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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我们奋进在伟大复兴道路上》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6月2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京举行《党领导我们奋进在伟大复兴道

路上》出版座谈会。中心党组书记、该书主编马建堂出席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副主任隆国强主持

座谈会。

马建堂表示，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

点。为认真回顾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深刻认识党的历史伟业、巨大贡献、初心使命、宝贵经验、伟

大精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认真策划、精心组织，举全中心之力编写出版了《党领导我们奋进在伟

大复兴道路上》一书，全方位展示和阐释我们党领导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开创和拓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在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接续

奋斗的壮阔历程和责任担当。这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思践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重要成果，是扎实有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具体举措，是向党的百年华诞献上的厚重礼物。

《党领导我们奋进在伟大复兴道路上》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发行。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该书通过

深入浅出的理论阐述和可靠鲜活的事实数据，为广大党员、干部和读者提供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读本，

为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提供有益的精神食粮和积极的激励力

量。 （文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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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大运河——大运河如何

影响老百姓的生活》姜师立著/中国

地图出版社 2021年 3月版/88.00

元/ISBN：9787520422291

推荐理由：该书触摸古代运河

人的生活脉搏，感受当代运河人的

生活方式，是一本权威的大运河吃

穿住行、游购娱乐攻略。

《献给全家人的健康小金方》国

华著/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年4月

版/59.80元/ISBN：9787513265041

推荐理由：该书规划出包括食

疗、按摩等中医养生的不同方法，让

全家人懂中医用中医享中医。

《窗外的鸟：武汉宅家观鸟报

告》颜军、管芙蓉、明亮著/湖北科学

技术出版社 2021年 4月版/78.00

元/ISBN：9787570612765

推荐理由：这本书记录了疫情期

间窗外的鸟，同时也记录着窗内的

人，它带给读者鸟类的科普知识和文

化典故，传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

态文明理念。

《噢！中草药》徐建明著/山东

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1 年 5 月版/

48.00元/ISBN：9787572309151

推荐理由：该书旨在教孩子发

现、认识生活中常见的中草药，让孩

子可以在阅读中感受中医文化，收获

知识与快乐。

《餐芳记：一部厨中花间集》蓝紫

青灰著/山东文艺出版社2021年5月

版/69.00元/ISBN：9787532963300

推荐理由：吃花，吃的是有趣，

吃的是风雅。该书作者翻检历代典

籍，游历江南江北，讲述一年四季可

采而入馔的花卉。这是一本美食文

化之书，也是植物文化之书。

《吃的江湖》林卫辉著/广东人

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68.00元

ISBN：9787218149615

推荐理由：美食作家林卫辉在

书中介绍了百余种亲自尝过的美

食，记录着自己对美食、厨师、食肆

等多角度的切身观察，带领读者置

身四海美食盛宴。

《香港故事——五十个独特视

角讲述“百变”香港》闵捷主编/商务

印书馆2021年5月版/98.00元

ISBN：9787100196543

推荐理由：该书由新华社“香港

故事”栏目中精选的50篇作品构成，

让读者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香港”。

《阅读有益身心健康》余华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1 年 5 月版/

