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 名
医学的温度

黄河与中华文明

治术：周秦汉唐的经世之道

大运河漂来紫禁城

史前的现代化：从狩猎采集到农业起源

海底捞店长日记（十年回望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及适用指南

三阴性乳腺癌：临床指南

岭南农业史

书楼探踪·江苏卷

有毒植物志

文学艺术类
编 著

韩启德 著

葛剑雄 著

张国刚 著

单霁翔 著

陈胜前 著

李顺军 著

黄薇 主编

[美]安托瓦内特·R·谭 主编 李南林、易军、李信主译

吴建新 编著

韦力 著

[法]贝尔纳·贝特朗著 欧瑜译 刘冰审校

版别
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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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华文出版社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序号
1

2

3

4

5

6

书 名
习近平扶贫故事

小康的真谛

行走克青孜：一位中央国家机关援疆干部驻村记录

最可爱的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连环画集

为了消除老年贫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扶贫工作纪实

扶贫家书

主题出版类
编 著

人民日报海外版 编著

周锟 著

邵祥理 著

贺友直等 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

中国劳动保障报社 组织编写

遇见·力歌编著

版别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连环画出版社

研究出版社

研究出版社

12本版编辑：张聪聪
E-mail：446459315@qq.com

排版：彭庆伟

2020年第6期中版好书推荐

主 题 出 版 类（6种）

《习近平扶贫故事》（商务印书馆）该

书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思想的发展为

线索，遴选了一系列既脍炙人口又发人深

思的故事。书中记录了习近平总书记与

困难群众交往、带领困难群众脱贫攻坚的

点点滴滴。

《小康的真谛》（商务印书馆）该书既

是一部系统诠释小康社会的理论专著，也

是一部生动鲜活的“改革发展史”和“民生

发展史”。

《行走克青孜：一位中央国家机关援

疆干部驻村记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该书视角由小及大，笔法由浅入深，客

观地宣传了党带领人民脱贫攻坚的伟大

成就和成功经验，充分展示全面小康的美

好图景和历史意义。

《最可爱的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连环画集》（连

环画出版社）作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的献礼图书，

该书精选了抗美援朝中的英雄人物和感

人故事。

《为了消除老年贫困：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扶贫工作纪实》（研究出版社）该

书讲述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扶贫工

作实践历程，收录各地实践经验、典型事

迹以及重要事件。

《扶贫家书》（研究出版社）该书旨在

通过中央和国家各机关派出的扶贫精锐

干部在进驻扶贫一线后殚精竭虑开展扶

贫工作之余，与家人的家书为切入视角，

全面展现中央和国家各级机关党员干部

的家国情怀。

文 学 艺 术 类（8种）

《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人民文

学出版社）该书从《野草》的本事缘起，考

察《野草》的成因，从诗性和哲学以及艺术

表达的角度，探讨鲁迅对本事的改造、升

华和艺术创造，还试图从《野草》的发表、

出版流变，观察《野草》的传播史。

《烟火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是

一部聚焦当下都市百姓生活的长篇小说，

迟子建以从容洗练、细腻生动的笔触，燃

起浓郁的人间烟火，柔肠百结，气象万千。

《蛟龙》（人民文学出版社）该书是玄

色的转型之作。同玄色之前的作品相比，

本书以真实的海军军校学生的大学生活

为蓝本构建故事，作品人物非常多样，群

像式的人物描绘也为作品增添更加丰富

的精彩细节。

《艺术家们》（人民文学出版社）楚云

天和洛夫、罗潜都是热爱绘画的年轻艺术

家，人称“三剑客”。三人中，楚云天还兼

具文学才能，并且最早结婚，与隋意过着

恩爱的小夫妻生活。但天性中的浪漫，让

他对洛夫的学生田雨霏产生了好感……

《今天，听什么贝多芬》（人民音乐出

版社）2020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该

选题聚焦在“贝多芬”，针对以音乐爱好者

为主，以泛艺术类爱好者为辅的用户肖

像，进行了四大板块的策划。

《丰子恺家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该书是由丰子恺的孙子丰羽编辑的

一部书信集，其中书信 195 封，还有 47 幅

给恩狗的画是首次面世，十分珍贵。

“画说经典”系列（汉英对照）（《画说

诗经》《画说唐诗》《画说宋词》）（中译出版

社）该书历时八年打磨，旨在向世界传达

中国之美，随书附有配乐双语朗诵。

《中国书画的司法鉴定》（荣宝斋出版

社）该书将印章印文鉴定和笔迹鉴定等司

法鉴定科学技术应用到中国书画真伪鉴定

中，分为通识理论和鉴定实务上下两章。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沈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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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种）少 儿 教 育 类

