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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影响力图书·年度书单 （144种，以出版时间先后为序）

文 学 类 （20种）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中英对照）》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编委会编/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年 10月版/

398.00元/ISBN：9787521321104

推荐理由：该书为“中华思想文化术

语传播工程”“汇总”版，收入900条核心

术语，用符合中国人思维习惯的术语和

概念表达中国问题，助力中外文化交流。

《却将谈笑洗苍凉：晚清的政局与

人物三编》姜鸣著/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2020年1月版/65.00元

ISBN：787108066350

推荐理由：学者姜鸣晚清历史散

文第 3 辑，他将史学考证与实地探访

相结合，以轻快动人的文笔，对晚清多

个重要事件和人物给出新颖解读。

《拜占庭一千年：一部帝国兴衰史》

[英]狄奥尼修斯·史塔克普洛斯著陈友

勋译/化学工业出版社2020年1月版/

69.80元/ISBN：9787122351876

推荐理由：历史学家以打破传统

的研究模式，将拜占庭帝国不同历史

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显

著特征进行通俗解读，帮助读者了解

拜占庭帝国史，进而读懂整部世界史。

《饱食穷民》[日]斋藤茂男著 王晓

夏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版/

45.00元/ISBN：9787213095474

推荐理由：日本著名记者斋藤茂男

的代表作，被认为是描写日本泡沫经济

时代社会问题的经典之作。他以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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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明大传：“心”的救赎之路》束

景南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2月

版/198.00元/ISBN：9787309144192

推荐理由：一部宏大的思想大传，

学者束景南五十余年潜研思想家王阳

明，提出十大新发现，颠覆了人们对王

阳明的传统认识与看法。

《走出中国近代史》章开沅著/北

京出版社2020年3月版/68.00元

ISBN：9787200149906

推荐理由：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

沅多年来治学育人思想和经验的集

合，是其治学方法论的总结，也是其高

尚品质和人格魅力的忠实写照。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日]上野千

鹤子著 邹韵、薛梅译/浙江大学出版

社2020年3月版/58.00元

ISBN：9787308197380

推荐理由：一部马克思主义女性

主义作品，追寻女性地位低下的历史

根源，认为父权制是与资本主义并列

的斗争对象，并就如何改善女性的社

会地位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抉择：鼎革之际的历史与人》解

玺璋著/天地出版社 2020年 4月版/

58.00元/ISBN：9787545553789

推荐理由：作家描摹了王朝易代之

际的知识分子群像，尤重点着笔于这些

人物在风雨飘摇的鼎革之际的个人经

历和选择，以此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

《大宋之变：1063—1086》赵冬梅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

版/88.00元/ISBN：9787559826992

推荐理由：23 年，如何将一个王

朝由盛世拖向末世？历史学家赵冬梅

选择司马光作为时代的见证者，探究

大宋之变的错综因果和历史真相，揭

示朝代兴衰、帝国统治的深层根源。

《百年变局》王文等著/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版/68.00元

ISBN：9787303254972

推荐理由：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该书从政治、经济、科

技三方面入手，为国家、企业、个体的

未来发展之路提出建言。

《晚熟的人》莫言著/人民文学出版

社2020年7月版/59.00元

ISBN：9787020164776

推荐理由：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后的首部小说。故乡人事，但面貌全

新。篇幅紧凑，却各有曲直。从《红高

粱》到《晚熟的人》，从历史深处到当下

现实，从开天辟地到气象万千。

《雾行者》路内著/上海三联书店

2020年1月版/88.00元

ISBN：9787542668547

推荐理由：路内被誉为中国城镇叙

事和工业时代最好的书写者，小说重回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场景，以47万

字书写世纪之交的中国，随着情节的逐

步推进，中国社会的横切面缓缓呈现。

《中国民间文学史》（套装全8册）

祁连休 吕微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

2020年1月版/980.00元

ISBN：9787554550977

推荐理由：该书系统梳理古代中国

各民族口头文学的代表作品，是一部填

补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空白之作。

《地方》蔡测海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0年2月版/45.00元

ISBN：9787540493929

推荐理由：作家的“三川半三部

曲”系列小说第三部，以诗意精到的文

字展现南方风土，也是一部魔幻抒写

三川半自然生命、人物命运的地方志。

《先生们》李辉著/大象出版社

2020年3月版/69.00元

ISBN：9787571101909

推荐理由：该书图文并茂地记录

了作家李辉与冰心、梁漱溟、沈从文等

30 多位文化大师半个世纪的交往过

程，尤着墨于这些文坛名宿的为人与

治学，书写了其真性情和人格光芒。

《卡特制造：安吉拉·卡特传》[英]

