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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疗愈活出欢喜人生

P14

好的教育如万有引力一样存在

P14

给孩子一个有趣的童年

P15

发展绿色经济才能“点亮”未来

P15

（10 种）

每个人都在与生活奋力对抗和艰难和解。小说家所做的，是为他见到的
每一种平凡而奋力的生活赋形，
以某个瞬间澄清每一种即将到来的命运。

■出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有限公司
■营销中心：
（010）88810715

中
■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夜 雨

《凤鸣岐山》冯积岐著/湖南文艺出版
社 2021 年 4 月版/45.00 元
ISBN：
9787540444389
推荐理由：小说以冯拱明及侄女冯惠
芳在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时期的悲惨命运
为叙事主线，将故事放置于辛亥革命前后
三十年的历史空间，生动写出李谦吉、麻
振武、郭坚等军阀人物的残暴与冷酷，细
腻展现冯拱明等平民家族的隐忍与良善，
深刻凸显大历史中小人物的脆弱与渺小，
丰厚呈现革命者实现和平安定的艰难与
理想。全书文学性、故事性、思想性兼顾，
如同一幅浓墨重彩的长篇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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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主办：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订阅电话：
（010）88817687

《她来自马里乌波尔》[德]娜塔莎·沃
丁著、[德]祁沁雯译/新星出版社 2021 年 4
月版/58.00 元/ISBN：
9787513342988
推荐理由：对抗沉默，拒绝遗忘。该
书作者为德语作家，苏联强制劳工之女。
1945 年生于德国战后“流人营”，母亲自杀
后，被一所天主教女孩收养所收养。作者
通过对母亲及母亲家族的追溯，拼接历史
碎片，还原了一部母亲的个人史、家族史、
二十世纪动荡史，填补二战东方劳工史出
版空白，
揭示乌克兰人不为人知的命运。

中
■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夜 雨

《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邓一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 年 2 月版/36.00 元
ISBN：
9787020165001
推荐理由：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邓一
光的深圳故事集。12 幅“深圳写生图”，12
种不同身份，12 段奇遇人生，书写异乡人
与都市漂泊者的追寻，探索这个城市独特
的灵魂与质感，也开掘出当下城市写作的
深邃与宽广。邓一光在光鲜的城市外表
与日常生活的张力之下，深入观察，书写
出人性的丰饶与伟大。

《迎面而来》林东林著/上海文艺出版
社 2021 年 3 月版/52.00 元
ISBN：
9787532175758
推荐理由：青年作家林东林的首部短
篇小说集，
收录了近年精心创作的 10 个短
篇小说。作者笔下的人生，是大街小巷迎
面走来的人，表面平静而内里波澜横生的
人。林东林沉潜在众生的低声部，奏响的
却是清晰和空茫的变奏曲。失业者和双
盲老人，嫖客和妓女，象牙蚌和海，城市和
菜园，穷人和更穷的人……乃至于作者和
小说中的“我”，彼此互为镜面，却又互相
打碎，
留下一地闪烁着微光的奇观。

时代 纪实文学

《诗人的圆桌：
关于自然、
人文、
诗学的
跨文化对话》吉狄马加著/江苏凤凰文艺出
版社 2021 年 1 月版/68.00 元
ISBN：
9787559446237
推荐理由：一部具有世界高度的关于
诗学交流与探讨的访谈录。书中收入诗人
吉狄马加与 16 位世界各地当下最著名的
诗人、诗歌翻译家的对话。涉及到当代世
界与人类命运，以及文学的承担等重要话
题，并记录了中国诗歌多年来在国际深度
交流上的成果。诗人认为，诗歌有着构建
和平社会、抚慰人类心灵的巨大作用，同
时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
有几千年的传统，
我们应有这样的文化自信来开展国际诗歌
交流。

《喜剧》陈彦著/作家出版社 2021 年 3
月版/58.00 元/ISBN：
9787521213331
推荐理由：陈彦“舞台三部曲”的收官
之作，以喜剧笔法写就之喜剧演员（丑角）
悲喜交织、跌宕起伏、动人心魄的生命故
事。作者以贺氏一门父子两代人的生活
和命运为主线，在戏与人生的交相互动中
牵连出广阔的人间世各色人等的生命情
状——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诸般际遇
所致之起落、成败、得失、荣辱等等不一而
足，并于此间表达了对戏曲与历史、时代
和现实关系的透辟理解。

