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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听到了郊区的声音：诗与思》孙

甘露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2月

版/58.00元/ISBN：9787576013450

推荐理由：该书为“先锋派”作家孙

甘露的文艺评论和诗集，关注了他在上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诗歌创作以及在书

评、艺评中流露出的诗意气氛。他的语

言是先锋的，也是诗化的，仿若梦境。

《雪下了一夜》胡竹峰著/长江文艺

出版社2021年3月版/48.00元

ISBN：9787570215874

推荐理由：胡竹峰的散文含着浓厚

的古风，既工笔又写意，既入世又出

世。他接续起古今散文之间的文化血

脉，以独具个性的语言，在古典与现代

之间，找到了一种创造性转化的路径。

《绝密手稿》[爱尔兰]塞巴斯蒂安·巴里

著 [澳]李牧原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

3月版/65.00元/ISBN：9787533963026

推荐理由：《绝密手稿》讲述了爱尔

兰独立战争期间，女主人公萝珊的传奇

一生。该作品延续了作者一贯以来的

优美文风，透过某个微不足道的生命个

体，隐射出战争的残酷性。

《从容穿过喧嚣》池莉著/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21 年 4 月版/49.8 元/

ISBN：9787559456519

推荐理由：池莉全新散文自选集《从

容穿过喧嚣》围绕烟火人间、自我价值、

幸福力、时间、婚姻等诸多人生关键词，

回应我们当下的生活与精神状况。

《骗子来到南方》阿乙著/译林出版

社2021年4月版/58.00元

ISBN：9787544785945

推荐理由：《骗子来到南方》是作家

阿乙全新创作的中短篇小说集，共收录

十三篇小说。阿乙以简净的文字和奇妙

的想象，讲述了荒诞而又真实的故事。

《流俗地》[马来]黎紫书著/北京十

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4月版/55.00元

ISBN：9787530221280

推荐理由：《流俗地》讲述了一个盲

女和一座城市的故事。在盲校，银霞学

会用盲文写信，也拥有了爱情。一切看

似向美好的方向，殊不知黑暗已经降临。

《拳》何大草著/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2021年4月版/39.80元

ISBN：9787559649751

推荐理由：《拳》始于一个深藏于心

的武林传说和几次热血澎湃的校园比

武，懵懂青年就此踏上寻访大师的未知

旅程。一场意料之外的比武上演了……

《迷人怪物：德古拉、爱丽丝、超人

等文学友人》[加]阿尔维托·曼古埃尔

著 徐楠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4

月版/58.00元/ISBN:9787305238307

推荐理由：该书是著名作家阿尔维

托·曼古埃尔所写的阅读随笔。书中所

谓的“怪物”教会了他处世之道，教会了

他对爱与真理的坚持。

《子午线的牢笼——全球化时代的

文学与当代艺术》[法]贝尔唐·韦斯特法

尔著张蔷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21年4

月版/52.00元/ISBN：9787533488628

推荐理由：作者借用动物隐喻来引

导读者理解空间理论视域下的诸多概

念，将这些动物与文学作品、作家以及

艺术家、文学理论、文字游戏建立起联

系，重新审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重构

人类精神文化的家园。

《回响》东西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年5月版/59.00元

ISBN：9787020160044

推荐理由：一桩凶杀案让女警察冉

咚咚穷思竭虑，追查真相的她同时陷入

了婚姻的迷局。心灵与现实交互回响，

善恶爱憎都有呼应。

《回嵌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

中 国乡村建设》潘家恩著/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21年4月版/118.00元

ISBN：9787300289595

推荐理由：该书重新梳理乡村建设

的逻辑起点与百年脉络，系统展现不同时

期各种形式乡村建设的整体面貌。

史记（全本全注全译）司马迁著

杨燕起译注/岳麓书社2021年4月版/

498.00元（布脊精装全九册）

ISBN：9787553810881

推荐理由：该套《史记》全本无删

减，分为9册，原文底本精良，吸纳了最

新的整理点校成果；注释广采众长，力

求准确详细；译文力求精准，通顺流畅。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20~

2021）：且听低谷新潮声（之十七）》李慎明、

姜辉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21年4月版/

168.00元/ISBN：9787515409276

推荐理由：该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世界社会主义

黄皮书”系列之十七。该书选取了

2020~2021 年度该中心的研究成果。

《治大国若烹小鲜：基层治理与世道人

心》吕德文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

4月版/59.00元/ISBN：9787300291659

推荐理由：该书是作者发表在微信

公众号“侠客岛”“学习小组”的评论文章

合集。该书真实再现巨变中的基层实

践，揭示基层运行规律，从中发现真问

题，并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思路和办法。

《走出思维泥潭》[美]罗伯塔·乃斯

著赵军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21年4

月版/58.00元/ISBN：9787572208348

推荐理由：作者认为历史的积累带

给我们的各种经验知识使得我们建立

起固有的认知框架，形成了思维定势，

从而限制了科学的进步与创新。

“裸猿三部曲”[英]德斯蒙德·莫利斯

著何道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4月

版/144.00元/ISBN：9787532784776等

推荐理由：“裸猿三部曲”是英国著

名动物学家德斯蒙德·莫利斯的代表

作，分别是《裸猿》《人类动物园》《亲密

行为》，畅销全球50年。莫利斯以动物

学家的眼光，剖析人类的动物性。

《文徵明传》周道振著/上海古籍出

版社2021年5月版/128.00元

ISBN：9787532599455

推荐理由：该书为碑帖鉴藏家和文

徵明研究专家周道振先生的遗稿，尘封

30年后正式出版。全书共30小节，以诗

文画为线索，完整记录了文徵明的一生。

《尘界与天界：汪曾祺十二讲》王干

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 5月

版/59.00元/ISBN：9787559457967

推荐理由：该书共12讲，涉及汪曾

祺作品的现代性、历史感、民间性等多个

核心内涵，对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书画

艺术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与阐述。

“一小时英格兰史系列”（5册）[英]

埃德·韦斯特著史耕山、万红芳等译/化

学工业出版社2021年5月版/249.00元

ISBN：9787122384546 等

推荐理由：该系列作品围绕英格兰

历史上的大事件而展开，深挖事件背后

的人物纠葛、家族恩怨以及更深层的民

族文化融合、社会制度、王权与教权、骑

士制度的兴衰等问题。

《二十世纪大师人文课》毛君炎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2021年5月版/98.00

元/ISBN：9787548080008

推荐理由：二十世纪是大师辈出的

时代，作者毛君炎在青年时代有幸与这些

学者专家接触、聆听讲座。该书以作者学

习笔记为基础，是一本兼具阅读性、历史

性、学术性、趣味性的回忆录式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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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兽之吻》周晓枫著/中信出版社

