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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4期中版好书推荐

主 题 出 版 类（5种）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沈 西

《扶贫笔记》（商务印书馆）该书是扶贫

干部的“扶贫笔记”，是扶贫干部、人民日报

社主任编辑、记者杨一枫的切身体验。

《星火的启示：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发展》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该书收入5篇探讨

中共党史革命根据地最新研究文章。时间横

跨土地革命、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三

个时期，考察了在

不同环境下的革

命力量、特别是重

要的革命根据地

怎样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或得到巩固。

《读毛泽东札记二集》（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该书中有对毛泽东走向成熟之路

的描述，对当年中苏“文仗”的记录，对毛泽

东“两河”情结的叙述，对毛泽东语言风格的

研究，以及对毛泽东读书偏好的分析。还

有，作者对毛泽东晚年渴望发现人才、培养

接班人的心路历程进行了思考。

“汉语世界当代中国丛书”（商务印书

馆）该丛书已出版6种：《中国进行时》《汉字

会说话》《移居未来》《杭州一瞥》《智水仁山》

《海岛天堂》，内容涵盖中国人的生活、旅游、

语言、文学等方方面面。

《共和国历史珍贵瞬间》（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

大地上出现了许多惊天动地的“第一次”。

该书选取了100则最振奋人心的第一次，并

且搜集了珍贵的历史图片，奉献给读者。

文 学 艺 术 类（7种）

《叛逆者》（人民文学出版社）该书系中

篇小说集，以抗战为背景，讲述林楠笙等情

报人员在地下斗争中，虽各为其主，但彼此

交叉的故事。

《故宫六百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该书

通过对紫禁城600年历史的回顾，揭示定都

北京的历史意义，展现中华文明在宫殿建

筑、园林、绘画等各个方面的巨大成就，同时

对封建皇权的黑暗残酷进行批判。

《有一种爱情叫见字如面》（人民文学出版

社）8年，300多封信。来源于一次偶然的代写

书信，却开启一段长达8年的异地恋情。

《指花扯蕊》（商务印书馆）该书为2017

年“中国好书”《诗的八堂课》姊妹篇。该书

选取11位诗人的近百首诗词，对作者的奇情

异想与作品的惊采绝艳，加以细读和赏析。

《音乐考古学通论》（人民音乐出版社）

该书共分15章，是关于音乐考古学理论、方

法和技术的通论性著作。

《百问千里——王希孟<千里江山图>

卷问答录》（人民美术出版社）该书以轻松对

话的方式，较全面深入地讨论了北宋王希孟

及其《千里江山图》卷的数百疑问。

《荣宝斋藏册页——龚贤山水画》(荣宝斋

出版社）该书精选荣宝斋藏龚贤课徒画稿，包

含单树、丛树、树叶、房屋、石头、山峦等课徒画

稿以及山水创作作品，并且配有文字讲解。

“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

事还是读书”。读书能帮助我们开阔眼界，

更好地选择、思考。在炎热夏日，与书为友，

能寻得内心片刻宁静、清凉。信息过载的当

下，也需要好书帮我们更好地明辨是否、泰

然前行。“人生没有白读的书，每一页都算

数”。遇见好书似遇见知己，相逢恨晚。本

期中版好书，主题出版、人文社科、文学艺

术、少儿教育四大类共28种好书，总有一种，

能成为陪伴你“消夏”的惬意之选。

穿越古今 踏上文化趣旅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时期

不同地域文化色彩斑斓。通过书本穿越古

今，追寻历史的发展轨迹，感受古今文化的

精妙碰撞，仿佛开启一次次纸上趣旅。本

期中版好书中，丰富的古今中外文化内容，

能为读者提供多元“硬核”知识，充分展现

了文化多样性。近日，中华书局正式推出

《梁书》（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据悉，

修订组成员自2008年参与《梁书》版本调查

开始到近日出版成书，共历时 12 年时间。

此次修订高度重视古今学者的学术成果，

对清代以降尤其是点校本《梁书》出版以来

学术界的校勘与研究成果，广泛收集并充

分参考和采纳吸收。

循历史轨迹、探文化内核，除了可以借

助不同时期不同朝代的史书之外，也可从

文化名人的著作中看到相应折射。范仲淹

是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在千

古名篇《岳阳楼记》中留下的这句话，为中

国的士大夫和读书人树立了难以逾越的精

