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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题 出 版 类（5种）
《大型原创交响合唱：奋

进新时代》（人民音乐出版

社）作品通过12部原创交响

合唱回顾和展望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来的光辉业绩及

奋斗在新时代道路上的感

人事迹：如反映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祖

国的道路》，向着民族复兴目标勇往直前的《追梦人的脚步》等。

《走好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研究出版社）该书以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以“2020中国乡村振

兴论坛”为专题，分六大部分40余篇文章，深度阐述了在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精神下，全面推进关于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各项工作的开展和实施。

《伟大的变革：中国追梦新时代》（东方出版中心）该书以历史

的眼光、全球的视野客观而理性地分析了新时代背景下中国进

行伟大变革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探索了中国价值体系的进化与

世界化的可能性，剖析了中

国经济成功的深层次原因，

彰显了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信心和反腐败的决

心，同时通过对新时代的中

国外交战略进行展望，凸显

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发展模式的吸引力。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华文出版社）该条例吸收了

统战工作的新经验新成果，注重研究解决新形势下统战工作面

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全面规范了各领域各方面统战工作，是推进

统战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的重要标志，在党的统一

战线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简明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该书以词

典的框架结构，诠释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词语、短句、基本

概念及有关人物和著作等，条目从儒家学说、道家学说、佛家学

说和诸子百家学说中广搜精选，共3600余条。

文 学 艺 术 类（7种）

《瓦猫》（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是一本有关手艺人的小说，然而又

不全是。经他们手而成的物件，是曾在这世界过往的最好宣示。

他们的命运，交织与成全于历史；他们的尊严、执着与信仰，如棱

镜，折射这世上大多数的我们；他们是这时代的理想主义者，行到

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不遇良工，宁存故物”，一鳞一焰，皆自匠传。

《群山呼啸》（人民文学出版社）该书故事情节起于清朝末年，在

大别山腹地的小城“霍川”，发生了一场震惊朝野的谋杀案，让贺、卫

两大家族卷入其中、饱受牵连，从此结怨。当大革命的浪潮涌来，各

方势力在霍川明争暗斗，两大家族的子孙也纷纷投入不同阵营。当

红色革命的风暴吹遍群山，霍川的有识之士终于看到了曙光……

《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该书为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乐黛云的回忆

散文集，是她的唯一自传和心灵独白。全书共分九章，作者回忆了

自己的童年生活和求学经历，以及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

遭遇一系列的坎坷曲折。

《芥子园画传分类卷》（人民美术出版社）该书是由清代王概、沈

心友等根据明代李长蘅的课徒画

稿增编而成，巢勋临本。为更加普

及且更适合初级国画的读者使用，

在原石印本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

重新分类梳理。书中内容包含了

画学浅说和设色的理论等文章，列

举和讲解了古代名家的不同绘画

技法，并挑选模仿了数十幅名家作品作为图示。

《素手烹茶》（人民音乐出版社）该书是著名作曲家叶小纲创作

的首部文学随笔，一部真正可以听的音乐文学沉潜之作。作为一

本融合“音乐、乐谱、照片、文字”四位一体的音乐文学作品，读者扫

描封面和书签中的二维码，即可聆听与书中内容相联系的叶小纲

创作的著名音乐作品音频。

《12堂小说大师课：遇见文学的黄金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该书邀请12位国内最顶尖的学者、作家和译者，讲解12位

20世纪外国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与作品，呈现出一个多彩

纷呈的现代主义文学的黄金时代。书中所挑选的作家及作品都是

20世纪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象征，主讲人功力深厚，讲解深入浅出。

《鲍鹏山品水浒》（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该书是中央电视台“百

家讲坛”栏目推出的《鲍鹏山新说〈水浒〉人物》系列电视节目图书

版。作者从林冲、武松、李逵、鲁智深、宋江等人入手，读出了藏于

故事背后无比丰富的人性内涵、文化内涵和思想内涵，读出了新的

角度、新的观点和新的精彩。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沈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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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种）科 技 经 管 类