2021年5月版/58.00元

ISBN：9787521728828

推荐理由：《幻兽之吻》收录周晓枫

的9篇散文新作，既有关于流浪猫的生

动“田野”文本，也有与两只宠物土拨鼠

的相遇与别离。她记录了飞翔，记录了

梦境，也致敬了世间的灵兽……

《开封志怪》尾鱼著/四川文艺出版

社2021年5月版/128.00元

ISBN：9787541159992

推荐理由：晋江热门作者尾鱼将古

代神话故事、古典名著与当代古言小说

相结合，描绘牧野之战等场景，刻画了

汉代皇宫建筑、服饰与宋代民间百态。

《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1902~

1947）》孙德鹏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21年5月版/88.00元

ISBN：9787559837097

推荐理由：这是一部沈从文评

传。作者从“乡下人”的视角回顾沈

从文的前半生，在沈从文的作品中重

建近代中国的记忆，从湘西叙事找寻

理解近代中国的另一种方法。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

南联大》杨潇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

5月版/98.00元/ISBN：9787532179374

推荐理由：这是一次非典型的公路

徒步旅行。沿途山色、水光、鸟鸣、人语

与历史上走在同一条路上的流亡者所见

所闻渐渐重叠、交织，乃至对话、共振，一

个层累的、被忽视的“中国”缓缓浮现。

《堂吉诃德：插图典藏版（全两册）》

[西班牙]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著 [保加

利亚]斯韦特林·瓦西列夫绘/湖南文艺

出版2021年5月版/168.00元

ISBN：9787572601361

推荐理由：《堂吉诃德：插图典藏

版》罕见收录全部卷首诗文，诺奖得主

略萨万字长序力荐，保加利亚插画大师

斯韦特林·瓦西列夫绘制近80幅传神画

作，让400年前“另类英雄”满血复活。

《当她们羽翼尚存：聆听母亲的无

言日志》[美]特丽·坦佩斯特·威廉斯著

韦清琦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5月版/ISBN：9787562197065

推荐理由：该书为《堪萨斯城星报》

年度最佳图书，全书共分54个小章节。

作者的母亲一直在写日记，离世前把日

记留给了女儿，然而摆满三个书架的日

记本全是空白的……

《我来到这世界：巴尔蒙特诗选》

[俄]巴尔蒙特著 关引光译/山东文艺出

版社2021年5月版/66.00元

ISBN：9787532957910

推荐理由：该书为俄罗斯白银时代

诗人巴尔蒙特的诗歌精选集，全面呈现

诗人创作中强烈的音乐性和形式感，磅

礴激荡的风格。

《未世》陈楸帆等著/上海文艺出

版社2021年6月版/49.00元

ISBN：9787532178391

推荐理由：《未世》由刘慈欣作序推

荐，青年作家郑小驴主编，收录中国科

幻代表作家的六部重磅作品。

《人民的饮食》朱学东著/中国工人

出版社2021年6月版/76.00元

ISBN：9787500876243

推荐理由：这是一本记载城市乡野

的饮食的图书，也是一本用饮食用味道

记录世间万象的散文随笔。

《大地之上》[加拿大]罗欣顿·米斯特

里著张亦琦译/天地出版社2021年6月

版/98.00元/ISBN：9787545561647

推荐理由：1975年的印度，民生凋

敝，时局动荡。从灭门惨案中逃生的伯

侄伊乘火车去往裁缝迪娜的住处……

《四书集编》（上下）真德秀撰 陈静

点校/福建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

258.00元/ISBN：9787211086078

推荐理由：《四书集编》点校本属

“四书注疏丛刊”，以通志堂经解康熙初

刻本为底本，校以通志堂经解乾隆补刊

本、同治重刊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

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书末附《四库全

书总目提要》《通志堂经解提要》。

《这样读〈左传〉》龙镇著/河南文艺

出版社2021年5月版/58.00元

ISBN：9787555910459

推荐阅读：作者对《左传》进行了深

入细致的分析，揭示了历史背后的逻

辑。该书旨在架起一座桥梁，让现代人

读懂、读通、读透《左传》，了解春秋历史。

《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

变局》许宏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年6月版/59.00元

ISBN：9787108070821

推荐理由：礼乐制度是中国文化的

精髓，青铜礼器是中国礼乐文明的载体

和标志。作者在书中梳理了中国距今六

千多年至三千多年从原始铜合金到红

铜、青铜的考古发现，捋清在甲骨文发现

之前一千多年青铜技艺发展的脉络。

《中国新闻传播学访谈录》赵月枝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版/90.00

元/ISBN：9787564939229

推荐理由：该书是作者在过去15年

中接受媒体访问的内容选编。该书共34

