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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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 书 类 （24种）
《中国道路与中国经济发展 70

年》厉以宁、高尚全、刘伟、程志强、赵

秋运著/商务印书馆 2020 年1月版/

68.00元/ISBN：9787100178983

推荐理由：该书总结并宣传了

新中国 70 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面

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及社会主义中

国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所做出的

伟大贡献。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机制

研究——基于自由贸易组合港模

式》巴曙松、谌鹏、梁新宁等著/厦门

大学出版社2020年 1月版/85.00

元/ISBN：9787561576519

推荐理由：该书是研究粤港澳

大湾区自由贸易组合港建设的权

威专著，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有

新的解读和新的观点。

《新基建：数字经济重构经济

增长新格局》袁国宝著/中国经济出

版社 2020 年 4 月版/ 59.80元

ISBN：9787513660884

推荐理由：该书帮助读者读懂

“新基建”背后的国家战略与行动

路径，把握未来投资机遇。

《钱的千年兴衰史：稀释和保

卫财富之战》金菁著/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20年5月版/79.00元

ISBN：9787300278797

推荐理由：读钱的历史，在不

确定的世界做出恰当的财富决策。

《本事：应对未来世界的 12

项永久技能》[澳]基兰·弗拉纳根、

[澳] 丹·格雷戈里著 吴晓静译/中

国青年出版社 2020 年 5 月版/

59.00元/ISBN：9787515359489

推荐理由：变化的世界，不变

的本事。掌握12项永久技能，应对

未来复杂变化。

《解读世界经济发展》林毅夫、

付才辉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年 6月版/148.00元

ISBN：9787040536027

推荐理由：该书提供了一套推

动世界各国经济结构快速、包容、

可持续转型升级的新结构经济学

措施。

《中国 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

国》姚洋、［美］杜大伟 、黄益平主

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7 月

版/108.00元

ISBN：9787301278123

推荐理由：该书认为未来中国

经济发展要立足实际，秉持开放视

野，才能把握趋势、迎接挑战。

《美国真相》［美］约瑟夫·斯蒂

格利茨著 刘斌等译/机械工业出版

社2020年6月版/69.00元

ISBN：9787111656890

推荐理由：该书剖析美国问

题，揭露美式资本主义隐藏的制度

危机，让读者看清世界强权如何一

步步走向歧途。

《分析与思考：黄奇帆的复旦

经济课》黄奇帆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7 月版/98.00元

ISBN：9787208164321

推荐理由：该书所谈的都是改

革开放进入新时期以来的重点、热

点问题，既有宏大的经济理论背

景，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感悟，深

入浅出地解读中国经济。

《枪炮、经济与霸权：谁在争夺世

界经济的铁王座》李伯重、韦森、刘怡

等著/现代出版社2020年 7 月版/

49.80元/ISBN：9787514385359

推荐理由：该书以经济为剧

本，解读500年大国兴衰的历史。

《奔跑的岱二牛》黄蓓佳著/江苏凤

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0 年 1 月版/

25.00元/ISBN：9787558417412

推荐理由：该书以岱二牛的故事串联

起乡村温暖、亲切的日常生活，展现了新

农村建设对乡村传统价值观念的冲击。

《妈妈变成了一条龙》徐玲著/浙江

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年 2月版/30.00

元/ ISBN：9787559718013

推荐理由：男孩褚小卜的妈妈忽然变

成 了一条龙，并且要帮助小卜变得勇敢。

作家想象力丰富，故事颇具启发性，书中

表达的母子亲情也令读者感动。

“让少年看懂世界的第一套科普书”