（5种）人 文 社 科 类

《高韧性社会：应对不确定危机的八种能力》（中译出版

社）该书提出“高韧性社会”概念、应对危机的五个关键阶

段以及八种核心能力，论述如何打造社会韧性、城市韧

性、组织韧性和个人韧性，提供应对不确定性危机的解决

方案。

《全球金融大变局》（中译出版社）该书以全球金融格

局变化和中国对外金融为基础，集中阐述全球金融格局

的七个重要变化，并且结合新冠病毒疫情对全球经济格

局的影响进行了最新的政策方面的阐述。

《生命之问》（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该书探讨关于

生命与死亡的11个大问题，并从科学的角度提供了确定

的或者最佳猜测的答案。该书还提到一些更现代的担

忧：有可能无限期地避免死亡吗？制造人工生命有可能吗？

《简单领导：从有序中获得效率与活力》（现代出版社）《简单领导》通过一个个生动

有趣的故事，向读者展示了“3×5”的简单领导系统，其中包括优秀领导者必备的五

项职责、五种辅助工具与五条原则。

《中亚史》（全6卷）（商务印书馆）该书研究对象主要是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富汗所在地区，时而涉及与它们有关的地

区。作者综合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以编定性，以章定范围，以节定内

容”，从整体着眼揭橥中亚历史。

《北方有棵树：追随大自然的四季》（商务印书馆）该书以12个月份为线索，直观地感

受北京城市、公园、山林的景观变化以及其中的花草与鸟类，将思考、感悟、阅读、旅行和

博物融合起来，体现出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度交流。

《吉尔伽美什史诗》（商务印书馆）该书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长篇叙事诗，也是世界文

学史上的瑰宝。史诗情节连贯，环环相扣，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更有现世与冥世通联，

人与神直接面对，想象丰富，说理深刻，人物性格鲜明生动，语言朴实、形象、优美。

《乾隆十二时辰》（中华书局）该书选取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为历史标本，将乾隆帝

一日之生活拆解为朝祭、大内起居、恭读圣训、联赓对诗、批阅奏折、接见臣工、品鉴古玩、

宫闱生活、祭星等维度，以情文并茂的笔法，描绘出一个五十五岁、正处于人生巅峰、同时

扮演着多重角色的乾隆帝，并展示清代政治文化的多个面向。

《十三经锦言录》（中华书局）该书“十三经”按照《十三经注疏》排序，原文以“中华经典

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中的“十三经”为底本，准确可靠；注释翻译根据三全本中的注译

内容修订而成，精当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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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猫

群山呼啸

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

芥子园画传分类卷

素手烹茶

12堂小说大师课：遇见文学的黄金时代

鲍鹏山品水浒

编著
葛亮 著

季宇 著

乐黛云 著

王概、沈心友等 编

叶小纲 著

陆建德 等著

鲍鹏山著

版别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人民美术出版社

人民音乐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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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DK儿童发明百科全书

藏在建筑里的世界史（全12册）

风山的狼

培养孩子专注力的60种方法

少儿教育类
编 著

英国DK公司

[英]菲奥纳·麦克唐纳、贾桂琳·莫莉等著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法]迪迪埃·普勒 著，蔡宏宁译

版别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现代教育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人文社重启“云游直播”，携读者走进俄罗斯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2021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回到文学现场，云游大家故居”系列直播第三季

——“云游俄罗斯文学大家故居”启幕，栏目组亲赴俄罗斯，通过直播带领读者走进俄罗斯文学的世界。据

悉，本季直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俄罗斯驻沪总领馆、上海市徐汇区图书馆、草婴读书会联合主办。

4月17日，“云游俄罗斯文学大家故居”第一站——“云游契诃夫梅里霍沃故居博物馆”开启直播，搜狐

新闻、当当网、百度百家号等十余个平台同步播出，当日观看量达20万。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俄罗斯研究

