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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题 出 版 类（5种）

《长城简史》（商务印书馆）作者围绕长

城主体，依托长城地带延展出来的广袤的

地理空间、人文空间和历史空间，以纪实方

式，通过梳理真实有据的历史事件和历史

人物，追寻长城起源兴衰的历史风貌。

《光明的道路——弯柳树村奔小康纪

实》（研究出版社）该书以报告文学的笔

触，生动描述了河南省第一驻村书记宋

瑞带领弯柳树村干部群众摆脱贫困面

貌，走上小康之路的奋斗历程。

《生命线：能打胜仗的政治指挥大计》

（华文出版社）该书讲述被人称为“生命

线”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100年的

传奇历程，生动阐述孙中山、毛泽东、邓小

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政治建军思

想，挖掘我军政治工作原则、制度、重大事

件、重要文献产生、发展的逻辑脉辂，。

《大脚板老师有办法》（现代教育出版

社）该书讲述一个乐观的乡村教师和他的

学生们的故事，反映国家对乡村儿童教育

的关心，以及对教育设施的重视，是向建

党100周年的献礼之作。

《纪念抗美援朝战争七十周年经典电

影连环画系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该

系列图书精选电影中的经典画面，配以生

动优美的说明文字，将读者带回那段炮火

纷飞的峥嵘岁月。

文 学 艺 术 类（7种）

《我和我的命》（人民文学出版社）著

名作家梁晓声以他擅长的现实主义笔法，

通过两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讲述人与命

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

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

《洛城花落》（人民文学出版社）离婚

冷静期来了，新民法典来了，我们该怎么

面对婚姻难题？著名作家周大新用“拟纪

实”的手法，用四次庭审的忠实记录，讲述

一段婚姻可能面对的大大小小的问题。

《金枝》（人民文学出版社）该书以

“我”的成长为主线，回溯了“父亲”的一

生，插叙了太祖母、祖母和父亲前妻对人

生、命运的选择，以及这样的选择对“我”

和家族后代们的影响。

《理想与自然：19世纪英国装饰艺术

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该书以维多利亚

时期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威廉·莫里斯的设

计作品和设计思想为中心，辐射这一时期

其他的设计师和艺术家，作品类型涵盖图

案设计、书籍装帧和插画等艺术形式。

“中国音乐学文库”（人民音乐出版社）

作为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在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背景下，

在国内已有研究基础上，对中国音乐各个研

究层面的新进步、新进展进行系统化的综合

研究。

《不一样》（现代出版社）该书作者萧敬

腾与心理咨询师激荡对谈，层层剖心，挖掘出

对人生的独特感悟——我的缺陷，成就了我

的动力。书中48个老萧的“微型世界观”，和

读者分享那些他认为比梦想更重要的事。

《历代草书名家名帖经典字例解析丛

书·张旭〈古诗四帖〉经典字例解析》（荣宝

斋出版社）该书是一本草书研究与创作的

技法书。从张旭《古诗四帖》中选择了50

个经典字例，从例字所在作品中的章法环

境、例字的字法分析、例字的笔法分析等

多个方面进行技法分析与阐释。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沈 西

中版好书（2021年第1期）

（4种）少 儿 教 育 类

（9种）人 文 社 科 类

《中国儿童植物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这是一部由中国植物学家、园艺工程师、科普作家和

自然摄影师联合编撰的植物主题启蒙百科。书中共有

110多个主题页，含1200多幅摄影图片，从不同角度介绍

植物，讲解与之相关的前沿科学知识。

《八音的秘密》（天天出版社）这是为孩子了解中国

民族乐器而创作的原创音乐绘本。文本和音乐由独立

音乐人邹頔倾心创作；插画由绘本艺术家温艾凝精心

绘制。民乐器演奏录制由国乐艺术家方锦龙、二胡演

奏家王颖、古筝演奏家苏畅等倾情演奏。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商务印书馆）这是一部按照国际通行

的学习型词典理念编写的中型语文学习词典。收录当代汉语中

最核心、最基本的词语6683个。词典以最常用的4233个词语作

为释义语言，以海量平衡语料库作为义项确立、语义分析、例证提

取的基础，在义项、释义、举例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创新。

《西南联大求学日记》（中译出版社）该书为许渊冲先

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求学期间（1938~1943）所写的日

记，记述了他早年从师问道、读书交友乃至思想成长的轨

迹，也是唯一公开发表的西南联大学生日记，具有宝贵的

史料价值。

《中华文化的感悟》（商务印书馆）该书集中探讨了

儒家的礼教与信仰、中国人的信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天人合一等，深入剖析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品格。

