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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类 （10种） 人 文 社 科 类 （10种）

《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阿

来著/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0 年 9 月版/

69.80元/ISBN：9787541156359

推荐理由：作家阿来首部真正意义的

非虚构历史作品，钩沉瞻对一地两百余年

的战乱浮沉，书写《尘埃落定》背后的藏地

历史。这本书曾在2014年出版过，此版由

阿来在通读全文后，于艰深难懂之处增补

数十条注释，并新增数十幅藏地历史地图

和珍贵插图、历史大事纪，帮助读者清晰

把握整体脉络，更顺畅阅读。

《心居》滕肖澜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社2020年10月版/59.00元

ISBN：9787530220436

推荐理由：《心居》是新海派实力作

家滕肖澜的长篇小说新作。在日新日进

的大都市大时代里，以顾家三兄妹为代

表的上海人们，围绕房子衍生出种种悲

欣交集的人生经历。历经生活的劫波，

他们渴求更丰沛的物质生活，也不遗余

力地为个人灵魂寻找安妥的栖居之处。

“《心居》写的是上海，更是上海人。虽然

是小日子，过的却是大味道。小人物亦

是主人公——妥协中的抗争，狭隘里的

伟大。……每个人都在艰难而又孜孜不

倦地活着。痛并快乐着。”

“出走的女人”系列 姚鄂梅著/上海

文艺出版社2020年10月版/148.00元

ISBN：9787532175987等

推荐理由：含《衣物语》《真相》《西门

坡》，作家姚鄂梅写下关于女性的一切。

她所做的，是当一个“救生员”，专门打捞

那些处于危险之中的女人。这些女性拥

有截然不同的生活，但都有一个特质，无

论生活还是情感，都不是很会经营，但都

不甘妥协，选择在无法顺从又无力改变

时，毅然决然地出走他乡。她们又试探

着聚集在一起，互相依靠，建立起一个名

叫西门坡（SIMPLE的谐音）的女性公社，

她们自给自足，恍若女性的诺亚方舟。

《狂想代理人》高铭著/北京联合出版

有限公司2020年10月版/49.80元

ISBN：9787559645685

推荐理由：《天才在左疯子在右》作

者高铭首部短篇小说集，21 个狂想故事

追问“你想过怎样的人生”。从新奇刺激

的脑洞，落脚到引人深思的“灵魂拷问”，

武侠、科幻、爱情、悬疑、浪人、牛仔、赏金

猎人、未来世界、遥远太空……每一个都

有意想不到的结局。

《塞缪尔·贝克特——盛名之累》[英]

詹姆斯·诺尔森著 王雅华、刘丽霞译/商

务印书馆2020年10月版/348.00元

ISBN：9787100177795

推荐理由：荒诞派戏剧大师贝克特

唯一授权传记作品。他在 1953 年凭《等

待戈多》一举成名，1969年获诺贝尔文学

奖。这本传记运用大量一手资料再现了

贝克特在文学与艺术领域惊人的造诣，

以及心怀正义、乐善好施、乐观幽默等人

格魅力。

《钱锺书选唐诗》（上、下册）钱锺书

选 杨绛录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整理/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 11月版/99.00

元/ISBN：9787020166282

推荐理由：钱锺书遴选、杨绛抄录的

大型唐诗选本。从1983年到1991年，钱

锺书遴选、杨绛抄录了一部唐诗选稿。

杨先生在封面上题“《全唐诗》录，杨绛日

课”，钱锺书又补题了“父选母抄，圆圆留

念”八个字。钱瑗教授不幸早逝，杨先生

就把这部由她亲笔抄录的稿子，赠予吴

学昭老师。吴老师在征得杨先生同意

后，抱着学术为公的态度，决定将其公开

出版，供有兴趣的读者研究和参考。人

文社受吴学昭委托，对书稿做了必要的

整理，并在钱锺书先生诞辰 110 周年之

际，正式出版这部唐诗选稿。

《吹我的风已经渡过了黄河》鲍尔

吉·原野著/海峡文艺出版社2020年 11

月版/35.00元/ISBN：9787555024903

推荐理由：中国文艺界“草原三剑客”

之一的鲍尔吉·原野，多侧面、多手法、篇

幅长短不拘的散文写作，使其成为当代中

国散文批评界最难以归类的散文作家之

一。这是他的最新散文集，用温情而幽默

的笔触，展现了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

《江南旧闻录·故园归梦长》朱学东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68.00元/ISBN：9787559831910