神标杆。今年 5 月，中华书局推出了兼具

“范仲淹文集”及“范仲淹人物资料汇编”双

重性质的《范仲淹全集》，是对范仲淹这一

知名历史人物进行研究的重要资料。

除了史书、人物、作品之外，探寻考古

遗址是追寻历史踪迹更直观的途径之一。

在《了不起的文明现场：跟着一线考古队长

穿越历史》中，众多考古发现中的十大考古

遗址现场被还原，刘斌、许宏、唐际根等10

位长年在一线勘探的考古学者，结合自己

二三十年的研究工作，深入浅出地为公众

揭开考古探掘的面纱。值得一提的是，该

书源于三联“中读”开发的同名音频课程，

课程自2018年10月上线以来广受欢迎，播

放量超200万。在阐述图书与课程的关系

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数字出版与

营销拓展中心主任詹那达提到，通过音频

课进行知识的普及和铺垫，为读者向顶端

攀登搭建一架梯子，一切最终还是会围绕

有价值的深度阅读来展开。

600 岁的故宫也见证了无数风雨和时

代变迁，成为具有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在

“亲民学者”阎崇年的新作中，故宫也是上

百起疑案的发生地和见证者。《故宫疑案》

紧紧围绕清代故宫的秘事和疑案展开，切

入点直接巧妙，直击读者疑问。作者立足

正史视角，利用一手史料以及最新的考古

研究、科学科研成果，对不同说法的史料进

行了详细对比，探寻分析了它们内在的逻

辑关系。对于一些无法得出明确结论的疑

案，书中则罗列出各种观点，分析其来源与

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最大程度地为读者

展现历史疑案的面貌。人民文学出版社也

推出了著名作家、现任故宫博物院故宫文

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的《故宫六百年》。

该书以紫禁城建筑的空间次序为横坐标，

以紫禁城历史的时间次序为纵坐标，立体、

全景式地反映紫禁城的历史与文化内涵。

地域文化亦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组

成部分。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近期出

版的《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是一部立

体的城市文化史和人文旅行指南，也是作

家肖复兴写作北京的收官之作。在中外文

化碰撞中捕捉知识火花，同样是图书能够

带来的功用之一。本期好书中，商务印书

馆打造的“汉语世界当代中国丛书”，是以

地道英文，从国际视角解读当代中国、讲好

中国故事的外向型文化读物，也是海外读

者了解中国的文化窗口。而现代出版社推

出的《哈佛极简日本史》则是国内读者了解

日本文明不同面貌的帮手。

此外，不同学科的文化知识也能为我

们开启全然不同的“悦读”之旅。本期榜单

既收入了法律学科的重要作品、被称为

“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也包括《产科重症监护》《医者仁

心：中国医学界院士口述访谈》等医学专

业相关著作，以及经济、音乐、美术等多种

学科的相关作品。其中，中国民主法制出

版社积极体现法律专业社责任担当，第一

时间推出的包含多种版本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单行本系列，受到众多读者和

媒体关注。

记录经典 探析新论 领悟人生曼妙

文字是记录时间、事件的重要载体，也

是传递辨析思考的寄托。本期好书中，中

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共和国历史珍贵

瞬间》便是记录经典的代表。该书从共和

国成立以来无数里程碑中选取了100则最

振奋人心的第一次，并且搜集了珍贵的历

史图片，呈献给读者。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的《星火的启示：革命根据地创建与

发展》和《读毛泽东札记二集》充分发挥了

借图书文字记录思考的功用。前者收入5

篇探讨中共党史革命根据的最新研究文

章。全书从新发现的一手史料着手，有着

与以往探讨中共革命根据地文章的不一样

解谈与新的历史角度。后者是一部研究毛

泽东的随笔著作。

借文学创作展现历史变迁、人性真善

美意识是虚构文学的魅力所在。而感受

艺术妙趣则是寻得内心宁静的不错选

择。本期榜单中，《叛逆者》是备受关注

的 IP 图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今年 6 月

底将其纸质版、有声书、电子书同步上

线。此前的 5 月 27 日，当当网独家开启

《叛逆者》作者签名本纸质书预售，限时 2

日，销量已达 2.6 万册。小说《叛逆者》是

作家畀愚新作，讲述了从抗日战争到解

放战争的过程中，中共地下工作者潜伏

敌后的故事，塑造了众多鲜明的人物形

象。值得一提的是，由小说改编的电视

剧已开拍，由著名演员朱一龙、王志文等

