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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驰援日记》：留存抗击疫情珍贵史料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广东驰援日记》新书发布会日前在广州举行。

该书汇集了广东援鄂医疗队在生死前线的109篇一手日记，历经57个殊死

拼搏的日夜，记录了他们从除夕之夜出征到3月底凯旋的战疫全程，是目前

唯一一部完整记录广东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全部历程的出版物，真实再现了

广东医护人员面对疫情向险而行、投身战“疫”的勇气与魄力，彰显了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中的广东速度与广东担当。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肖风华表示，

若干年后，如果有人读到这些文字，知道历史上有这么一群人、有这么一段

惊心动魄的历史，这就是出版人应尽的责任。 （文萱）

《广东驰援日记》广东新闻广播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 7月版/

45.00元/ISBN：9787218142081

18本版编辑：郑杨
E-mail：1127173416@qq.com

排版：姚志英

《百年变局下的中国经济》李稻葵著/

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版/60.00元

ISBN：9787010218182

推荐理由：该书作者是金砖国家新开

发银行首任首席经济学家。在书中他着

眼于国际大格局，时代大脉络，将中国问

题置于国际形势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

来看待。更加宏观和全面地看待当下中

国面临的困境、机遇，对中国在转型升级

中面临的具体问题对症下药，提出更加切

中要害的应对之道。

《一流投资家用“世界史”赚钱》［日］

冢口直史著 王冬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20年6月版/58.00元

ISBN：9787512511217

推荐理由：资本市场的波动历来与世

界大局密切相关，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读

者更需要宏观视角。该书是作者根据多年

投资实战经验，总结出来面向普通大众的

“理财圣经”。同时也用通俗的语言让读者

了解钱的历史。作者历数世界史与金融史

并行发展的因果关系，引领读者依据当下

市场，依托历史规律，稳健投资，掌控未来。

《认识商业》[美]威廉·尼克尔斯等著

何峻、许俊农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

7月版/199.00元/ISBN：9787111656654

推荐理由：租房、买菜、追剧、网红店

打卡等，可以说商业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每

个角落。该书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商业百

科全书”，涵盖商学院全部学科，受到全球

数百所高校认可，销量近400万册。最新

中文版以英文版原书第12版为基础进行

翻译，内容新增37%，核心案例更新71%，

增加了英国脱欧、零工经济、职场霸凌等

24个新话题。该书帮助读者看透复杂世

界的机会与陷阱，塑造正确的商业观。

《中国资本市场变革》肖钢著/中信出

版社2020年7月版/68.00元

ISBN：9787521718003

推荐理由：2020年，恰逢中国资本市场

建立30周年。三十而立，中国资本市场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时也面临许多机遇与挑