[美] 乔治·伽莫夫著 陈炳丞等译/中国妇

女出版社2020年3月版/158.00元（全4

册）/ISBN：9787512717930

推荐理由：该书将深奥的科学知识

与生活场景巧妙地结合起来，让艰涩的

科学原理变得简单易懂。

《大师给孩子的诗与歌：鸟声洗净了

早晨》金波著 梁培龙绘/新世纪出版社

2020年 3月版/38.00元

ISBN：9787558315404

推荐理由：这是一套帮助孩子提升

语文素养的绘本，诗与画的结合让整套

书既富有韵味又生动有趣。

《病毒病毒，我不怕！》穆相珍著/晨

光出版社2020年3月版/168.00元

ISBN：9787571505110

推荐理由：该书是一本儿童心理疏

导和疫情防控知识相结合的原创儿童立

体绘本，帮助低龄小读者克服心理恐惧、

提高防控能力。

《寻找一只鸟》曹文轩著/天天出版

社 2020年4月版/30.00元

ISBN：9787501616145

推荐理由：该书讲述一个关于亲情

与回归家园的主题故事，打造了儿童文

学新范式。

《他 们 的 塔》荆 歌 著/明天出版社

2020年5月版/27.00元

ISBN：9787570806539

推荐理由：书中描述了大皮和小伙

伴们怎样以儿童式的天真和勇气，去面

对和解读生活中种种意想不到的波澜，

帮助读者体验成长。

《街上的马》刘海栖著/安徽少年儿

童出版社2020年5月版/35.00元

ISBN：9787570707423

推荐理由：这是一部充满趣味、细节充

盈、时代色彩浓烈的作品，描写了成人世界

的复杂如何为少年成长打上了难忘印记。

《六极物理》严伯钧著/接力出版社

2020年5月版/68.00元

ISBN：9787544866026

推荐理由：该书用漫画和故事，演绎物

理精髓，是一本通俗易懂的物理启蒙书。

《明亮的黑眼睛——赵丽宏致小读

者》赵丽宏著/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

社 2020年6月版/27.00元

ISBN：9787514860290

推荐理由：该书用25封信，解答孩子成

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给孩子成长之勇气。

《盛开的远方》孟宪明著/四川少年

儿童出版社2020年6月版/49.00元

ISBN：9787536596382

推荐理由：该书以温暖的笔触刻画

了一个坚强勇敢、乐观懂事的留守儿童

形象，向孩子传递成长的正能量。

《哥哥的心愿》陈浠墨著/希望出版

社2020年7月版/30.00元

ISBN：9787537983662

推荐理由：这是一部反映支教志愿者

长期扎根山区，不计回报、甘于付出，给乡

村教育带来巨大变化的儿童小说。

“少年侦探团（最强大脑版）”系列（6册）

[日] 江户川乱步著/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

年7月版/140.00元/ISBN：9787539570174

推荐理由：该书是作家专门为少年儿童

所创作的一套推理小说，兼具可读性、知识

性、趣味性和益智性。

《果核》王艺博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知识出版社 2020 年 7 月版/30.00 元/

ISBN：9787521502008

推荐理由：该书以少年视角讲述科幻故

事，培养孩子的科学素养。

《未来之光中国最科幻少年选集》韩松、

姬少亭主编/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2020年8

月版/38.00元/ISBN：9787304104917

推荐理由：该书是“寻找最科幻少年”科幻

征文活动获奖作品集，包含27篇由中小学生创

作的优秀科幻短篇小说，开拓了读者的想象力。

“名著阅读课程化从书”闻钟主编/智慧

熊策划、南方出版社2020年 8月版/78.80

元/ISBN：9787107323621

推荐理由：该丛书配套统编语文教材推荐

的阅读书目，由温儒敏、王本华主编，一线名师

参与编写，引导学生完成整本书的自主阅读。

《逐光的孩子》舒辉波著/二十一世纪出

版社集团2020年9月版/28.00元

ISBN：9787556850884

推荐理由：该书是对贫困山村儿童生存

境遇与心灵图景、乡村教师的坚守与困境、

支教青年的精神与情感等系列问题的深度

挖掘，同时营造了一种诗意的故事环境。

“朱大可新神话系列·少年饕餮”（5册）

朱大可总策划、文学指导；可星儿执笔；马鹏

浩绘/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9 月版/

145.00元/ISBN：9787221156228

推荐理由：这是一部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为依托，诠释少年成长的新神话小说。该书从