中心副主任贝文力应人文社邀请作为“云游契诃夫梅里霍沃故居博物馆”直播的导读嘉宾，为读者分享了

契诃夫的文学人生。

2020年5月起，为丰富疫情期间读者的文化需求，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起“回到文学现场，云游大家故居”

系列直播，携读者跟随专业讲解嘉宾深度游览了老舍纪念馆、沈从文故居、萧红纪念馆等17家文化名迹。

据统计，直播活动累计观看量已达1.7亿人次，培育出10w+阅读量文章及视频回放超过30个，百余家媒体

报道了该系列直播活动。据悉，此次活动为“回到文学现场，云游大家故居”系列直播第三季，继第一站后，

系列直播还将带读者云游托尔斯泰、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多位俄罗斯文学大家的故居。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助理宋强表示，人文社秉持“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方针，把活动涉及的文化名人由

现代文学扩展到古今中外，希望为文学和现代热爱直播的青年人构建有效桥梁。 （张）

展现新时代中国形象
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文化是塑造国家形象的核心和灵魂，

文化自信是展现国家形象的前提和基础。

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记录国

家发展历程、展现新时代中国形象都是出

版行业的重要责任担当。本期中版好书

中，《大型原创交响合唱：奋进新时代》《伟

大的变革：中国追梦新时代》《走好农业农

村现代化之路》以音乐和图文的多种形式，

展现新中国发展不同方面的奋斗路径和成

就。其中，《大型原创交响合唱：奋进新时

代》包括《祖国的道路》《追梦人的脚步》等

12部原创交响合唱作品的总谱、钢琴伴奏

谱及演唱音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艺

术价值。《伟大的变革：中国追梦新时代》总

结了中国成功的深层次因素，高度评价了

中国模式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和吸引力，并

对中国如何应对新威胁完成新使命提出了

建议。《走好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对于全

面掌握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和新

阶段的目标任务、关键举措，深入总结我国

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共谋乡村振兴，具有

重要意义。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各地各部门纷纷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2020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