“五礼通考”（全20册）（中华书局）“五礼通考”由清

秦蕙田历时38年编修而成。期间参与编纂、校对的钱

大昕、戴震等，皆是清代经学代表人物。

《诸子锦言录》（中华书局）该书是诸子文献中名言

警句的汇编，可以帮助党政干部、学生及普通读者较快

地学习吸收诸子的思想精华。

《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梁

启超的外孙女吴荔明以翔实史料和鲜活事例，生动讲述

梁启超及其儿女们的非凡经历，为读者指点家庭教育的

迷津。此次新版，除文字的修订增补，更增加不少珍贵历

史照片。

《宋：风雅美学的十个侧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该书邀请国内知名学者，以文化和审美为经纬，分

别从国势、理学、书法等十个侧面，编织宋代文人的生活

美学指南。全书在三联生“中读”同名热销精品音频课

程的基础上打磨加工而成。

“费孝通作品精选”（12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该系列精选费孝通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涉及农村

农民、边区民族、文明文化、世界观察、学术反思等多个

层面问题。

《深解地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该书作者

马丁·拉德威克是地球科学史家中的泰斗，荣获国际科

学史界的最高荣誉——萨顿奖章。该书插图丰富、引人

入胜，凝结了拉德威克毕生的心血，是其理论之大成。

《汇率的突围》（东方出版中心）该书在总结回顾2020年

上半年人民币汇率走势之后，指出前期人民币汇率走弱主要

是消息面利空所致，下阶段基本面利多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因

素正在逐渐积聚。事实再次证明，汇率分析“逻辑比结论更

重要”。

《孔子——人能弘道》（修订珍藏本）（世界图书出版

有限公司）作者结合自己对《论语》20余种英文译本的

研究心得和近年对功夫哲学的探究成果，力图以通俗和

深刻的笔触让读者了解不同角色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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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类
书 名

中华文化的感悟

五礼通考（全20册）

诸子锦言录

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宋：风雅美学的十个侧面

费孝通作品精选（12册）

深解地球

汇率的突围

孔子——人能弘道（修订珍藏本）

编著
楼宇烈 著

[清]秦蕙田撰，方向东、王锷点校

钟基 著

吴荔明著

邓小南 等著

费孝通著

[英]拉德威克著

管涛著

倪培民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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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东方出版中心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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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中国儿童植物百科全书

八音的秘密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

西南联大求学日记

少儿教育类
编 著

《中国儿童植物百科全书》编委会编著

邹頔 文/作曲 温艾凝 绘

张志毅 主编

许渊冲 著

版别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中译出版社

人文社“茅奖作家面对面”系列直播 开启新一轮线上文学之旅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日前，为推广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期新书并支持抖音电商“Dou来新书季”阅读

推广计划，人文社联合抖音电商邀请李洱、梁晓声、周大新三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为读者带来“茅奖作

家面对面”系列直播活动。据统计，该系列直播活动已累计吸引15万余人次观看，满屏的留言展现出观

众对文学的热情。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李洱、梁晓声，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大新，分别于1月25、26、27日携个

人最新文学作品做客“中国网直播”直播间。同时，三位茅奖作家开启个人抖音账号，通过短视频和直

播，与网友和读者分享自己的创作故事。李洱在直播间中介绍了最新出版的《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

新版本。梁晓声的最新长篇作品《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运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

证。他在直播间带领读者一起思考何以为家、何以为人。周大新分享了其长篇小说封笔之作《洛城花

落》，展现了一位作家对现代婚姻的思考和反思。

疫情反复，人们的生活受到了巨大影响，减少外出、留在家中可能会成为大多数人在春节假期的生

活常态。阅读好书，能让我们的精神得到安慰。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疫情期间致力于丰富大众的文化生

活，用多种形式将优质文学内容呈现给读者。据悉，马未都、王芳等作家、名人也将参与“Dou来新书季”