战。《中国资本市场变革》是中国证监会原主

席肖钢新作，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建立、发展、

改革的亲历者，肖钢将自己在这30年的所

学、所见、所感和所思写下来，通过回顾制度

建立的来龙去脉，探讨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制

度建设的方案设想。书中还直面中国资本

市场多个热点问题，给读者答疑解惑。

《全球产业链：塑造群网化城市星球》

倪鹏飞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7

月版/188.00元

ISBN：9787520364959

推荐理由：作为全球经济的主要载

体，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经济竞争力提升

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焦点。该报告利用

指标体系和客观数据，详细评价了2018~

2019 年全球 1007 个城市的竞争力状况，

衡量了全球城市竞争力发展格局。报告

指出，全球城市可持续竞争力强弱目前

呈橄榄形分布，亚洲城市可持续竞争力

持续提升，中国城市的集体崛起，是全球

城市过去 40 年来最重大的事件，全球产

业链的形成和变动直接塑造了崭新的城

市星球。

《市场营销原理与实践》（第17版）

[美]菲利普·科特勒、加里·阿姆斯特朗著

楼尊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

版/95.00元/ISBN：9787300281193

推荐理由：该书是“现代营销之父”菲

利普·科特勒的经典著作，累计销售30万

册。第17版除了阐释传统的经过实践检

验的市场营销概念和做法，更加关注因为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而形成的崭新的市

场营销领域。该书还对新时代那些建立

品牌、创造新顾客价值的大量营销工具着

重关注，可以说始终保持了其在市场营销

教学中的领先水平。

《骗局：美国商业欺诈简史》[美]爱德

华·J.巴莱森著 陈代云译/格致出版社

2020年7月版/98.00元

ISBN：9787543230972

推荐理由：美国人崇拜商业自由。但

如何区分激进的推销术和商业欺骗却是

一件困难的事情。与此同时，竞争的压力

往往迫使一些受人尊敬的公司也开始采

用某些欺骗顾客的手段。在书中，作者追

溯了美国的商业欺诈的历史以及那些从

未停止的与欺诈的斗争。该书给读者提

供了一个了解美国商业史的特别角度，不

失为一种警示，引人深思。

《前有险滩：全球动荡时代的中国自

处之道》张明著/东方出版社2020年7月

版/58.00元/ISBN：9787520715201

推荐理由：作为平安证券的首席经济

学家，该书对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做

了深刻思考，提出了全球动荡时代的中国

自处之道。该书从全球宏观层面分析了

世界经济动荡以及不确定因素对中国经

济的冲击，同时通过对国内问题的分析，

指出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哪些隐

患，提出了应对之策。作者还在书中提

出，研究中国经济应从真实世界来了解背

后的理论，而不是根据现有理论来看真实

世界。

《点亮视频号：微信短视频一本通》刘

兴亮、秋叶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20年7

月版/69.00元/ISBN：9787121392535

推荐理由：该书作者结合各自在视频

号平台上的运营实战经验，为广大读者全

面介绍了视频号的诞生背景、基础操作、

平台功能和规则、内容策划和运营策略

等，也为广大读者全面解读了视频号的商

业红利、商业模式和成功案例等，该书是

一本极具前瞻性并能让读者及时、全面了

解视频号的实操宝典。

《地标70年：用影像记录当代中国》吴

晓波频道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0年7

月版/78.00元/ISBN：9787505748958

推荐理由：该书是吴晓波总策划的

中国首部经济地理影像志。同名纪录片

播放量破 1.5 亿、豆瓣 8.0 高分推荐。该

书在同名纪录片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

作，新增纪录片未播的第 12 个地标，站

在建国 70 年的维度上，追溯这些地标形

成的经济动因，捕捉与城市相互影响、共

同变化的人物缩影，以片段化的文字和

影像表达对时代的观点，用以小见大的

方式，帮助读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获得

深入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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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真正挑战来自何方？ 给孩子营造一个宽松的阅读氛围
关键词 多样 阅读 探索 勇气

近期，中美博弈对产业经济的影响是财经领域的热点话题，越来越多的

有识之士认识到，只有做好自己，不断提升科技创新力和保持文化上的自信

与活力，未来中国经济才能拥有长期发展的耐力，保持综合发展势头。

7月新书中，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明的《前有险滩：全球动荡时代的

中国自处之道》值得一读。该书从全球宏观层面分析了世界经济动荡以及不

确定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并特别提出，中国经济真正的挑战从来都不是

外部的冲击，而在于自己。作者认为，中国经济有足够强的韧劲、足够大的回

旋余地、足够多的政策工具，来应对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一时的礁石险滩，

改变不了中国经济这条大河奔涌向前的大方向。

了解过去才能走向未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首任首席经济学家李稻葵

的《百年变局下的中国经济》、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的《中国资本市场变革》

都是梳理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经验、展望未来中国发展辉煌前景的佳作，推荐

读者关注。

7月是孩子们期盼的快乐暑假，虽然目前还不能四处旅行，但是却

可以在阅读的世界里自由徜徉。7月童书推荐呈现多样化的面貌，既

有关注现实社会的文学佳作《老男孩》《长命锁》，也有生动有趣的知识

读物《弱者的逆袭：38亿年生命进化史》《我会照顾我的牙》等好书。童

年的阅读，不应该过多地给孩子价值引导，而是应该为他们营造宽松、

自由的阅读氛围，更多的选择空间和自主选择的权力。只有孩子选到

自己喜欢的书，才能走近阅读、爱上阅读，才能在书中体会到那些重要

而珍贵的情感，在书中学会知识、培养能力，从而为孩子探索世界、直面

生活、迎接未来做好准备。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郑 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郑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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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布拉的秘密》[美]特鲁迪·特鲁伊