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学习

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

例》，将其与党史学习教育结合，对党员领

导干部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党的统一战线理

论方针政策、提高对新时代统战工作重大

意义的认识、提升做好统战工作的能力水

平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

强民族文化自信，也是展现新时代中国形

象的重要方面。阅读是传承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路径，《中华传统文化简明词

典》是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工具书。

语言学家李行健是该词典的主编，其领衔

的编纂团队中既有语言学专家，也有具备

丰富的辞书编纂经验的学者，还有长期从

事语文教学工作实践的学者，他们的合作

是辞书质量的保证。《十三经锦言录》可以

帮助读者快速准确地汲取中华传统文化中

“十三经”的思想精华，学习运用其中治国

理政、为人处世、修身养性等方面的智慧。

《乾隆十二时辰》能让读者在深入学习历

史的同时，感悟清代的政治文化。《鲍鹏山

品水浒》则是帮助读者解读经典、学习经

典的全新读本，能够带领我们跟随央视

《百家讲坛》主讲嘉宾鲍鹏山走进不一样

的水浒世界。

书写人生百态 阅读充盈生活

图书除了能够记录社会发展与国家进

步的历程，其对人生百态的书写、对个人与

社会微观层面发展的记录，也是重要功

用。展开一本书，我们能看到涉及政治、经

济、自然、生活等方方面面的描写，也能结

识处于不同境遇不同背景中的人物，更能

捕捉日常生活中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文学作品搭建理想与现实的桥梁，能

够帮读者构筑多样的精神世界。《瓦猫》中，

作者将笔墨重点放在手艺人群体，为匠人

立传，展现匠人精神。《群山呼啸》则借文学

作品再现大别山作为红军策源地的悲壮历

史。个人心路的记录以及专业知识见解的

分享，能够通过图书显现出更大的辐射

力。本期，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者、北

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乐黛云的回忆散文集

《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著名作曲家

叶小纲的首部文学随笔《素手烹茶》都值得

细细品读，字里行间能够让我们更深刻地

认识在文学、音乐领域积累颇丰的两位大

家。《12堂小说大师课：遇见文学的黄金时

代》则通过呈现中国当代名家眼中的外国

文学经典 ，带我们走进多彩纷呈的现代主

义文学黄金时代。

阅读能够丰富知识阅历的同时，也是

充盈生活、充实自我的必备路径。当下，及

时关注经济金融、科学科技等不同领域的

最新发展动态，是提升个人知识素养的有

效手段。《全球金融大变局》对后疫情时代

金融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度剖析；《生命之

问》从科学的角度探讨有关生命与死亡的

11个大问题；《高韧性社会：应对不确定危

机的八种能力》提出“高韧性社会”概念；

《简单领导：从有序中获得效率与活力》则

聚焦管理智慧，试图解答企业管理者如何

提高员工的工作热情和效率，普通人如何

告别平庸、成为自己人生的领导者等问题。

少儿阅读培养和教育是一项需要长期

深耕的工作，随着家长们教育意识的进步，

对孩子综合素养的培养受到重视。于是，

让孩子借助阅读了解不同学科、不同领域

的知识，完成知识启蒙是众多家长的诉

求。《DK儿童发明百科全书》《藏在建筑里

的世界史》能够较好地回应这种诉求，为孩

子提供科学、科技、建筑、历史等多方面知

识。《风山的狼》则通过以狼为主角的文学

故事，传达“在这个世界上人永远不应该成

为主宰”的自然观。《培养孩子专注力的60

种方法》中，作者认为，改善孩子专注力的

秘密就隐藏在教育和生活的细节中。作者

在书中给出的具体建议能激发孩子重新找

到学习的欲望，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习惯。

“春日读书兴味长，休负春色惜

时光。”春暖花开之际，利用闲暇时

光，捧一杯香茶，读一本好书，再惬

意不过。最美人间四月天，正是读

书好时节。第26个世界阅读日营

造的书香氛围浓烈，囊括主题出版、

人文社科、文学艺术、科技经管、少

儿教育五大类的25种中版好书，能

够为您的阅读提供多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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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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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高韧性社会：应对不确定危机的八种能力

全球金融大变局

生命之问

简单领导：从有序中获得效率与活力

科技经管类
编 著

周园 等 著

乔依德、何知仁等 著

[英]汤姆·杰克逊 著 敖道 译

[德]博多·舍费尔 著 龙生 译

版别
中译出版社

中译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现代出版社

（4种）少 儿 教 育 类

《DK儿童发明百科全

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该书系 DK 儿童百科

全书系列的全新力作，收

集了 700 多种发明，从纸

笔、钞票、马桶和灯泡，到

钟表、汽车、医药和智能手机。一个个发明被赋予了生命，带你纵观万物的历史，探秘

伟大的发明家，重新认识大千世界。

《藏在建筑里的世界史》（全12册）（现代教育出版社）该套书以建筑为核心线索，分

别从艺术、科技、文学、地理、宗教等多方面展现文明史的进程。由英国知名历史学

家、博物学家、语言学家、博物馆馆长、铁路公司高管、教师、作家、绘者共同探讨，历经

20余年，为更好地展现文明史发展，共同创作。

《风山的狼》（天天出版社）在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有一座风山。蒙古猎犬伊

斯格在驱赶狼的过程中，和一只狼相遇。它们在风山上捉草原鼠，追狍子，捕黄羊，与

其他狼打架。甚至，在狼被盗猎者的钢夹夹住腿的时候，蒙古猎犬伊斯格向主人求

助，解救了狼。但最终，蒙古猎犬伊斯格还是回归牧场，狼和犬回归各自的世界。

《培养孩子专注力的60种方法》（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作者迪迪埃·普勒长年致

力于青少年成长问题研究，他认为“专注力的问题”根本不是学习能力的问题，而是教

育片面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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