和铸造工艺设计基础
两部分组成。系统介绍了原辅材料选取，
型（芯）砂结构，
型
—液相互作用，
常用型砂性能、
应用、
实例、
缺陷预防，
涂料
等；
工艺设计概论，
铸造工艺方案的确定，
砂芯设计及铸造
工艺参数，
浇注系统设计，
冒口及冷铁设计，
铸造工艺仿真
优化模拟，
铸造工装设计，
铸造技术文件的编写，
3D 打印技
术等内容。
《清诗话全编（顺治康熙雍正期）》张寅彭编纂/上海古
籍出版社 2018 年 11 月版/1580.00 元（全 10 册）
推荐理由：
《全编》总量预计近千种数千万字，为使学
界尽早利用最新成果，
本项目决定分批推出。首期成果顺
治、
康熙、
雍正三朝诗话，
共收书 89 种。所收诗话均按时序
排列，
每种前由张寅彭教授撰写提要，
介绍成书始末、
版本
异同、
议论长短，
可俾读者知人论世，
并藉以勾稽清人之诗
学大观。此次率先问世的
“顺治康熙雍正期”
部分，
所收录
的 89 种诗话著作中，
将近半数为首次整理披露。
《彭懿大幻想文学书系·怪物爸爸》彭懿著/新世纪出
版社 2018 年 7 月版/36.00 元
推荐理由：小说以水孩怀念去世爸爸，最后与变为怪
物的爸爸相遇作为故事线索，
为我们重新设立了一个多元
的幻想世界，而父亲的角色在故事中刷新了“世上只有妈
妈好”的亲子关系，并变得不可替代——无论爸爸是否在
身边，
爸爸的爱都未曾远离……
《环球啤酒之旅》澳大利亚 Lonely Planet 公司编/中国
地图出版社 2018 年 6 月版/118.00 元
推荐理由：
Lonely Planet再次推出了一本角度独特、
语言
风趣、
适合与亲友共赏的旅行读物——《环球啤酒之旅》，
在五
大洲中精选出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酒厂、
酒馆和酒吧，
深入浅
出地介绍各种精酿啤酒的特性、
口感，
也体贴地提供了不同目
的地的饮酒习俗、
常用语，
以及周边的旅行点，
让你有吃有喝
还有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