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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题 出 版 类 （20种）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习

近平著/外文出版社 2020 年 6 月版/

80.00元（平装本）

ISBN：9787119124094

推荐理由：该书收入习近平总书记

在2017年10月18日~2020年1月13日

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批示、指

示、贺信等92篇，共19个专题，是全面

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年11月版/65.00元

ISBN：9787507347784

推荐理由：该书汇编了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同志围绕党的宣传思想工

作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新思想

新观点新论断，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提

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扶贫故事》人民日报海外

版编著/商务印书馆 2020 年 9 月版/

78.00元/ISBN：9787100189569

推荐理由：该书系统讲述了习近平

同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关

心困难群众生产生活、带领困难群众脱

贫攻坚的感人故事，展现了习近平同志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

《中国共产党防治重大疫病的历史

与经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共党史部组织编 邓世平执笔/人民出

版社2020年5月版/68.00元

ISBN：9787010220345

推荐理由：首部全景展示中国共产

党成立以来带领中国人民防治重大疫

病的历史的图书，总结了宝贵历史经

验，为未来应对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脱贫攻坚基层实践》国务院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司、国务院研

究室农村经济研究司编/中国言实出版

社2020年1月版/68.00元

ISBN：9787517133100

推荐理由：2017~2019 年各地脱贫

攻坚战的经验总结之作，作者权威专

业，内容翔实生动，帮扶措施具体，群众

切实受益。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周

旺主编/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1

月版/12.00元/ISBN：9787570608744

推荐理由：一部新冠肺炎预防知识

普及读本，在普及公众常识、提高防控意

识及防止社会恐慌方面发挥有益作用。

《金融改革开放40年：深圳案例》

邢毓静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20年1

月版/80.00元/ISBN：9787522003641

推荐理由：该书展现了深圳金融改

革创新案例，是 40 年来金融改革创新

“深圳经验”和“深圳智慧”的集中体现。

《中国奇迹是如何发生的？》中央党

校专家工作室编写/广西人民出版社

2020年3月版/56.80元

ISBN：9787219109786

推荐理由：该书就中国道路展开深

入探讨，揭示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体系

建构历史使命和光明前景。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史漫记》齐德学著/广东人

民出版社2020年5月版/58.00元

ISBN：9787218140896

推荐理由：军事历史研究专家齐德学

从我党创建人民军队讲起，系统梳理中国

人民解放军在历次革命战争、抗美援朝战

争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史。

《看我巾帼战“疫”七十二变》姚建

编 李强绘/山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5

月版/79.00元/ISBN：9787209126625

推荐理由：该书以漫画的形式生动

记录中国女性在庚子年初这段战疫过

程中不可忽视的“她”力量。

《繁花似锦》张艳荣著/安徽文艺出

版社2020年5月版/46.000元

ISBN：9787539669472

推荐理由：一部艺术展示新时代中

国乡村社会决胜全面小康多彩画卷的现

实主义小说力作，以展示新时代农村面

貌为切入点，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得胜村

逐步实现小康、生活繁花似锦的过程。

《张富清传》钟法权著/陕西人民出

版社2020年6月版/69.00元

ISBN：9787224135909

推荐理由：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时

代楷模张富清唯一个人传记。95年人

生长河，藏功64载，老英雄用一生践行

共产党员的初心坚守。

“白衣执甲 逆行出征——致敬最

美战‘疫’医务工作者”丛书 中国医师

协会《医师报》社、中华护理学会、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编写/人民卫生出版

社2020年8月版/288.00元

ISBN：9787117300995等

推荐理由：该书由一线医护工作者

真挚而朴实的语言写就，通过一个个

“小故事”和一些些“小感动”，记录了这

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彰显了医护工作者

在大疫面前的大义、大我和大爱。

《大局》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编/中共中

央党校出版社2020年 10月版/58.00

元/ISBN：9787503569029

推荐理由：该书汇集了“新时代学

习大家谈”系列学术讲座的阶段成果，

于鸿君、林毅夫等国内权威专家集体献

策，助力中国新发展。“用学术讲政治”