日常生活出发，用充沛的想象力和丰富的百科

知识，满足孩子对味觉与中国神话的好奇心。

“了不起的自然传说·中国传统文化绘

本”许海峰著 龚燕翎等绘/海豚传媒策划、少

年儿童出版社 2020 年 10 月版/112.00元

ISBN：9787556094974

推荐理由：该书是由作家许海峰与荣获

丰子恺图画书奖入围奖画家龚燕翎等 4 位

大奖画家联袂创作的自然奇幻绘本,引导孩

子从小敬畏自然、尊重生命。

《小巴掌童话赏析珍藏版》（精装2册）张

秋生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10月

版/96.00元/ISBN：9787572307003

推荐理由：该书以简洁明了的哲理给孩

子正向的引导与启发。

《土狗老黑闯祸了》叶广芩著/北京少年

儿童出版社2020年10月版/45.00元

ISBN：9787530160251

推荐理由：该书是作者回望童年的第三

部儿童文学作品，用俗白、风趣的北京话勾

勒出一幅多姿多彩的老北京生活风俗画卷。

《月光小巷》秦文君著/青岛出版社2020

年11月版/34.00元/ISBN：9787555296362

推荐理由：是一部细腻且厚重的友情之

书、亲情之书，也是一部直面心灵困惑和内

心矛盾的成长之书。

“中国民族节日风俗故事画库”（第二

辑）颜湘君等著 郑小娟等绘/湖南少年儿童

出版社2020年12月版/228.00元

ISBN：9787556255429

推荐理由：该书是由中国最杰出的画家

和民俗文化研究专家联手打造的原创儿童

图画书系，赋予各民族流传千古的民间故事

更丰富的含义。

《藏起来的男孩》迟慧著/大连出版社

2020年12月版/30.00元

ISBN：9787550516052

推荐理由：这是一部具有深远人文关怀的

原创儿童文学作品，讲述了一个男孩重新找到自

己的故事，让孩子懂得什么是生命中最珍贵的。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与世

界秩序》赵剑英主编/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2020年8月版/139.00

元/ISBN：9787520369848

推荐理由：该书从宏观经济

和国际关系等学科角度，探讨后

疫情时代的世界秩序、全球治理

与大国关系等被广泛关注与争论

的核心议题。

《世界的下一个主宰——人

工智能》[哈]卡里姆·马西莫夫著

哈萨克斯坦指数Qz研究团队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 年8月版/

59.00元/ISBN：9787302556695

推荐理由：该书从历史和技

术的角度，对人工智能进行了系

统的阐述。

《国内大循环》张占斌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版/

58.00元/ISBN：9787556125395

推荐理由：该书用更加贴近

决策层的视角彻底讲透新发展格

局下的战略与机遇。

《人，经济与国家》[美]穆雷·
N.罗 斯巴德著 董子云、李松、杨

震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 年 9

月版/118.00元

ISBN：9787308200486

推荐理由：这是一部文字优

雅的经济学经典著作，给读者普

及经济学知识。

《区块链革命》艾江、王波、童

昌华主编/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0年9月版/79.00元

ISBN：9787534190803

推荐理由：书中深入浅出地

介绍了区块链的概念、核心技术

以及全球区块链的发展历程和政

策支持，探讨了区块链技术助力

产业发展的路径。

《光刻巨人》[荷兰]瑞尼·雷吉

梅克著 金捷幡译/人民邮电出版

社 2020 年 10 月版/118.00 元/

ISBN：9787115545183

推荐理由：作为世界上主要

的光刻机制造商，ASML 公司多

年来在光刻技术上一骑绝尘。该

书探索该公司令人瞩目的成功之

根源。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简史》章

迪诚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年

10月版/68.00元

ISBN：9787500874775

推荐理由：该书真实记录了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历史

过程，认真总结国有企业改革的

经验教训。

《流量制造》何兴华著/东方

出版社 2020年10月版/78.00 元

ISBN：9787520714389

推荐理由：该书认为当下每

个企业都需要快速、完整地锤炼

用户运营能力。其中，品类运营

商将成为这个流量制造时代的超

级玩家。

《中国金融的力量》钱军著/

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 12月版/

78.00元/ISBN：9787547317143

推荐理由：该书从理论到实

践、过去到现在、国际到国内三个

维度对中国金融体系进行了透彻

的解析。

《中国经济2021》王德培著/中

国友谊出版公司2020年12月版/

59.00元/ISBN：9787505750593

推荐理由：该书旨在对疫情

后的世界和中国经济全面剖析，

并预测中国经济2021年的走势。

财 经 类 （20种）

德润童心，家园共育好儿童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品德教育，是父母送给孩子的最好礼物。优质的家庭德育就像空气

和阳光一样围绕着孩子，并为儿童未来发展提供丰美的土壤，陪伴他们健康成长。12月31日，

由青豆书坊举办的以“德润童心，书香童年”为主题的《熊猫团团儿童德育绘本》新书发布会在

中国儿童中心举行。中国儿童中心党委书记、教授丛中笑，原北海幼儿园分园园长成玉英，北

京师范大学教授陈晖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教授班建武出席活动，与家

长和小朋友们一起走进熊猫团团的世界，发现童真与美好。

《熊猫团团儿童德育绘本》（重庆出版社出版）由中国儿童中心主编，以“德润童心”系列研

究和建设内容为基础，依照《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与《幼儿园工作规程》对品德教育的要求，充

分尊重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围绕孩子与他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分别从自理、节制、关

心、宽容、分享、尊重、规则、爱国、敬畏9个方面讲述学龄前孩子需要培养的重要品德，旨在带给

孩子们美德的熏陶和滋养。

成玉英园长、陈晖教授、班建武教授与家长代表“晴天妈妈”在会上围绕“如何让儿童德育

走入家庭”这一主题展开了对话，并和现场家长们以及线上来自中国儿童中心实验幼儿园的家

长和孩子们就儿童德育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文 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