（11种）人 文 社 科 类

《阅读力决定学习力：提高阅读力的11堂课》（现代教

育出版社）书中，作者提出了阅读力决定学习力的概念体

系，填补了国内中小学教育界关于提升阅读力和学习力的

理论空白。

锺叔河“给孩子读文言文”系列：《给孩子读短信：古人

的尺牍》《给孩子读故事：古人的笔记》（现代出版社）这是

一套学古文的优秀读物，包含《给孩子读经典》（2019年出

版）、《给孩子读短信》和《给孩子读故事》三册。

《博物馆里的中国历史》（6册）（天天出版社）该系列是

面向少年儿童的文化通识类作品。每册按从原始时期到

清代的历史时间顺序作为讲述线索，涉猎范围全面，包括

书法、绘画、壁画、雕塑、器物等各类重要历史文物和国家

宝藏。

《医学的温度》（商务印书馆）该书结集了近些年韩启

德院士对医学、医学史、医学人文、叙事医学、医学技术等

的思考，以及对癌症、传染病、中医等的独特看法，阐述了

对生命、死亡等的反思。

《黄河与中华文明》（中华书局）该书讲述了黄河与中

华文明的关系。“引言”部分阐述了河流与人类文明的关

系。之后用七章，梳理黄河的历史沿革、地理变迁，展现黄

河与中华文明的紧密联系，最后展望新形势下的黄河发展。

《治术：周秦汉唐的经世之道》（中华书局）该书分十六

章，以历史发展的时段为纲，以支撑历史脉络的人和事为

目，介绍了自春秋时期至五代1360余年中事关家国兴衰、

治乱兴亡的历史。

《大运河漂来紫禁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该书

讲述了大运河开凿2500多年以来沿岸城市的运河故事。

《史前的现代化：从狩猎采集到农业起源》（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该书通过对一万年前考古资料的分析

和梳理，讲述了在这样幅员辽阔的区域之内，农业的起源

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有着怎样的发展，又是如何形塑今天

的中华文明基因的。

《海底捞店长日记（十年回望版）》（东方出版中心）该

书作者2007年大学毕业后，从海底捞服务员、迎宾等基层

岗位做起，随后经历了领班、经理、店长、大区经理助理等

岗位……该书真诚记录了他在海底捞所收获的一切，呈现

了一段奋斗与成长的真实经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及适用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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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百科全书”，该书对民法典进行了逐条释义。

《三阴性乳腺癌：临床指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该书

详细阐述了三阴性乳腺癌的病理学评估、临床特征、遗传

学特点、影像学结果和治疗方法等。

《岭南农业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该书是一部以详

细扎实的史料为基础，叙述从原始社会到民国时期的岭南

农业史，是以农业科技史、农业生产史为中心的，包括了农

业经济史、乡村社会史、农业文化史的农业通史。

《书楼探踪·江苏卷》（华文出版社）作为“书楼探踪”系

列的第二卷，该书中，作者实地探访了位于江苏的20处著

名藏书楼，不仅详述了他游历访古的感受，而且广征博引，

将藏书家生前身后的故事娓娓道来。

《有毒植物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该书是“博物

万象·植物志趣”系列中最颠覆人们认知的一册，讲述了与

“有毒”植物有关的神话传说、奇闻逸事、民间用法等，并讲

述了它们或辉煌或没落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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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庸携手人文社再掀“朱氏幽默”浪潮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著名漫画大师朱德庸的经典力作《什么事都在发生》《关于上班这件事》由人民