阅读推广计划，与李洱、梁晓声、周大新的抖音直播一道，为读者带来新一轮的线上文学之旅。 （张）

小故事大道理 小切口大文章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

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

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出版集团

旗下出版机构提前谋划、精心布局，为主题

出版“大年”奉上了一大批“叫好又叫座”的

主题出版读物。本期中版好书中，5种涉及

不同角度的主题出版好书，带读者重温峥

嵘岁月、感受时代的力量与温度。

长城是中华文明的见证，习近平总书

记在甘肃考察时强调，长城凝聚了中华民

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

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

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近日，

商务印书馆推出从人文历史角度系统梳理

长城古往今来的《长城简史》。作为一部

“史地普及著作”，该书作者视野宽泛，旨在

向读者完整地呈现历史脉络清晰、兼具可

读性和科学性的长城传记。

2020 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0周年。为纪念这一节点，中国

民主法制出版社将《英雄儿女》《奇袭》《打

击侵略者》《英雄坦克手》《铁道卫士》5部抗

美援朝题材老电影改编为连环画，推出“纪

念抗美援朝战争七十周年经典电影连环画

系列”。为献礼建党百年，华文出版社推出

第一部用故事和纪实形式描述中国共产党

军队政治工作百年史事，宣传中国共产党

政治建军思想，弘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

著作《生命线：能打胜仗的政治指挥大

计》。该书用故事语言告诉读者，革命的政

治工作犹如阳光、空气和水之于人的生命

一样，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

研究出版社则发挥所长，《光明的道路

——弯柳树村奔小康纪实》借河南省信阳

市息县弯柳树村脱贫奔小康的探索与实

践，证明因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国家的扶贫

政策、传统文化的化育人心，人民群众在脱

贫奔小康过程中爆发出了无穷能量。现代

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脚板老师有办法》，

同样将视角聚焦在乡村。山洪冲毁了乡村

教室，大脚板老师和他的学生们，以积极乐

观的心态面对困难，在山野河流之间，用树

枝作笔，席地而坐，在苦难的磨砺和自然的

洗礼之下，唱出了最动人的牧野书卷之歌。

品味经典 贯通古今中外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是出

版机构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选题挖掘的宝

库。品读经典，是中华文明价值观传承的不

可或缺的路径，也为我们融汇文化精华提供

桥梁。《中华文化的感悟》展现了国学大师楼

宇烈的国学感悟结晶，一一呈现其对中国文

化中的价值观、中国智慧和中国品格的独到

见解。《诸子锦言录》则汇编诸子文献中名言

警句，能够帮助党政干部、学生及普通读者

较快地学习吸收诸子的思想精华。

“五礼通考（全20册）”征引文献丰赡，

将经史子集四部中的礼学资料剪裁析出，

先经后史，叙次排比，堪称集中国古代礼学

文献之大成。《孔子——人能弘道（修订珍

藏本）》中，作者则力图以通俗和深刻的笔

触让读者了解不同角色的孔子。《历代草书

名家名帖经典字例解析丛书·张旭〈古诗四

帖〉经典字例解析》聚焦草书研究与创作技

法，展现书法之美。

近两年，“宋朝热”成为值得关注的现

象。与宋朝历史、美学相关的图书受到众多

读者的喜爱。由三联“中读”同名热销精品

音频课程打磨加工的《宋：风雅美学的十个

侧面》一书，从10个侧面编织宋代文人的生

活美学指南，能够带读者全方位感受宋代的

古典风雅之美。

品味经典的同时，贯通中外、融汇东西

文化精华才能帮助我们拓宽视野，构建思考

问题的大局观。本期好书中，《深解地球》凝

聚了地球科学史家泰斗马丁·拉德威克的毕

生心血。《理想与自然：19世纪英国装饰艺

术研究》展现了19世纪影响英国艺术的自

然主义风潮以及绿色设计思想萌芽，聚焦当

时艺术家的追求与革新之路。

文学关照现实 教育多元发展

文学创作的生命力，来源于对现实的

关照，这是不少创作者的共识。现实生活

能为故事创作提供灵感，也需要借故事引

发思考、明晰问题。可喜的是，近些年，越

来越多作家重视现实题材创作，借文学故

事反映社会发展与时代变迁。

本期，梁晓声、周大新等名家新作汇

聚。关照现实不约而同成为他们新作的主

题。在《我和我的命》中，梁晓声延续对普

通人看似寻常又总是屡经跌宕的命运的书

写，同时关注女性际遇。小说写出了命运

之不可违拗的决定作用，也写出了人的奋

斗和自修自悟能够改变命运的强大力量。

原生家庭、伦理现实、女性成长等热门话题

在故事细节中都能窥见。同样关注当代热

门话题，周大新将写作视角放在婚姻话题

上，以见证者和旁观者角度讲述婚姻故事，

探究“婚商”问题。周大新新作意在审判婚

姻，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得主邵丽的《金枝》

则以“审父”为主题。该书讲述一个家族在

时代漩涡当中飘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

通过“我”对父亲的审视，廓清父亲所生活

的时代、土地、文化和人心。

终身学习成为自身成长必须具备的意

识。其中，学习对象显然不能拘泥于工作、

生活所必须的知识，各学科、各领域的素养

提升受到更多人关注。对于孩子来说，丰富

知识储备的同时，培养兴趣、发现兴趣也不

可忽视。本期好书中，《中国儿童植物百科

全书》《八音的秘密》能够帮助孩子增加科学

科普知识，提升音乐素养。《西南联大求学日

记》《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则通过西南联大

这所传奇名校的教学风貌和历史魅力，以及

梁启超和儿女们的非凡经历，为读者提供个

人成长、家庭教育等多方面的启迪和经验。

又一个四季轮回，转眼农历牛

年已至。在喜迎新春的热烈氛围

中，制订一份新年书单，开启新一年

的书香之旅，不失为一项好的选

择。在阅读中，我们能够穿梭于不

同时空、不同地域，能够凝神遐想，

也能够思辨致远。“吾生也有涯，而

知无涯”。2021 年第 1期中版好

书，涵盖主题出版、人文社科、文学

艺术、少儿教育四大品类的25种佳

作，邀您静享阅读、共度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