主演，影迷和读者非常期待。同样由人

文社推出的《有一种爱情叫见字如面》则

借一封封情真意切的情书，展现属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爱情往事，见证了新

生共和国的蓬勃朝气，以及物质贫乏时

代爱情的坚贞与执着。《音乐考古学通

论》《百问千里——王希孟〈千里江山图〉

卷问答录》《荣宝斋藏册页——龚贤山水

画》等精品则是感受音乐、美术等艺术精

妙的不二之选。

暑期是孩子阅读的绝佳时期，本期榜

单也为少儿读者和家长奉上了涵盖主题出

版、文学、科普等多板块的精品佳作。中国

首位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2020年最新

力作《寻找一只鸟》由天天出版社出版。《寻

找一只鸟》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孩子的成长

故事，也是一部关于每个人的成长故事。

现代教育出版社推出的《茄宝回家记——

垃圾分类我能行》则借幽默图画故事讲述

垃圾分类的流程和重要性，集趣味性、科普

性、故事性于一体。此外，研究出版社、华

文出版社推出的《新时代共识教育教材》

《新时代统一战线知识简明读本》则是可供

选择的主题教育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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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出版业发展报告（2019版）》出版发行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当前，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境外疫

情暴发增长的态势仍在持续。这些不仅对国际出版业造成了严重冲击，也给中

国出版“走出去”提出严峻的挑战和新的更高要求。在国际出版市场政治环境、

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发生如此变化的背景下，我国出版“走出去”在理

念、对象、内容、载体、方式等诸多方面也应做出调整与改变，当前乃至今后一段

时期尤其要注重一国一策分众化传播，做到精准实施，不断增强“走出去”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

日前，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推出《国际出版业发展报告（2019版）》一书，介

绍了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丹麦、俄罗斯、日本和韩国等

11个国家出版业的有关情况，以期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为我国出版“走出去”提供

参考与借鉴。这是自2003年以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连续推出的第12部年度

国际出版业发展报告。该书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张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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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全集

说文解字（点校本）

医者仁心——中国医学界院士口述访谈

了不起的文明现场：跟着一线考古队长穿越历史

胭砚计划·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商界、政界及经济生活中的隐形决策思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单行本系列

产科重症监护（原著第5版）

哈佛极简日本史

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

故宫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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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宝斋藏册页——龚贤山水画

文学艺术类

主题出版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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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一只鸟》（天天出版社）羽片儿是个与众不同的