推荐理由：“江南旧闻录”丛书系列

最新作品，学者朱学东的怀乡思故之作，

对江南故乡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的生活

方式和场景的记录和回忆，兼具社会学、

民俗学史料和文献研究价值。该书以散

文的形式，形象生动地再现了江南水乡

的饮食、习俗、风土、物产、生产生活等，

使江南质朴的乡间文化跃然纸上，为读

者开启追寻故园文化之旅。

《桃花源密码·海底天宫》何殇著/河

北人民出版社2020年11月版/45.00元

ISBN：9787202146552

推荐理由：“怪谈文学奖”大奖得主

何殇首部长篇作品，将神秘的徐福东渡

传说、桃花源传说、古琉球国文化与失落

的古老文明姆大陆巧妙结合起来，在主

人公探险解谜的过程中，故事情节伴随

着一个接一个谜团推进，引人入胜，为读

者揭开突破脑洞的新世界。

《和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的人

一起散步》蒋方舟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

12月版/69.00元/ISBN：9787521723397

推荐理由：蒋方舟首部幻想小说集，

书中涉及时间重置、恒星撞击等多种幻

想元素，还对“孤独”进行了新的叙事表

达。书中的四个故事充满幻想色彩，名

为“南十字星”的星球贯穿全书，其命运

与选择也呼应了全球瘟疫下人类面对的

困境和希望。当世界失序，人群惶恐，小

说中的四个主角却孤独而平静，他们选

择仰望星空，与南十字星分享只有他们

才懂的秘密。

《文献中的百年党史》李颖著/学林

出版社2020年 11 月版/168.00元（彩图

版）/ISBN：9787548616795

推荐理由：中宣部2020年主题出版

重点出版物。“中国好书”作者李颖依据

党的重要文献，每年以一件（组）珍稀文

献为引，100 年选取 100 个（组）重大事

件，全面反映党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

史和自身建设史，着重讲述时代英雄和

普通人物的感人故事，点面结合，串联起

中国共产党100年奋斗历程，构成一部简

明百年党史。也是一部涵盖党史、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四

史合一”的优秀通俗理论读物。

《脱贫之道：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密

码》[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汪三贵等

著/重庆出版社2020年11月版/59.80元

ISBN：9787229152864

推荐理由：中国能够消除绝对贫困，

迅速遏制疫情，背后有一共同逻辑使然，

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治理能力。这

是以中国精准扶贫的典型案例为依据，

进而对中国的扶贫事业进行深度观察、

思考与评述的一本通俗性著作。该书作

者库恩是中国问题专家，汪三贵是中国

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中

外专家团队强强联手，向世界介绍中国。

《死亡是什么》雷爱民著/北京大学

出版社2020年9月版/35.00元

ISBN：9787301315163

推荐理由：如何认识死亡？死亡既

是生物现象也是社会事件。如何理解死

亡？死亡不可避免也不可或缺。如何超

越死亡？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开始。如何

向死而生？探索死亡的意义是为了更好

地生活。北京大学哲学博士雷爱民带读

者从客观角度去了解死亡，从理性上去

直面死亡、理解死亡，进而从哲学的意义

上超越死亡，实现真正的“向死而生”。

《佚名照——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

的日常生活图像》晋永权编著/上海人民

出版社2020年10月版/298.00元

ISBN：9787208165762

推荐理由：《大众摄影》杂志主编晋

永权手通过二十多年的图像收集、整理，

甄选出从1950年代初~1980年代末1500

余幅佚落的日常生活照片，试图寻找出

中国人日常照相行为中的社会与历史逻

辑。这既是一部平民生活的影像史，也

是一部中国人的现代精神成长史。

《哥伦布与大航海时代》[美]华盛顿·
欧文著 代晓丽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20年10月版/98.00元