埃德蒙·戈登著 晓风译/南京大学出版

社2020年5月版/98.00元

ISBN：9787305229466

推荐理由：首部由作家授权的完

整传记，不仅勾勒了卡特充满冒险的

人生旅程和瑰丽的写作旅程，也回答

了她是如何一步一步构建自我，成为

独一无二的自己。

《你和我》万方著/北京十月文艺出

版社2020年6月版/68.00元

ISBN：9787530220108

推荐理由：戏剧大师曹禺之女、剧

作家万方长篇非虚构作品，她不断回

到历史现场，梳理父亲的戏剧人生，并

直面人性与历史，意在还原一个真诚

如孩子的戏剧大师曹禺。

《辽河渡：1931—1945》杨春风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版/69.00

元/ISBN：9787205098070

推荐理由：小说以地处辽河口的

古埠田庄台为叙述对象，再现东北沦

陷14年之民众的抗争，小说关注普通

民众在被侵略、被奴役背景下的隐忍

与坚韧、苟且与抗争，尤其是民族意识

的逐渐觉醒。

《生死守护》张平著/作家出版社

2020年7月版/68.00元

ISBN：9787521210309

推荐理由：作家张平以作家的社

会责任感，聚焦反腐和民生，为正义和

良知呼喊，维护和捍卫社会的公正、公

平、民主、法治。

《我这样的机器》[英]伊恩·麦克尤恩

著周小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7

月版/89.00元/ISBN：9787532785070

推荐理由：麦克尤恩关于人工智

能的跨界科幻小说，他探讨了人类与

人工智能的区别，我们不难从中得出

结论：道德是智能的软肋。

《李佩甫文集》李佩甫著/河南文艺

出版社2020年8月版/1580.00元

ISBN：9787555909064

推荐理由：一部对于当代中国史有

着社会百科全书意义的作品，首次集李

佩甫40余年创作之大成，共15卷、490余

万字，见证了李佩甫从平原出发，书写中

国和世界的文学履迹。

《德里克·沃尔科特诗集：1948—

2013》[圣卢西亚] 德里克·沃尔科特著

[英]格林·麦克斯韦编选 鸿楷翻译评注/

河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版/168.00

元/ISBN：9787564936112

推荐理由：沃尔科特是现当代英语

诗坛最为杰出的诗人之一，1992年获诺

贝尔文学奖。这部诗集收入诗人传奇生

涯各个阶段的代表诗作与权威评注，作

品涉猎广泛，充满丰饶的意象和意蕴无

尽的语词的机关。

《中国文学课》陈思和、郜元宝、张新

颖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版/

128.00元/ISBN：9787220115813

推荐理由：中国一流作家和知名学

者罕见联手，严选中国现当代文学百部

经典，从文学看人生。从出生、童年、青

春，到饮食男女、行旅他乡、人生终点，每

一部文学作品都是对人生困惑的回答。

《中华水塔》陈启文著/青海人民出

版社2020年8月版/78.00元

ISBN：9787225058603

推荐理由：作家秉承“把大自然重新

交给大自然”的生态理念，用理性的思

辨，探究了长期以来青海三江源生态文

明建设的路径选择和经验得失，讲述了

当地政府、群众和环保志愿者践行“两

山”理论的生动故事。

《现代性的追寻：论1919年以来的中

国新诗》张枣著亚思明译/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0年8月版/ISBN：9787541157615

