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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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活 科 普 类 （20种）
《地图里的中国：带着问题去旅

行》斯塔熊文化编绘/山东友谊出版

社2020年1月版/32.00元（全5册）

ISBN：9787551619257

推荐理由：该书是专为孩子打造

的地理科普书，画风幽默，叙述生动。

《战“疫”书简》李修文著/长江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0 年 5 月版/

39.80元

ISBN：9787572107184

推荐理由：该书精选于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写就的66封书信 ，深情

而真挚。

《吾心可鉴：跨文化沟通》彭凯

平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0年5月

版/25.00元

ISBN：9787302493891

推荐理由：该书对现代中国人

走向国际，与世界各地爱好跨文化

沟通的个人与机构交流，起到指导

作用。

《注意注意——小学生交通安

全科普读本》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

有限公司编/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2020年7月版/35.00元

ISBN：9787114165474

推荐理由：全书以图文并茂的

形式将交通安全知识点与生活场

景相结合，系统全面地讲解了小学

生应知应会的交通安全知识和避

险技能。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累——神

奇的人体生物钟》[德]蒂尔·伦内伯

格著 张丛阳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2020年7月版/46.00元

ISBN：9787568919326

推荐理由：当“睡不着”成为一

种“现代病”，解决它的前提是真正

理解睡眠机制。

《弱关系的力量》何宏非著/北京

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7 月版/

35.00元

ISBN：9787568284752

推荐理由：作者通过心理学原

理来探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点

分析了“弱关系”的能量和价值。

《中华二十四节气菜（川菜卷）》

杜莉、陈祖明主编 程蓉伟摄影/四川

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0 年 9 月版/

258.00元/ISBN：9787536499492

推荐理由：该书将中华二十四

节气的文化内涵与四川的饮食习

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传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积极

作用。

《食见中国》柏松著/浙江教育出

版社 2020年10月版/68.00元

ISBN：9787572207686

推荐理由：该书以时间为轴，从

器具、礼仪、美食等不同侧面去展现

中华饮食文化。

《北京手绘地图——四季美食

地理》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城市

地理信息与文化创意温宗勇创新工

作室著/中国地图出版社2020年10

月版/28.00元

ISBN：9787520409001

推荐理由：该书用精美手绘地

图解读北京四季美食，让读者在餐

桌上了解北京民俗文化。

《以案释法·漫画民法典》夏道

虎、柳玉祥主编/江苏凤凰教育出版

社2020年12月版/36.00元

ISBN: 9787549991327

推荐理由：该书用图解典型案

例的方式宣传民法典基本精神和相

关法律规定，为读者提供了全面、丰

富、实用的民法典学习和实践指引。

《食物探险者：跑遍全球的植物

学家如何改变美国人的饮食》[美]丹

尼尔·斯通著 张建国译/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2020年2月版/108.00元/