特[英]加里斯·摩尔著 韩絜光译/青岛出

版社2020年5月版/258.00元

ISBN：9787555286738

推荐理由：该书是美国国家地理推

出的首套科幻探险小说。故事以美国

国家地理学会真实且正在进行的研究

为背景，使孩子们看到世界级探险家的

真实经历，了解科学背后的故事，点燃

孩子的探索精神及对科学研究的好奇

心。书中“科学背后”板块让读者更深

入地了解相关的科学知识，包括书中人

物所探险的各个神秘地点、野生动物和

世界各地的文化。

《老男孩》徐玲著/浙江少年儿童出

版社2020年6月版/49.00元

ISBN：9787559720153

推荐理由：女孩宋小茉暑假搬到蟛

蜞岛和外公一起生活，这样一段生活小

插曲经过作家徐玲的艺术构思，变成了

一个一波三折、意味深长，引起千千万万

家庭强烈共鸣的亲情故事。作品描述的

社会背景、生活情状使读者忍不住扪心

自问：在无法回避的老龄社会，我们该如

何重构与老人的关系？如何帮助老人获

得轻松自在并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小说

在直面社会和生活难题时，不仅成功记

录了我国发展最快时期留于人们心底的

种种难忘的生活印记，而且展望了新时

代少年可贵的情怀与担当。

《弱者的逆袭：38亿年生命进化史》

[日]稻垣荣洋著 宋刚译/接力出版社

2020年6月版/49.00元

ISBN：9787544866385

推荐理由：进化始终伴随着生存竞

争、优胜劣汰。在38亿年漫长的生命进

化史中，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往往都是所

谓的强者销声匿迹，反而是看似弱者的

物种却生存下来。该书从弱者逆袭视角

讲述了 38 亿年生命进化史。该书既能

体现生命进化的本质，也更符合现代大

多数人的价值观。该书帮助读者通过了

解这些物种进化的真相，进而探寻万物

的生存之道。

《故宫一千零一夜·漂来的紫禁城》

董宏猷著/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年

6月版/28.00元

ISBN：9787570707836

推荐理由：在董宏猷笔下，故宫是一

座装满故事的宫殿。作品将天马行空的

故事与故宫传统文化相结合，把与故宫

相关的历史典故、建筑美学、工匠精神巧

妙地融入独具特色的梦幻体叙事结构

中，瑰丽的想象和真实的历史渐次铺

开。作品在讲述帝王将相、王朝兴衰的

故事之外，尤其关注故宫的普通建设者

们，着力颂扬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

《老北京的冰上时光》郭磊著任冬洁

绘/北京出版社2020年6月版/68.00元

ISBN：9787200147261

推荐理由：该书以绘本的形式讲述

了从明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老

北京冰上运动的12个故事。这些故事既

有古代宫廷的冰嬉，又有民间的冰床；既

有冰上娱乐，又有冰上竞赛。这些故事

共同展开了一幅老北京冰上运动的美丽

画卷，让人们对中国古代冰雪运动的博

大精深和老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有更加

清晰的认识。

《每个人都重要》[挪]克莉丝汀·罗希

夫特著[挪]克莉丝汀·罗希夫特绘邹雯燕

译/明天出版社2020年6月版/68.00元

ISBN：9787570806669

推荐理由：这是一本以数字和故

事展开的关于我们人类的书。故事从

一个男孩和他的家庭开始，通过线性

叙事串联出了一个相互关联的、偶发

性的世界——我们生活的世界。该书

也同时提供了一个极具游戏攻略的多

元视角，需要读者去仔细观察书中的

线索，去寻找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去寻

找书中所建构的故事，让孩子们由此

去了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

的故事，我们是世界中的一分子，每一

个人都很重要。

《夜晚的朋友们》梁帆著/二十一世

纪出版社集团2020年6月版/68.00元

ISBN：9787556847488

推荐理由：梁帆毕业于美国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电影学院动画系，作品曾

荣获美国学生奥斯卡动画单元银奖。

该书是她创作的一个关于夜行动物的

神秘的探险故事。5岁女孩娇豆儿在邻

居姐姐家看书时，好奇地爬进一个大书

箱里，发现了一扇闪闪发光的小门。她

爬进小门，身体不知不觉变小，来到了

漆黑一片的鼹鼠城。该书语言生动，想

象力丰富。

《10个小海盗历险记》[英]迈克·布
朗洛 李一慢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0年7月版/19.60元

ISBN：9787513555968

推荐理由：“聪明豆绘本系列”是世

界各地图画书的精选合辑。轻松幽默的

文字、充满想象的图画、妙趣横生的故

事，将自我认知、友谊、爱，甚至是生命的

逝去等饱含哲理的话题娓娓道来。《10个

小海盗历险记》在故事中嵌入经典童话，

在冒险中增加互动，引导孩子动眼动手，

在内容中添加知识，为孩子开启数学城

堡的大门。

《长命锁》胡继风著/江苏凤凰少年

儿童出版社2020年7月版/25.00元

ISBN：9787558418037

推荐理由：这本书取材于一个真实

的故事，作者用质朴温情的笔触，通过对

女孩甜甜不同寻常的童年经历的书写，

讲述了小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

坎坷的人生际遇与复杂的心路历程。作

家试图带领读者贴近生存的无奈与凝

重，窥探社会弱势人群的生活剪影，唤起

儿童对苦难生活的认知与对现实世界的

感悟。小说在拨开社会暗影的同时，揉

进了大量的温情式书写，刻画了一批具

有人性魅力的人物群像，彰显了作者对

儿童成长的关怀与守护，读来令人动容，

内心充满暖意。

《我会照顾我的牙》楠章子著 长冈

悦子绘 周龙梅译/海豚传媒策划、少年

儿童出版社2020年7月版/258.00元

ISBN：9787558909030

推荐理由：这是一套来自日本、针对

2~6岁儿童的科学护齿绘本，让孩子了解

龋齿是怎么形成的，学会正确的刷牙方

式，缓解和消除看牙医时的恐惧，学会保

护自己的牙齿。整套图书还附赠一份护

齿宝典小折页，是一套实用性和操作性

都非常强的牙齿保健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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