文学出版社全新包装、重磅出版。这两部作品以不同的主题风格展现了朱德庸敏锐的多维视角和超强的创作实

力，自2004年首次出版以来，一直长销不衰。《什么事都在发生》中，作者以深情又诙谐的笔法描绘了90则关于婚

姻、爱情、两性等等的人生困境，企图以灰色幽默的方式治愈这个时代的淡淡忧伤；而在《关于上班这件事中》中，

作者又如顽童一般戏谑于上班族与大老板之间，将上班这件几乎所有人都要面对的事解读得妙趣横生。

“换一个视角去选择，能解开人生的困境”，是朱德庸30年来一直坚持手绘创作幽默这件事的初心。2020年

是个有点特殊的年份，很多人都经历了自己人生中一些艰难的选择，但依然认真勇敢地努力生活着。在当下的

语境中，重新翻开这两部与我们的生活、工作紧密相关的经典作品，用“朱氏幽默”治愈人生中的“不开心”，会给

读者带来新的阅读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日前电视剧《涩女郎》正式发布预告，“涩女郎”和“朱德庸”再度成为热门话题。尽管朱

德庸近几年较少出现在公众媒体，但他的创作脚步从未停滞。此次推出的新版《什么事都在发生》《关于上班这

件事》，是朱德庸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两大品牌的首次合作，也是漫画大师朱德庸正式入驻人文社的重要标志。据

悉，朱德庸的另一经典系列“大家都有病”新版正在加紧编辑制作中，“涩女郎”系列共6册也在由作者全面修订，

未来将继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张）

时光荏苒，转眼寒冬已至。不同的季节

有不同的景色，捧起一本书，能获得截然不

同的阅读感受。在体悟自然带来的多样观

感的同时，走进书中的故事，沁润在文字构

筑的知识殿堂，自是绝佳选择。2020年度最

后一期中版好书，28种精品佳作为冬日阅读

提供了多样选择。

小切口讲故事 细节处述人心

文字之所以具有打动人心的无穷力量，

并不是因为文字本身的气势磅礴，而是因为

简单的文字能够组合成故事，能够通过细节

触动人心。即使微观视角切入，真诚、质朴

的文字却往往能够形成最强劲的力量。

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讲述扶贫故事、记录

时代发展是主题出版的一大重要选题方

向。此时，发挥细节触动人心的作用，是该

类作品不可忽视的地方。本期中版好书，多

种精品佳作从不同视角、不同阶段切入，讲

述多种扶贫故事。其中，《习近平扶贫故事》

生动记录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扶贫开

发、驰而不息推进脱贫攻坚的精彩瞬间，展

现了其“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

《行走克青孜：一位中央国家机关援疆干部

驻村记录》《为了消除老年贫困：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扶贫工作纪实》《扶贫家书》也分

别从不同角度展现脱贫攻坚历程中的感人

故事，反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以及

中央和国家各级干部的家国情怀。值得一

提的是，《扶贫家书》从壮丽宏大的脱贫攻坚

战中独辟人文微观视角，全面展现了实干兴

国的最美奋斗者形象和真挚的儿女情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也需要对理

论的总结与升华。 用“小康”来定位一个时

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是把现代社

会价值观与传统社会理想结合起来的睿智

创造。《小康的真谛》以我国小康社会发展的

5个阶段为纲，以小康社会建设实践过程的

35 个重要事件和发展理念为目，深入阐释

“小康社会”的理论和实绩，从国家决策层面

叙说了我国在小康道路上筚路蓝缕、攻坚克

难的伟大历程和真实故事。

故事能够记录时代，也能够帮我们记

住那些“最可爱的人”。为纪念中国人民志

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最可爱的

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连环画集》重磅出版。该套书描写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

江，赴朝抗美的故事。

纵览古今风韵 亲感时代变迁

阅读，能够让我们以更宏观的视角感受

历史长河的流淌轨迹，亲身感受古今不同风

韵，体会时代变迁。《黄河与中华文明》《大运

河漂来紫禁城》《史前的现代化：从狩猎采集

到农业起源》《书楼探踪·江苏卷》等虽然聚

焦黄河、大运河、农业、藏书楼等不同主题，

但都跟随时间轴的变迁，发掘中华文明基

因，展现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大运河漂来紫禁城》是故宫博物院原院长

单霁翔的最新作品。单霁翔说，紫禁城是大

运河上漂来的，不论是砖石、木料，还是工

匠，都是由大运河而来。“ 今天大运河的保

护，它更加强调世代传承性和公众参与性。

时代传承性告诉我们，一个文化遗产它应该

有生命历程，不应该在哪个时期断裂，应该

把历史的链条完整地保护。”