关键词

《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乐黛云
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21 年 1 月版/
79.00 元/ISBN：
9787520208703
推荐理由：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
者、奠基人乐黛云先生的首部自传和心灵
独白。90 年历经沧桑，却始终坚韧如初。
乐黛云说：
“命、
运、
德、
知、
行，
这五个字支配
了我的一生。
”
她以坦诚之心将自己的人生
经历，
包括她的家庭，她的爱情，她与时代
的沉浮，她跟命运的较量，她对学问的追
求，
她对一个个自由灵魂的怀念，
用隽永的
文字娓娓道来，
不禁令人掩卷深思。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原计划
120 年的移民行动，
走了 1.1 万年，
仅
存的人类在冷冻室中被迫接受一次
又一次的重新上路，因为那些都不
是他们想要的家园。蓝天、
草地、
山
脉、
森林才是人类依旧不变的选择，
也是人类留给未来自己的最好的家
园。这是刘慈欣科幻作品《时间移
民》中的内容，
目前这部作品新版发
行。这是作家继《三体》之后关注度
很高的作品，曾获誉 CCTV“2014 中
国好书”，也是他较有代表性的短篇合集，其中的《微纪元》入
选 2018 年高考语文卷。此次新版采用国际流行大开本，
内页
附赠签印版大刘签名彩图，
适合收藏。
（任）
《时间移民》刘慈欣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1 年 3 月
版/48.00 元

■地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919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号外研大厦北楼
号外研大厦北楼
■本版编辑：任志茜
郑 杨

（内容详见第 13~15 版）

人 文 社 科 类

（10 种）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时代背景下，在这
复杂的、
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
追溯我们的历史、
梳理我们的文化源流，
具有特别重
要的意义。

《古人日常生活与社会风俗》冯尔康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2021年1月版/98.00元
ISBN：
9787500874553
推荐理由：史学大家冯尔康的读史札
记。全书以古人社会生活为范围，以简洁
的文字、权威的阐释和上百幅精美的图片
通过平常而普通的历史细节，走进古人的
日常生活。全书批判君主专制主义和宗
法性家长制，伸张女权，说明历史上争取
人道主义的合理性；
批评迷信，
宣传科学，
抨击生活领域的种种陋习，表彰历史上向
往文明生活方式的人和事；从古人社会生
活中分析我们的民族文化；盼望摆脱过
时、
落后的古老传统束缚，
创造新文明。

关 键 词 传统文化 中西交流

《进击的律师：幽暗线索》法山叔著/天
地出版社 2020 年 12 月版/52.00 元
ISBN：
9787545559675
推荐理由：
“微博十大影响力法律大 V”
法山叔最新长篇小说。小说展现了律师光
鲜背后真实的职业生活和内心世界，展现
了法庭上扣人心弦的辩护过程与法庭之外
斗智斗勇的较量与运作。小说中的案件均
取材于经典的民法案例，故事以律师打官
司为切入点，将日常生活、社会热点、普通
人的遭遇、人性的阴暗面和对法律武器的
运用融入叙事中，以犀利辛辣的语言和柳
暗花明的情节丝丝入扣地书写出一部硬核
法律小说。

《远去的白马》朱秀海著/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 2021 年 2 月版/72.00 元
ISBN：
9787530220825
推荐理由：军旅作家朱秀海在采访多
位亲历过解放战争的幸存者后，收集了丰
富的创作素材，以一匹驰骋沙场的白马为
引，拉开小说的帷幕。全书根植于真实的
历史故事，
借助丰厚的历史史实，
以事关中
国前途命运的决战——解放战争为背景，
以清醒客观的文学立场审视和书写历史的
复杂与真实、人性的善良与崇高。作家以
诗性的笔调和咏叹的激情，成功塑造了一
批无私无畏、信念坚定的共产党人形象。
评论家刘大先在读后认为这是一部精神洗
礼之作，
是时代的雅正之歌，
女主人公的选
择让我们重新思考
“人”
的意义。

思想是时代的回声

文 学 类

《种在走廊上的苹果树》残雪著/高高国
际策划、陕西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11 月版/
35.00 元/ISBN：
9787224138122
推荐理由：残雪是一位为理想而写作
的作家，
这是她的中篇小说代表作之一，
国
内首度出版，读者可以从中感受既美丽又
危险的卡夫卡式荒诞世界。小说分别以我
们家里的秘密、三妹诉说她的心事、侦探
（或医生）冗长而乏味的故事、母亲的呓语
和我的五个梦为主题，描述了一个个噩梦
般的场景和古怪的故事。这 5 个梦境穿透
灵魂与精神，
对人性进行层层剥离，
让深埋
的人性一览无余。