ISBN：9787559801982

推荐理由：该书梳理了改变美国

人饮食发展的食物，并以此探索了

19~20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和历程。

《火器传奇：改变人类历史的枪

与炮》钱林房等著/科学出版社

2020 年4月版/58.00元

ISBN：9787030644060

推荐理由：该书讲述了人类制

造和使用火器的历史，反思武器发

展与人类文明 的关系，描绘火器的

未来。

《中医千年抗疫史及新冠肺炎

研究与思考》刘宁、刘景源著/中国中

医药出版社 2020 年 4月版/49.80

元/ISBN：9787513261340

推荐理由：该书是新冠肺炎疫

情国家中医医疗队骨干、北京中医

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温病学家，关于

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传染病 防治工作

的思考和研究。

“自然保护区探险系列”（4 种）

刘先平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20 年

5月版/130.00元

ISBN：9787554554944

推荐理由：该系列图书是当代大

自然文学之父刘先平的短篇作品集，

旨在揭开大自然的种种神奇奥秘，向

孩子展现大自然和生命的壮美。

《人工智能安全》方滨兴主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0 年 6 月版/

99.00元

ISBN：9787121389917

推荐理由：该书全方面、多视角

地深入剖析人工智能安全，提出了

人工智能保险箍的解决方案，以及

人工智能行为体的安全评估与检测

方法。

《60万米高空看中国》刘思扬主

编 新华社卫星新闻实验室编著/江

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0 年10

月版/228.00元

ISBN：9787571314408

推荐理由：相约 60 万米高空，

以卫 星为“眼”，看懂新中国70余年

来的宏阔变迁。

《医学的温度》韩启德著/商务印

书馆 2020年10月版/39.00元

ISBN：9787100189866

推荐理由：该书是病理生理学

家韩 启德院士反思医学本质、践行

人文精神、倡导价值医疗之作，对读

者很有启发。

《什么是技术》胡翌霖著/湖南科

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11月版/48.00

元/ISBN：9787571006259

推荐理由：该书将在技术史与

技术哲学之间穿梭，试图理解我们

这个 技术时代 的来龙去脉。

《中国航空博物馆全览——龙

腾东方》齐贤德主编/国防工业出版

社2020 年12月版/25.00元

ISBN：9787118121025

推荐理由：该书以科普形式介绍

中 国航空发展历程，旨在介绍航空

科技发展成果，倡导科学探索精神。

《重症监护室的故事》[英]马特·
摩根著 苗小迪译/译林出版社2020

年12月版/68.00元

ISBN：9787544783545

推荐理由：该书讲述了重症医

学背后的历史沿革与科学发展，并

告诉我们，在生死关头应如何救人

或自救。

教 育 艺 术 类 （20种）
《阅读的秘密》徐美玲著/晨光出版

社2020年4月版/68.00元

ISBN：9787571502201

推荐理由：作者从认知科学、儿童

发展心理学等角度出发思考，以年龄

阶段为经、以阅读专题为纬，以孩子能

力发展特点为基石，客观、公正地给出

阅读建议，帮助孩子更好地阅读。

《陪孩子终身成长》樊登著/中国友

谊出版公司2020年4月版/59.00元

ISBN：9787505748736

推荐理由：樊登将个人认同并验证

的东西方教育理念和方法写进这部书，

帮助家长应对家教难题，书中还提出建

立起亲子教育的三根支柱：无条件的

爱、价值感、终身成长的心态。

《第一堂课：在哈佛和芝大教中国美

术史》巫鸿著/湖南美术出版社2020年6

月版/98.00元/ISBN：9787535690661

推荐理由：该书是巫鸿在常青藤

大学多年来上中国美术史“第一堂课”

的首次讲稿汇集，为重新发现和认识

中国的艺术与文明提供新视野。

《大学思维——批判与创造》钱旭

红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7

月版/45.00元/ISBN：9787576006049

推荐理由：该书作者钱旭红是中

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他

在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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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如夏花——生命教育10人谈》