68.00元/ISBN：9787532175086

推荐理由：在书中，作家剖析自

己的文学历程、解读经典外国文学

作家作品、品评经典音乐和电影。

堪称关于文学艺术的大师课。

《昆虫邮记》李芳著/高等教育

出版社2021年5月版/46.00元

ISBN：9787040524406

推荐理由：该书读者跟随昆虫

邮票游历雨林国家、极地国家与沙

漠国家，体会昆虫邮票所反映的生

态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内涵。

《食愈四季：餐桌上的应时养生

计划》郑雪梅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

社2021年6月版/58.00元

ISBN：9787518434381

推荐理由：该书破解食物中的养

生密码，让读者感受舌尖上的时节变

迁，从日常饮食中找到简单易行的养

生之道。

科普类（10种）

《海豆大洋科考记》宋婷婷、崔维成、

朱茜著 程磊绘/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

年3月版/48.00元/

ISBN：9787534191862

推荐理由：该书是一本原创科普绘

本，以一个小学生海豆的经历为故事线，

向广大读者展示了深海科考活动的全过

程，培养他们对科学的热爱，提高他们的

科学素养。

《大江豚影》杨光主编/江苏凤凰教育

出版社2021年4月版/98.00元

ISBN：9787549991815

推荐理由：该书首次系统全面地介绍

长江江豚这一濒危物种，拉近读者尤其是

青少年与长江江豚的认知“距离”。

《疫苗是什么》孙晓冬著/上海科学技

术出版社2021年4月版/58.00元

ISBN：9787547853078

推荐理由：该书讲述疫苗促进科技进

步和人类历史转折发展的相关历史，增强

当前人民群众积极接种疫苗战胜新冠疫

情的信心。

《设计新思维：当科学元素遇上建筑

装饰》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李敬

翯、乔汉华著/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1年4月版/198.00元

ISBN：9787571318116

推荐理由：该书以科学元素为内核，艺

术展示为形式，建筑装饰为载体，致力于将

抽象的科学知识传播开来，让读者在不知

不觉中提高科学素养，用知识照亮未来。

《空间站简史：前往下一颗星球的前

哨》[美]罗恩·米勒、加里·基特马赫 罗伯

特·珀尔曼著 罗妍莉译/四川科学技术出

版社2021年5月版/199.00元

ISBN：9787572700767

推荐理由：该书用500余张震撼大图，将

宇宙空间站的发展历程清晰而直观地呈现在

读者眼前，给你一场奇妙太空之旅。

《像科学家一样思考》[美]斯坦利·莱
斯著 李延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1年5

月版/48.00元/ISBN：9787500876007

推荐理由：身在信息时代，亟待解决的

问题，不是更多的信息，而是科学的思维方

式，该书帮助我们从虚实交织的信息中披沙

炼金，透过纷繁的世相看清本质。

《科学真有趣：漫画太空百科》韩国趣

科学小分队编绘/化学工业出版社2021年

5月版/262.40元

ISBN：9787122376374

推荐理由：该书用漫画的方式学习科

学知识，让枯燥复杂的太空知识变成有趣

生动的探险活动，趣味性极强。

《中国科技之路（卫生卷）——健康中

国》王辰、张伯礼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2021年6月版/100.00元

ISBN：9787117316385

推荐理由：该书通过建党100年来医药

卫生科技领域的重大成就，展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科技自信和文化自信。

《中国科技之路（交通卷）：交通先行》

本书编写组编/人民交通出版社 6月版/

100.00元/ISBN：9787114173509

推荐理由：该书是对新中国成立以

来，交通运输建设发展历程的综述和概

览，展现我国从交通大国迈向交通强国的

历史跨越。

《世界之巅 西藏珠穆朗玛峰生物多样

性观测手册》罗浩著/北京出版社2021年

6月版/268.00元/ISBN：9787200155235

推荐理由：该书是罗浩与其团队近年

来在西藏珠穆朗玛峰地区开展生物影像

调查的成果汇集。不仅为读者奉上一场

难得的视觉盛宴，更为高原生态保护提供

了宝贵的文字、影像资料。

艺术类（10种）

《黄宾虹年谱长编》王中秀主编/

荣宝斋出版社2021年4月版/428.00

元/ISBN：9787500322672

推荐理由：该书以年谱的形式对

黄宾虹的一生进行了梳理，是认识和

研究黄宾虹及其艺术和中国近现代

艺术史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江苏古典园林实录》江苏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著/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2021年4月版/230.00元

ISBN：9787112260737

推荐理由：该书客观记录了江苏

现存古典园林的造园背景、历史沿革

和保护现状，是首部完整反映江苏古

典园林精湛艺术的著作。

《寻美南极——传奇摄影师边走

边拍系列》侯贺良、渠晋湘著/山东教

育出版社2021年4月版/128.00元

ISBN：9787570115853

推荐理由：该书是两位摄影家精

选的六下南极的100张照片，从“景”