个访谈，表现了对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

的深入思考，强调了在中西方话语体系的

交流中建立中国学术主体性的重要意义。

《宋仁宗时代的大人物》唐博著/广

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版/88.00元

ISBN：9787218149202

推荐理由：该书用风趣、接地气的

笔触描写 36 个大人物的人生轨迹，共

同绘就了宋仁宗时代与众不同的社会

风貌和历史画卷。

《时间的全球史》[美]瓦妮莎·奥格

尔著 郭科、章柳怡译 孙伟译校/浙江大

学出版社2021年6月版/68.00元

ISBN：9787308198882

推荐理由：作者通过研究近现代以

来人们对标准化时间的追求，探讨了时

间意识如何在全球获得趋同形态。

《种子与人类文明》[英]彼得·汤普

森著伍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6

月版/70.00元/ISBN：9787301320358

推荐理由：该书讲述了史诗般的

“种子文明史”，揭秘了引人入胜的种子

塑造人类文明的隐秘故事，是堪比《枪

炮、病菌与钢铁》的“种子的史诗”。

《御风万里：非洲八国日记》葛剑雄

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21 年 6 月版/

98.00元/ISBN：9787547437599

推荐理由：作者以历史地理学家

的眼光对非洲当地历史人文、地理风

貌进行记录和解读，配以自己拍摄的

沿途照片，带领读者感受异域风情，使

人身临其境。

《国家至上》赵韦著/陕西人民出版

社2021年6月版/68.00元

ISBN：9787224141849

推荐理由：该书以“漫写群像”的方

式，全景式地展示了中国战略导弹动力

事业50多年的发展历程。感人至深的

故事让“航天精神”跃然纸上。

《大国工匠》梁小明、笔锋著/天地

出版社2021年7月版/68.00元

ISBN：9787545562439

推荐理由：该书致敬大国工匠，讴歌

“工匠精神”。首部反映高铁技术人员工

作和生活的长篇小说，艺术呈现新时代

中国轨道交通事业狂飙突进的发展史。

依托数字化阅读传播中医药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日前，第二届全国中医药全民阅读研讨会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医药知识挖掘与出版

创新服务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揭牌仪式在京举行。实验室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牵头联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

药信息研究所、安徽中医药大学、北京大生道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建设。开幕式上，韬奋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出版协

会副理事长聂震宁作了主题发言。他指出，目前推动融媒体发展与全民阅读均已上升至国家战略，期待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抓住当下中医药发展的大好时机，依托数字化阅读、融媒体阅读等方式进行更广泛的中医药传播。

中宣部出版局出版科技与标准处四级调研员张文娟对实验室前期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指出要“立足行业

需求”“立足自身优势”“立足高标准建设”发挥实验室在行业内的创新引领和科技标准示范作用。中国编辑

学会副会长、实验室常务副主任胡国臣，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副秘书长李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

助理胡涛，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所长李海燕等对实验室下一步工作计划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副理事长范军对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在全民阅读方面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鼓励

悦读中医书吧后续朝多元化方向发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欧阳波建议将悦读中医书吧与知识

服务相结合，使书吧在中医药行业内外开花结果。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党总支书记宋春生表示悦读中医书吧·
北京店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职工之家的落成是出版社在建党百年之际用心学党史、真心办实事的具体举措，

接下来将继续为中医药传承贡献力量。 （童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