男孩，羽片儿的爸爸是一只鸟，一只威风、神秘的青灰色大

鸟。羽片儿要去寻找这只鸟，寻找自己的爸爸。

《好玩的儿童自信力启蒙书——茄宝回家记》（现代教

育出版社）该书是一套环保自信力启蒙读物。随书附赠

100张常用物品注音垃圾分类卡、4个DIY垃圾桶、4组桶桶

趣趣贴、4组双面涂鸦表情贴、8只迷你剧手指偶、贺超叔叔

独家音频等。

《新时代共识教育教材》（研究出版社）该书分为《共识

教育十八讲》和《中华文化“十个讲清楚”教学大纲》。其

中，《共识教育十八讲》精选了中央社院面向民主党派干部

培训的“五史合一”“五大建设”和“大统战”这三大教学模

块的18门优秀课程。

《新时代统一战线知识简明读本》（华文出版社）该书

是在2018年9月出版的《统一战线知识简明读本》的基础

上，根据统一战线工作新的形势发展修订而成。

《许渊冲英译毛泽东诗词》（经典珍藏版）（中译出版

社）该书为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最新版的毛泽东诗词译

文集。

《梁书》（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中华书局）《梁书》56

卷，是唐朝姚思廉撰写的纪传体断代史，记述了南朝梁王朝自

开国至灭亡56年的历史，是唯一完整传世的梁代史籍。

《范仲淹全集》（中华书局）该书包括《范文正公文集》20

卷、《别集》4卷、《奏议》2卷、《尺牍》2卷、《补编》1卷及《续补》2

卷。并将范仲淹相关传记、年谱、著作序跋等，全面搜罗，收入

附录。

《说文解字》（点校本）（中华书局）《说文解字》为东汉许慎

所撰，中华书局1963年以陈昌治本为底本，印行《说文解字附

检字》，2013年重新制版，出版《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

应读者之需，请陶生魁先生采用新式标点符号，结合反切给字

头加注汉语拼音，制作音序和笔画索引，方便读者。

《医者仁心——中国医学界院士口述访谈》（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书中收录吴阶平、吴英恺、巴德年、程书钧等17 位

从事医学研究和临床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

士的口述访谈实录。

《了不起的文明现场：跟着一线考古队长穿越历史》（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该书在“三联中读”上配有同名音频

课，市场销售近万份，读者反响好。10个独具代表性的考古遗

址，带读者走入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现场。

《胭砚计划·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商界、政界及经济生活

中的隐形决策思维》（东方出版中心）该书是法国经济学家巴

斯夏探讨经济学思维的经典著作，也是“破窗理论”源头之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单行本系列”（中国民主法制出

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

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民法典包含总则编、物权编、

合同编、人格权编等7编。

《故宫疑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故宫近600年的历史

中，发生了上百起疑案.“亲民学者”阎崇年，精心选材，以百姓

的话语，用评书的技巧，讲皇家的事。

《产科重症监护》（原著第5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该书

内容经典，汇聚了世界顶尖重症科、产科与新生儿专家的医疗

经验，是产科重症学的权威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哈佛极简日本史》（现代出版社）该书以大历史的视角对

日本文明进行考察，除了对日本历史脉络进行精炼梳理之外，

还从原始文献、古典文学、军记物语、建筑、艺术、宗教史话中

提炼日本文明的不同面貌。

《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该

书尤重史料考索，其间点缀着作者作为资深北京人的生活经

历及亲笔绘制的插画，具有多维度的可读性。

编 著
杨一枫 著

金冲及 著

陈晋 著

《汉语世界》编辑部 编

杨继红、朱大南 编著

编 著
曹文轩 著

贺超 著 邓佳欣 绘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编

《新时代统一战线知识简明读本》编写组

许渊冲 著

编著
[唐]姚思廉 撰，卢振华、王仲荦 点校，景蜀慧、赵灿鹏 修订

[宋]范仲淹 撰 李勇先、刘琳、王蓉贵 点校

[汉]许慎 撰 陶生魁 点校

吴阶平、吴英恺、巴德年等 口述

李零等 著

[法]弗雷德里克·巴斯夏 著，于海燕 译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编著

（美）贝尔·福特 主编；李颖川 黄亚绢 主译

[美] 阿尔伯特·克雷格 著 景苍 译

肖复兴 著/绘

阎崇年 著

编 著
畀愚 著

祝勇 著

白鸥、徐荣兆 著

江弱水 著

方建军 著

余辉 著

龚贤 绘

版别
商务印书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商务印书馆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版别
天天出版社

现代教育出版社

研究出版社

华文出版社

中译出版社

版别
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现代出版社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版别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人民音乐出版社

人民美术出版社

荣宝斋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