ISBN：9787505745018

推荐理由：大航海时代拉开了世界全

球化的序幕，人类文明的中心由此从地中

海区域转移到了大西洋区域，开启了西方

崛起的海洋文明时代。作者有着“美国文

学之父”美誉，他以哥伦布的航行为线索，

用生动的笔触带我们领略了诸多大航海

时代的传奇，展示了各国众生相。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王水照著/中华

书局2020年11月版/58.00元

ISBN：9787101147292

推荐理由：中国古典文学泰斗王水照，

曾跟随钱锺书治学与工作多年。他认为钱

锺书手稿中尚有大量相关研究未及整理发

表，实为学界之憾。同时对于众说纷纭的

问题，亦给出了答案。这本书共分四辑，涉

及钱锺书的生平曲折、为人处世、学术成就

尤其是宋诗方面的成就、对钱锺书手稿集

的解读等多个领域，既有作为学界同仁的

精辟解读与探讨，亦有作为朋友、学生角度

的温情缅怀，多有一手材料和独家见解，洵

为研究、了解钱锺书不可不读的著作。

《天行——人类历史进程中的50场

瘟疫》闵凡祥、张树剑主编/江苏凤凰科学

技术出版社2020年11月版/78.00元

ISBN：9787571313494

推荐理由：该书以全球史的视野，精

选了历史演进过程中的50个影响人类文

明的瘟疫故事，其跨越千年，涵盖中西。

面对瘟疫，人类并非全然逆来顺受，而是

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勇气不断

探索、创新、突破，直至战胜，从而让人类

文明在几近毁灭中得以坚韧重建与延续。

《五十岁，我辞职了》[日]稻垣惠美子

著 郭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 年 11

月版/49.00元/ISBN：9787532784356

推荐理由：稻垣惠美子大学毕业后便

进入朝日新闻社工作，拥有稳定的收入、工

作以及丰厚的退休金，但她拒绝人生被金

钱所支配，五十岁时，在周围人不解的目光

中毅然辞职。脱离公司体制后，她以一个

自由人的眼光重新看待生活与工作，反思

“公司型社会”“无业无夫无子的生活方式”

等一系列日本社会的现实问题，文风励志

又风趣幽默，读来令人发笑又引人深省。

《柏林日记：二战驻德记者见闻，

1934—1941》[美]威廉·夏伊勒著 张若涵

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11月版/78.00元

ISBN：9787544783767

推荐理由：作为驻德国记者，威廉·夏

伊勒目睹、报道了初生的纳粹德国将欧洲

乃至全世界一步步拖入战争深渊的全过

程。他及时传递了一线战场的大量一手

资料，在柏林期间，近距离接触希特勒、戈

林、戈培尔等德国高层和英美等国外交与

媒体人员，对德国政治生活有细致入微的

观察。这本书还在日后孕育出《第三帝国

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这部经典。

《拯救婴儿？新生儿基因筛查之谜》

[美]斯蒂芬·蒂默曼斯、玛拉·布赫宾德著

高璐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1

月版/75.00元/ISBN：9787576004489

推荐理由：这本书通过田野调查，对于

新生儿筛查技术在美国的推行历史和这项

技术在实践中引发的可预期及不可预期后

果进行了生动详尽的记录和分析。作者展

示了技术的“不确定性”如何使得病患和医

生进行协商和互动，又如何影响人们对于

“正常”以及未来的理解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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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览（2020年11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日前，

《一往无前：雷军亲述小米热血 10

年》的作者范海涛针对女性20岁时

的迷茫困惑和30岁后的焦虑不安，

以《三十不设限》给出了答案。

她以自己的经历为例：30 岁出

国留学，35 岁生孩子，这些选择在

当时都遭遇了很大的反对，可她依

然在职场进阶和转型中打破了这

些成见，认知同时获得了极大的飞

跃。她告诉女性读者，年龄不是问

题，世俗和偏见也不是问题，活出

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其实不仅是

三十不设限，扩展一下，人生就不该

给自己设限。 （夜 雨）

《三十不设限》，人生不设限

《三十不设限》范海

涛著、天喜文化策划/天

地出版社2020年12月

版/58.00元

ISBN：9787545559934

当你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星星就在为你一人闪耀；虽然其他人并不以为

意。这个来自《费恩曼物理学讲义（第1卷）》中的关于“孤独”的故事，打动了作家

蒋方舟，于是她在2020年创作出了小说集《和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发光的人一起散

步》。书中除了孤独，还 有战争、宇宙、生命、时间，以及哲学，当现实变得像小说，小

说就成了我们理解现实的方式。也因此，只要星星在闪耀，一切都没关系 。

“世界成为图像”与“人成为主体”，这是海德格尔认为的对现代化的本质具

有决定性意义的两大历史进程。国人在追寻现代化的征途上 ，无时不与其密切

相关。正如平民生活影像史《佚名照》，看起来这是一部属于特定群体的私人记

忆，但这其中构建起来的影像世界，也 是一部属于国人的公共记忆及现代精神成

长史。10月月览好书以新视角来解读历史和文化，并在解构中呈现人性的温度。

12月7日，大雪节气，仲冬来临。千里冰封，万里

雪飘，大雪之后，白日不妨踏雪寻梅，又可围炉温酒夜

读。回望11月月览好书，有以下8类60种奉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