“净”“境”“敬”四个方面全方位展现

了南极的纯净和壮美。

《海边的钢琴》陈毅达著/中国言

实出版社2021年4月版/58.00元

ISBN：9787517136941

推荐理由：该书展现了在中国经

济繁荣发展的大背景下，主人公金大

成的生活变迁，揭示了在经济大潮冲

击中人们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

《艺术为人民：延安美术史》韩劲

松著/江西美术出版社2021年5月版/

168.00元/ISBN：9787548078708

推荐理由：该书以延安为切入

点，对中国革命文艺起源与发展进行

历史总结。

《藏书的艺术》[英]约翰·威利斯·
克拉克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5

月版/96.00元

ISBN：9787220120688

推荐理由：该书是一部欧洲藏书

物质文化史经典著作，也是20世纪图

书馆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开创性著作。

《北京电影学院视听传媒专业系

列教材》张京、谢辛、赵丹、梁小昆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21 年 5 月版/

48.00元（册）

ISBN：9787551431378等

推荐理由：该系列教材的面世，

填补了国内高校视听传媒专业教材

的空白，使国内高校新媒体专业课程

设置和教学有了更新、更高的起点。

《中国传世名画》杨建峰编著/外

文出版社2021年6月版/380.00元

ISBN：9787119072562

推荐理由：几千年来，中国绘画

在不同时期形成不同的艺术形式和

表现技法，并经过不断的演变、提高

及推陈出新。该书总结了中国古代

绘画的悠久历史和独特的风格。

《现代豫剧之父樊粹庭画传》石

磊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 6月

版/86.00元/ISBN：9787555907237

推荐理由：樊粹庭是现代豫剧的

奠基人、开拓者，堪称“现代豫剧之

父”。该书收有 313 幅珍贵图片，具

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艺术品的衰老：藏在艺术史中的科

学故事》[英]保罗·尼古拉斯·伯吉斯·泰
勒著杨静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6

月版/88.00元/ISBN：9787308214674

推荐理由：该书站在科学与艺术

的交界点，用科学的方式为大家展示

艺术品随岁月“衰老”的过程，让读者

体验一场名画的视觉盛宴。

教育类（10种）

《课本里的小古文》杨宏丽主编/山东

友谊出版社2021年4月版/210.00元

ISBN：9787551623155

推荐理由：该书把艰涩的古文知识转

化成一个个活泼生动的互动知识点，形成

56篇轻松又有趣的篇章，帮助小读者提高

学习兴趣。

《硅谷超级家长课：教出硅谷三女杰

的TRICK教养法》［美］埃丝特·沃西基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年4月版/79.00元/

ISBN：9787111665625

推荐理由：该书告诉家长养育成功孩

子的秘诀：孩子养成独立自主、自我负责

的人格，才能应对未来的挑战，获得幸福

成功的人生。

《唤起道德生命的觉醒——“适性·动
能”德育校本实践体系》王治国主编/四川

教育出版社2021年4月版/80.00元

ISBN：9787540876166

推荐理由：该书是一部叩问道德本

性、突破德育困境、聚生内生力量、开启德

育新境界的德育实践创新样本，促进学生

良好思想品德的形成。

《外国语言文学知名学者讲座系列·
语言学十讲：语用学十讲》冉永平等著/上

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1年4月版/53.00

元/ISBN：9787544665919

推荐理由：该书系统阐释语言学各主

要分支学科的基本理论、核心问题、研究

方法、发展趋势，举例丰富、深入浅出。

《2021出国留学蓝皮书——海外留

学全攻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著/中国

金融出版社2021年5月版/65.00元

ISBN：9787522010236

推荐理由：该书作为一本“有趣”的留学

家庭记录，通过对话准留学家庭及海外留学

生，向读者讲述他们最生动的留学经历。

《不用督促的学习：如何唤醒孩子的

自主学习力》苏晓航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

社2021年5月版/58.00元

ISBN：9787568296007

推荐理由：该书涉及孩子厌学、写作

业磨蹭、成绩差等让妈妈愁眉不展的具体

问题的解决方案，帮助家长激活孩子学习

的内驱力，掌握培养优等生的秘诀。

《小学六年影响孩子的一生》储殷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2021年6月版/55.00元

ISBN：9787572218408

推荐理由：该书是知名学者储殷教授

写给中国家长的教育指导书，提出父母要

针对孩子身心发育特点去教育孩子。

《世界是我们的课堂》张华著/人民邮

电出版社2021年6月版/68.00元

ISBN：9787115564870

推荐理由：该书是少年商学院创始人

张华十年教育观察与思考的作品，一部让

孩子身心平衡发展的成长指南，一本帮孩

子进入世界名校的策略手册，让家长告别

教育焦虑。

《美猴王连环画》陆新森、严定宪等绘/

朝华出版社2021年6月版/380.00元

ISBN：9787505442771

推荐理由：这是一套难以复制和逾越

的中国原创儿童美术作品，具有浓郁的怀

旧气息，适合怀旧读者和小人书爱好者阅

读和收藏。

《改变孩子先改变自己2：成就孩子的

42个智慧》贾容韬、贾语凡著/中国妇女出

版社2021年6月版/56.00元

ISBN ：9787512719828

推荐理由：该书从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品格、了解孩子、父母的榜样力量、婚姻、智

慧、格局七大方面，分享了成就孩子的42

个“改变的智慧”。该书改变家长的教育观

念，让更多家庭变和睦，使很多孩子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