推荐理由：已故诗人张枣留学德国

的博士毕业论文，他从自己的写作经验

出发，构造了一种个人的新诗史逻辑，梳

理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发展史。

《文学双城记》何平、金理主编/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0年 9月版/78.00

元/ISBN：9787559450173

推荐理由：“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

作坊”作家讨论结集，由文学评论家何平、

金理召集，旨在通过坦诚的文学交流，召

唤独立、异质的文学探险。并收入多位青

年作家的短篇小说。

《鸳鸯六七四》马家辉著/花城出版

社2020年9月版/59.00元

ISBN：9787536091689

推荐理由：小说以烂牌为喻，写尽江湖

儿女乘风破浪的魄力——跟出身赌、跟机

遇赌、跟命运赌，在逆境里守住真情、不负

自己，小人物也能把烂牌打好改变人生。

《目光》陶勇、李润著/百花洲文艺出

版社2020年10月版/49.80元

ISBN：9787550038219

推荐理由：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

歌。这是眼科医生陶勇的首部文学随笔集，

包含其从医20年来对人生的思考与感悟。

《张爱玲传》刘川鄂著/长江文艺出

版社2020年11月版/58.00元

ISBN：9787570217267

推荐理由：张爱玲研究专家刘川鄂

积40年之功写就的一部张爱玲传，眼光

开阔、笔力雄浑，以40余万字写透张爱玲

的夺目璀璨、决绝爱憎、哀矜孤寂。

《汪曾祺别集》汪曾祺著 汪朗主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12月版/698.00

元/ISBN：9787533963330

推荐理由：被誉为最接近汪曾祺的作

品精选集，较完整反映了作家的文学主

张和创作风格，带读者走近一个更加立

体、更加真实、更加鲜活的汪曾祺。

《天下·生命与超越：一个命运共同

体的理想》刘哲昕著/法律出版社2020

年6月版/75.00元 9787519744717

推荐理由：作者“治国策论”三部

曲的最后一部，创立了“物理进化—生

命进化—精神进化”的广义进化论学

说，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

会进化的必由之路。

《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项

飙、吴琦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7

月版/48.00元/ISBN：9787532176953

推荐理由：人类学家项飙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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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与民粹等社会议题答案。

《秦谜：重新发现秦始皇》（插图增订

版）李开元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8

月版/89.00元/ISBN：9787208164475

推荐理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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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他崭新面目。

《中国百年影像档案：孙明经纪实

摄影研究——1939：茶马贾道》孙明

经摄、孙健三著/浙江摄影出版社

2020年8月版/542.00元/ISBN：

推荐理由：该书以影像的方式记

录了 1939 年孙明经的茶马贾道科考

行程。书中的1000多幅照片和史料，

绝大多数为首次面世，具有很高的历

史文献价值。

《疫苗竞赛：人类对抗疾病的代

价》[美]梅雷迪丝·瓦德曼著 罗爽译/

译林出版社2020年8月版/98.00元

ISBN：9787544781961

推荐理由：疫苗研发历来是一项

极端复杂的工作，仍有许多未解的谜

团。读者在这本书中能了解疫苗的研

发历史、基础知识，以及医学试验道德

困境及医药巨头的利益角逐。

《陆游的乡村世界》包伟民著/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 9月版/

79.00元/ISBN：9787520168298

推荐理由：陆游存世的海量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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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支点。

《黄河与中华文明》葛剑雄著/中

华书局2020年10月版/65.00元

ISBN：9787101147025

推荐理由：学者葛剑雄书写黄河

的历史与现在，展现黄河与中华文明

的紧密联系，倾力呈现全面而真实的

母亲河。

《唐宋帝国与运河》全汉昇著/重

庆出版社2020年10月版/48.00元

ISBN：9787229151522

推荐理由：历史学家全汉昇在民国

时期撰写的一部社会经济史论著，将自

隋以来运河之畅通与否与帝国国运兴

衰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

运河通，则国运兴；运河塞，则国运衰。

《光绪之死》徐琳玲著/岳麓书社

2020年11月版/58.00元

ISBN：9787553813042

推荐理由：该书以破案的方式揭秘

光绪之死，并以此为起点，全面探究晚清

政局中的诸多“疑案”，还原光绪皇帝悲

情一生，俯瞰诡谲人性下的历史惊涛。

《王国维与陈寅恪》刘梦溪著/北

京时代华文书局 2020 年 11 月版/

128.00元/ISBN：9787569931846

推荐理由：文史学者刘梦溪研究

王国维与陈寅恪两位学术大师的代表

作，有分论，有合论，重在阐发王陈的

心路历程和学术思想与学术贡献，可

视为王陈两位大师的学术评传。

人 文 社 科 类 （20种）

《龙猫》：宫崎骏作品首次授权中国大陆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龙猫》是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里程碑之作，30年间影响数

代人的殿堂级经典，跨越语言与国界感动全世界。历时数年，中国出版人多次赴日拜

访，终获宫崎骏首肯，由磨铁图书策划的《龙猫》绘本日前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上

市，这也是中国大陆首次引进的吉卜力官方简体中文版作品。

《龙猫》由《窗边的小豆豆》译者赵玉皎倾情献译，吉卜力工作室监制，讲述了一个温

暖而治愈的故事。因为妈妈生病，小月、小梅和爸爸将家搬到了乡间，他们遇到了很多

奇妙的生物，更与一只蓬松的大龙猫成为了朋友。龙猫既能乘着陀螺腾空飞翔，又能让

刚种下的种子一瞬间长成参天大树，还能呼唤来风驰电掣的猫巴士。繁星闪烁的夜晚，

龙猫会坐在森林顶端吹奏小鹅笛。龙猫的神奇力量令小月和小梅大开眼界。然而，不

是所有人都能看见这一切，只有内心纯净的孩子，才能遇见龙猫。《龙猫》以细腻的定格

图像表达和电影般美感的文字，为吉卜力粉丝及喜欢日本动漫、喜欢龙猫的读者带来阅

读惊喜和体验。 （夜 雨）

《龙猫》[日]宫崎骏原作 赵玉皎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12月版/68.00元

ISBN：9787559644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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