朱永新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20年7月

版/24.00元/ISBN：9787570309719

推荐理由：10 位生命教育领域的

学者面向青少年开讲生命教育课堂，

以过一种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理念，拓

展生长宽高，引导广大青少年朋友珍

爱生命，热爱生活，成就人生。

《教育未来简史——颠覆性时代

的学习之道》[美]伊恩·朱克斯、[美]瑞

恩·L.沙夫著 钟希声译/教育科学出版

社2020年7月版/58.00元

ISBN：9787519122065

推荐理由：该书根据对未来社会

发展的预判，剖析了当今教育所面临

的挑战，敲响了变革创新的警钟。

《我的二本学生》黄灯著/人民文学

出版社2020年8月版/45.00元

ISBN：9787020161874

推荐理由：教师、学者黄灯以十余

年的从教经验和观察，探讨中国转型

期以二本院校学生为代表的普通青年

群体的命运和可能，打开和呈现了一

个群体隐匿的生命境况。

《致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聂震宁

著/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 年 9 月版/

39.00元/ISBN：9787107350016

推荐理由：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

宁以书信与青年编辑进行交流，答疑解

惑，弘扬韬奋精神，提升青年编辑素养，

传递出版人的情怀、理念和经验。

《汉语国际教育案例分析与点评》

张艳莉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0年8月版/49.00元

ISBN：9787544660730

推荐理由：该书收录不同地区汉

语教学的生动案例，以开阔视野发现

当前海外汉语教师面临的新变化、新

挑战，填补了出版空白。

《共和国教育70年》杜成宪主编

张礼永、蒋纯焦、张继玺、王明建著/江

西教育出版社2020年9月版/198.00

元（全4册）/ISBN：9787570520374

推荐理由：全书按历史编年为序，

图文并茂再现共和国70年教育史，是

一部既可为专业和理论工作者提供参

考，又通俗易懂的教育史。

《中国古代门窗》（第2版）马未都

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0年1月

版/ISBN：9787112240234

推荐理由：该书首版获第六届国

家图书奖，马未都系统地将古代建筑

的发展和门窗的美学价值，进行了深

入、生动的阐述。第2版对藏品和细

节进行增补和点评，更精致地展现中

国古代门窗的精美与奇巧。

《中国民艺馆》（第一辑10册）潘鲁

生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20年3月版/

2980.00元/ISBN：9787570107674

推荐理由：民艺学者潘鲁生关于

中华传统造物艺术的最新研究成果，

是国内首套成系列地将中华传统农

耕时代的民间造物艺术进行集中系

统展现的原创性作品。

《长恨歌图》[日]狩野山雪绘陈尚

君解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5月

版/256.00元/ISBN：9787532594412

推荐理由：国内首次出版日本宫

廷画师狩野山雪创作的经典长卷《长

恨歌图》，学者陈尚君从文学、历史、

艺术等各个角度做了生动解读。

《指挥家瓦尔特自传：马勒时代

的德奥音乐圈》[美]布鲁诺·瓦尔特

著 王崇刚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6月版/128.00元

ISBN：9787562197096

推荐理由：一部不可多得的音乐

家传记，作者回溯了其求学经历和职

业生涯，也展现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

背景，文笔优美，事件翔实，可读性强。

《佛陀的容颜》李惠东著/漓江出

版社2020年6月版/98.00元

ISBN：9787540784416

推荐理由：雕塑专家李惠东以独

到的学术见解，向大众普及佛像造像

的容颜演变史，其中融合了丰富可信

的史地、人文和佛像造像艺术知识。

《今天，听什么贝多芬》橄榄古典

音乐著/人民音乐出版社2020年9月

版/60.00元/ISBN：9787103059876

推荐理由：2020年是贝多芬诞辰

250周年，当我们谈论贝多芬时，我们

在谈论什么？这套书带我们走近这

位音乐巨匠的欢乐与悲怆。

《中国画，好好看》田玉彬著/湖南

教育出版社2020年10月版/99.00元

ISBN：9787553973326

推荐理由：一部中国画通俗启蒙

读物，作者甄选19幅传世画作，进行

深度解读，让我们看到中国古人鲜活

的日常生活与丰富的精神面貌。

《中国传统色：故宫里的色彩美

学》郭浩、李健明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0年10月版/168.00元

ISBN：9787521716054

推荐理由：该书以文物展现中国

色彩文化传承，重寻先人对色彩的精

微感受，品读颜色背后流传千年的东

方审美和古老智慧。

《剪绎满族女神故事》李秀云、刘

雪玉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2020年

12月版/118.00元

ISBN：9787569278330

推荐理由：松辽剪纸团队依据满

族神话、传说、故事原创的一套剪纸

作品，展现视觉艺术之美的同时，体

现了满族历史文化的深刻内涵。

《不语禅：八大山人的艺术和他

的时代》姚亚平著/江西美术出版社

2020年12月版/128.00元

ISBN：9787548078210

推荐理由：该书讲述一代国画艺

术大师的跌宕人生与精神世界，描绘出

一幅明末清初之际中国社会的人文画

卷，为读者打开温厚博大的文化之门。

●

本
版
关
注

苗炜：希望读者保持阅读能力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从文学青年到文学中年，这样整理自己读过的小说

还是第一次。”作家苗炜的《文学体验三十讲》日前推出。在书中，苗炜分享了自

己多年来对数十部外国文学经典的阅读体验，也顺带讲述了他对爱欲、孤独、死

亡等本质问题的思考，还有对自我、他人和世界等基本对象的体悟：“文学体验其

实就是讲我的感受，这些体验大多跟生活中的一些困境有关。但愿你有所收获，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待生活，看看人的处境，感受细腻一点儿，心灵丰富一点儿。”

跟随苗炜的阅读体验，读者可以经历文学世界里的多样人生，理解人心的混

沌和复杂。文学评论家李敬泽作为这本书的荐读人，推荐说：《文学体验三十讲》

是一个体验者的讲述，和你我一样，孤独着、生活着、阅读着，通过文学，我们学习

与自己相处，与这个世界相处。 （夜 雨）

《文学体验三十讲》苗炜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1月版/58.00元

ISBN：97875404984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