是其鲜明特点。

《太行沃土：河北阜平脱贫攻坚纪

事》关仁山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20年

10月版/75.00元

ISBN：9787202149515

推荐理由：该书以报告文学的形

式，讲述了河北省阜平县干部群众在脱

贫攻坚伟大实践中发生的一系列曲折

而生动的感人事迹。

《扶贫家书》遇见力歌编著/研究出

版社2020年10月版/58.00元

ISBN：9787519909277

推荐理由：该书系以朴实真挚的家

书这一人文微观视角，展现扶贫干部们

实干兴国的奋斗者形象和温暖动人的

儿女情怀和家国情怀。

《世纪江村：小康之路三部曲》章剑

华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68.00元/ISBN：9787214254689

推荐理由：2020年度中宣部主题出

版重点出版物，全景式展示开弦弓村的

小康奋斗史。

《文献中的百年党史》（彩图版）李

颖著/学林出版社 2020 年 10 月版/

168.00元/ISBN：9787548616788

推荐理由：一部简明百年党史，一部

新时代大众化、普及化党史读物。通过

100件珍稀文献，讲述100个重大党史事

件，串联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奋斗历程。

《捧起希望：解海龙自述》（平装版）

解海龙、王薇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20

年10月版/98.00元

ISBN：9787547435946

推荐理由：该书记叙了解海龙从业

余摄影爱好者成长为摄影家的人生历

程，还以历史亲历者的口吻，讲述了希

望工程救助失学儿童的故事。

《致敬》罗水长、万利平、李良生编

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2020年 12月版/

126.00元/ISBN：9787210124856

推荐理由：该书以“有声影像文学”

的方式展示了154位白衣天使援鄂的感

人心路历程。这是一部有温度的作品，

是值得珍藏的时代记忆。

“2020年度影响力图书”推展今日隆重揭晓，共有144种好书入选，分为主题出

版、文学、人文社科、财经、教育艺术、生活科普、童书七大类，全面勾勒2020年文化

阅读版图。

由本报发起的“年度影响力图书”大型推展活动，自2012年首次举办以来，今

年已到第9届。本期好书年度推展活动以2020年本报刊发的四个季度的影响力书

目为基础，结合出版社自荐，囊括月览好书、日常报道及好书遗珠，以“媒体认可、市

场销售表现力、专家推荐、读者认可”作为标准，注重人文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

体现时代精神，呈现不同趣味与多元声音，并推崇严肃阅读。

好书年选品牌“2020年度影响力图书”推展揭晓

●

年
度
书
单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夜 雨

记录时代：文字的力量

2020年度影响力图书最大的特点是时代性。

正如因纯真笑容走红的少年丁真，其背后的

故事，是中国大地正在发生的脱贫故事的缩影。既

有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指导，更有各地无数默默

工作的扶贫干部的努力和普通民众的辛勤劳动。

中国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

力推动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扶贫开发工作，就扶贫开发提出一系列新思

想新观点，作出一系列新决策新部署，中国开启了

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减贫进程，成功走出

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书写了人类历史

上“最成功的脱贫故事”。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

收官之年。关于中国脱贫模式的书写和出版，自

然是2020年度主题出版的重要内容。

本报曾多次联合全国出版机构，推送“助力小

康社会与脱贫攻坚”主题出版物荐读书目，以及多

次推出扶贫书单，并在多个图书渠道和电商平台

进行专题力荐，旨在发出全国出版传媒业的主流

声音，唱响主旋律，做好主题书，讲好中国故事。

在年度影响力图书推展中，亦有多部相关好书入

选。这其中有饱含深情的现实主义纪实文学，也

有全面总结和梳理中国扶贫模式之作，如《习近平

扶贫故事》《脱贫攻坚基层实践》《繁花似锦》《太行

沃土：河北阜平脱贫攻坚纪事》《扶贫家书》《捧起

希望：解海龙自述》等作品入选。

2020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全民经历了一场

疫情大考。尤其在2020年初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防控攻坚战中，各行各业都展现出众志成城的大爱

风貌。出版业在危难时刻迅速反应，推出一大批抗

疫图书，从大众科普到专业参考书，从心理疏导的

健康类读物到抗疫纪实类作品，急群众之所急，反

响热烈。如，新冠肺炎预防知识普及读本《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以漫画生动记录抗疫之战

中“她”力量的《看我巾帼战“疫”七十二变》，由一线

护士真挚而朴实的语言写就的“白衣执甲 逆行出

征——致敬最美战‘疫’医务工作者”丛书……这些

作品以不同形式全面展示了医务工作者们的家国

情怀与责任担当，以及全国上下在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付出的艰辛与努力，见证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