图书也是记录个人在生活、专业方面独

特感悟的一种载体，是个人智慧集聚的重要

手段。我国病理生理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协

会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在《医

学的温度》新书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培养出

来的医护人员，首先要有好的人品，要有爱

心，要能够担起患者性命相托的重量，做一

个有温度的人。”《医学的温度》一书阐述了

他对医学本质、精准医学、现代医学等议题

的思考，字里行间透露着人文情怀与医者的

温度。《海底捞店长日记（十年回望版）》则为

大家呈现了普通人如何在一家成长型很强

的公司里自我蜕变的历程，在平凡的岗位上

如何迈向卓越的历程。

本期中版好书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

席、著名评论家阎晶明的新作《箭正离弦：

〈野草〉全景观》也为我们感受时代变迁带来

新视角。作为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

究与鲁迅研究的学者，他从 2008 年开始有

计划地撰写与鲁迅相关文章，这一次，他将

目光投向了《野草》。“《野草》里面的全景，我

希望通过我自己的观察，能够提出我自己的

观点。《野草》有它自己的全景，我不一定都

能看见，但是就像看万花筒一样，每个人看

到的都是我们自己所能看到的一些侧面，而

且跟我们内心的呼应也是有其他复杂因素，

这也是他一直被阐释的重要原因。”阎晶明

在新书发布会说道。

名家探新路 阅读倡新法

值得注意的是，迟子建、冯骥才等名家

也都带来了截然不同以往、对作家本身而言

具有“特殊性”的作品。迟子建的《烟火漫

卷》聚焦当下都市百姓生活，描写了哈尔滨

独特的城市景观与小说人物复杂的命运。

该书也是迟子建写给自己生活30年的哈尔

滨的一首长诗。而《艺术家们》中，冯骥才

“作家”与“画家”的身份相遇。这部长篇小

说以几位青年艺术家的生活和事业为轴，展

开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艺术家们的生活故事

和创作历程，也呈现了艺术事业、社会环境

的发展与变迁。冯骥才在自序里写道：“我

一直想用两支笔写这本小说，我的话并非故

弄玄虚。这两支笔，一支是钢笔，一支是画

笔。我想用钢笔来写一群画家非凡的追求

与迥然不同的命运；我想用画笔来写唯画家

们才具有的感知。”

此外，本期好书中，“全民阅读”的倡导

者和领读人聂震宁为小读者带来新作《阅读

力决定学习力：提高阅读力的11堂课》。多

年阅读推广活动中，聂震宁经常面对中小学

生老师、家长提出的阅读问题，不知道读什

么、不知道怎么读，不知道读的效果如何检

测，更不知道阅读能力的提高有一套科学方

法，阅读力转化为学习力更要遵循科学规

律。面对越来越多的具体问题，他萌生了写

作本书的强烈愿望。该书是国内第一本科

学系统地阐述阅读能力的提高方法和测评

方法的专著，不但将“阅读力”这一概念深化

到实用层面，更是一本贴近中小学生学习需

求的专业辅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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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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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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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类
书 名

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

烟火漫卷

蛟龙

艺术家们

今天，听什么贝多芬

丰子恺家书

[汉英对照]“画说经典”系列（《画说诗经》《画说唐诗》《画说宋词》）

中国书画的司法鉴定

编著
阎晶明 著

迟子建 著

玄色 著

冯骥才 著

橄榄古典音乐 编著

丰羽 编

许渊冲、陈佩秋等 著

邓斌 著

版别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音乐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译出版社

荣宝斋出版社

序号
1

2

3

书 名
阅读力决定学习力：提高阅读力的11堂课

锺叔河“给孩子读文言文”系列：《给孩子读短信：古人的尺牍》《给

孩子读故事：古人的笔记》

博物馆里的中国历史（6册）

少儿教育类
编 著

聂震宁 著

锺叔河 著

罗洁 著

版别
现代教育出版社

现代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