刘慈欣《时间移民》新版发行

不负春日好时光，
鸟语花香读书时
你要多努力，才能成为一个普通人

在热闹的第 34 届北京图书订货
会落幕后，3 月商报月览好书如约而
至，为满园春色增添一抹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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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与万变：葛剑雄说国史》葛剑雄
著/岳麓书社 2021 年 1 月版/78.00 元
ISBN：
9787553813752
推荐理由：历史学家、复旦大学资深
教授葛剑雄讲述中国历史的血脉精神，在
兴衰、传承与变迁中，寻找中国历史的源
与流。他以另一个角度进入历史：如果我
们把古代中国比作一个像人体一样精密
庞大的协作系统，那么土地就是它的骨
架，
人就是它的血肉，
而朝堂、政治就是它
的神经中枢。漫长的中国历史就是在它
们互相影响、互相磨合的过程中延续和发
展，
生生不息，
成就了我们今日的中国。
《孔子——人能弘道（修订本）》倪培民
著 李子华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21 年 1
月版/59.00 元/ISBN：
9787519278533
推荐理由：该书作者为美国格兰谷州
立大学终身教授，这是一本全面介绍孔子
的经典之作，力图让读者了解不同角色的
孔子：作为历史人物、精神领袖、哲学家、
政治改革家、教育家以及作为凡人的孔
子，笔触通俗而深刻。作者结合自己对
《论语》二十余种英文译本的研究心得和
近年对功夫哲学的探究成果，将孔子的功
夫之道与西方主流的理智主义作比照，并
将其与近现代西方的主流价值对话，尤其
重点发掘了儒家思想向西方观念提出的质
疑，
以及如何为这些价值升华建构资源。
《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萧易著/
广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2021 年 1 月 版/
78.00 元/ISBN：
9787559830623
推荐理由：作者萧易跟随《中国国家
地理》进行考古之旅，选择四川近年来具
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以及荒野田畴的遗
址，
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清代，
集结 19
篇文章，汇成《寻蜀记》。他从微观的角
度，一一呈现并解读文物，形成一部可以
触摸、踏访的历史，
展现四川丰富、深厚的
人文历史。
《手背上的一撮盐：美味的沉淀、漂移
及裂变》沈嘉禄著/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1 年
1月版/58.00元/ISBN：
9787545819533
推荐理由：魔都活色生香的风味美
食，见证了上海的成长与繁华。作家在书
中不仅写美味，写饮食文化，也写上海与
长江三角洲地区及中外文化交流。美味
的形成、沉淀、漂移、裂变，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也是文明的过程，又对应了城市化
和互联网时代的种种现象。

■邮编：100089
■总体设计：
■排版：
艾 琳
岛 石

《西汉侯国地理（修订本）》马孟龙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 年 2 月版/88.00 元
ISBN：
9787532598588
推荐理由：学者辛德勇教授评价该书
作者、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马孟龙
“后生
可畏”
，
这一论述指的不是天资卓异的少年
英雄，而是那些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人。
考证是历史地理学的基础，该书提供有关
西汉侯国的时间（置废年代）和空间（地理
方位）信息。这是首部全面研究西汉侯国
地理分布的专著，
首创《西汉侯国建置沿革
综表》，全方位概览西汉侯国的时空信息，
并新绘大量西汉政区地图，帮助学术研究
者重新认识和修正西汉侯国地理分布格
局，
集中揭示西汉侯国迁徙现象，
复原西汉
五帝六大郡国级政区。
《西南联大求学日记》许渊冲著/中译
出版社 2021 年 2 月版/88.00 元
ISBN：
9787500161844
推荐理由：该书为翻译界泰斗许渊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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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内容翔实丰富，
立体展现了一代翻译泰斗青年时期的生活
图景和精神世界，从中亦可管窥西南联大
这所传奇名校的教学风貌和历史魅力。
《中国刀剑史》龚剑著/中华书局 2021
年 3 月版/88.00 元/ISBN：
9787101149494
推荐理由：龚剑，中国武备研究学者、
收藏家。他根据不同的历史记载，对各时
期的代表性刀剑作了细致的描述与讲解，
并与出土实物和历代藏品进行反复比对，
勾勒了跨越两千余年的中国刀剑的发展脉
络，还以丰富精美的图片带读者进入博大
广阔的中华武库，感受其中的独特魅力。
这本书的出版，为中国武备研究领域打开
了新的局面。
《中国：从春秋到盛唐》纪录片《中国》创
作组著/学林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湖南
人民出版社2020年3月版/100.00元
ISBN：
9787548617631
推荐理由：一部全新视角的中国历史
纸上纪录片，一部了解中华文明的简明大
纲，
处处充满对历史人物的温情与敬意，
带
领读者一同感受
“此生无悔入华夏”
的热血
与共鸣，深入感受中国独特的古典美学。
该书以《中国》第一季的内容为基础，以思
想和制度发展为主线，分为 12 个精彩故
事，
再现中国历史的动人细节，
勾勒出中华
文明磅礴大气的发展脉络。
《成为波伏瓦》[英]凯特·柯克帕特里克
著 刘海平译/中信出版集团 2021 年 3 月版/
78.00 元/ISBN：
9787521723427
推荐理由：这本传记让波伏瓦从萨特
的阴影下走出来，探讨她的生活、她的作
品、
她的思想，
以及她的爱情。该书是根据
近几年新曝光的波伏瓦信件、早期日记等
材料撰写的波伏瓦全新权威传记。作者凯
特是牛津大学的波伏瓦和萨特研究专家，
资料的引用整理严谨细致、
权威可信，
具有
较高学术价值，
并配以 13 张珍贵照片。

■传真电话：
（010）88817657
■排版：
■电话：
（010）
艾林 88817690

■网址：
http//www.cpmj.com.cn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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