中国效率所释放的超凡能量。

文学类作品亦写下人间烟火与世道人心，在

2020年度影响力图书文学类推展中，张平的《生死

守护》是一部直面现实的社会政治题材小说，莫言

的《晚熟的人》气象万千，路内的《雾行者》书写中

国的工业时代，蔡测海的《地方》以魔幻展现南方

风土，陈启文的《中华水塔》写下中国的生态文明

建设……文学以其光和火，带给我们安慰、同情和

理解，帮我们洞察更复杂的人性，为我们在疫情时

代带来面对生活困境的精神力量。

发现时代：思想的魅力

2020年度影响力图书推展，侧重新发现、新

观念、新思潮和新方法。

例如，在教育类年度影响力图书中，教师、学

者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为读者打开和呈现了一

个隐匿的、以二本院校学生为代表的普通青年群

体，反响巨大。她在书中以十余年的从教经验和

观察，将这一中国年轻群体所遇到的困惑和难题

徐徐展开。这一群体的生命境况，也勾画出中国

青年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一代青年的困惑不仅属于二本学生，除了“小

镇做题家”这一戏称，“内卷”等词语也频频出现在

中国顶尖高校学生口中。站在大学与社会的十字

路口，到底是考研还是就业？去北上广深还是小

城市？怎样做出正确的选择？人生的意义是什

么？该不该为爱疯狂一次？……面对这一系列问

题，青年人亟需更多可行的人生处方。

正如全国政协委员、新闻人白岩松一直以来

“关注非名校大学生精神世界”，自2019年起，面

向“Z世代”青年人展开大型系列公益演讲《对白：

让我们和更好的你聊聊》（同名新书《对白：让我们

和更好的你聊聊》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多

位文化名人走进大学校园，聚焦求学、择业、责任、

情感、心理等与青年人密切相关的主题，通过分享

自身的成长经历和人生智慧，激励新一代年轻人

走出迷茫、找准方向、实现自我价值。

亦有许多思考者在提供自己的智慧，人类学

家项飙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一书中，

从个人经历切入，回应当下年轻人精神困境，追索

1980年代、阶层流动、大学教育、民族与民粹、中国

意识等社会议题新答案。在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钱

旭红看来，思维晋级是最好的学习和成长，他在

《大学思维——批判与创造》中，聚焦批判性思维

和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性，尝试探索建立面向大学

通识教育的思维训练。

2020年中国社会的一大重要思潮，便是女性

主义的崛起。在众多讲述女性故事的作品中，我

们选择《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作为年度推荐，

这部引进版作品虽然写于1980年代，但至今仍不

过时，作为一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作品，作者就

如何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提出了中肯的建议。而

对于资本乃至社会问题的讨论，在《饱食穷民》中

亦有体现，这是一部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社会问题

的经典之作，日本记者斋藤茂男以详实的采访和

见微知著的危机意识，总结了资本主义异化人的

现象及其成因。

在年度推展中，还有一些作品提供了看世界

的新方法。譬如《秦谜：重新发现秦始皇》一书是

一部特别的学术作品，李开元教授以侦探探案的

风格，试图拨开围绕秦始皇的千年迷雾，探求这位

中国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政治家的生平始末，并

重新赋予他以崭新面目。学者包伟民在《陆游的

乡村世界》中，从诗人存世的海量诗作，提供了前

人未曾注意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乡村生活细节，并

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想象“宋代农村”提供了可以

依凭的支点。

2020年度影响力图书出炉的同时，我们还想

说，每一次选书都是一场优中选优的角力，所有这

一切，只为了把好书打捞出来，送到读者眼前，邀

请你打开它，阅读和思考。

邱华栋：《北京传》是一座伟大城市的个人记忆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

月9日，“如何为城市立传——

邱华栋《北京传》新书发布会”

在北京 SKP RENDEZ-VOU

举行，作家张柠、梁鸿、徐则臣

及该书作者、中国作协书记处

书记邱华栋就《北京传》一书及“如何为城市立传”

这一话题展开深入讨论。此次活动由北京十月文

艺出版社等联合主办。

《北京传》结合了时间和空间的转移，梳理出

北京这座伟大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全景观。这是一

个作家个人的城市观察，又是一座伟大城市的个

人记忆。一砖一瓦，一个个的词汇，构成了北京这

部大书，一座古老而又宏伟的城市跃然纸上。

在张柠看来，邱华栋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

书写城市，相比老舍等作家来讲，邱华栋感受到的

是一个新城市。“邱华栋用的是对建筑的观察、感

悟、分析来写城市传，这也是一种为城市立传的方

法。”梁鸿点评《北京传》是一本很耐看的书，北京

不单是城市，更是承载了无数悲欢离合的生命体，

所以《北京传》是一部有温度的非虚构作品。徐则

臣写作的重要故事背景就是北京，所以他非常关

注北京题材的小说和相关资料，他认为，邱华栋是

一位学者型作家，又在北京居住了很久，所以十分

适合写《北京传》，而邱华栋写的《北京传》也正是

他所期待的北京传。

谈及自己的书写，邱华栋说，刚来北京时他住

在什刹海的胡同里，传统文化和北京走向现代的

过程让他非常敏感，二十多年来搜集了一柜子各

种类型的关于北京的书。“决定写《北京传》以后，

两年前终于找到一个方法：先从简单的入手，先写

一个简版，而不是写一个很厚、很大的东西。这些

年我特别关注建筑，因此从这个角度来写，区别其

它所有关于北京的描绘。” （夜 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