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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题 出 版 （4种）

《百年革命家书》（中华书局）该书由中共

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会同有关地方和部门

搜集整理了100封革命英烈家书，汇编成册，

跨度从1921年至2018年。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研读丛书（全 14

册）》（研究出版社）丛书精选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上的经典文献，围绕经典文献的理论价值

和实践指导价值进行研读。语言表述通俗易

懂，是马列著作大众化阅读的权威范本。

《共和国殿堂：人民大会堂》（中国民主法

制出版社）该书记录了人民大

会堂的建造过程，全景式展现

人民大会堂走过的光辉历程，

百余幅珍贵的历史图片深入

解读了人民大会堂见证下的

强国之路。

《艺术影响中国：百年中国画名作十谈》

（人民美术出版社）该书以百年来最具时代节

点意义与社会影响力的十幅中国画作品为切

入点，以点带线、以线成面地展现出百年以来

中国画的发展脉络以及在反映社会、影响大

众思想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也从民族艺术发

展的视角，反映出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中国画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沈西

科 技 经 管 类（4种）

《元素与人类

文明》（商务印书

馆）该书以 5 种重

要元素金、铜、硅、

碳、钛为主线，生

动截取了文明时

期的一些瞬间或实物，把人类文明的

空泛概念浓缩到具体事件中。

《零碳金融：碳中和的发展转型》

（中译出版社）该书深入分析碳金融、

碳足迹、碳资产管理等前沿问题，提出

要完善绿色金融及碳金融体制机制。

《货币论》（中译出版社）该书构

建了银行货币需求理论的微观基础，

分析了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的叠加态；

推导出超额货币需求两大定理。

《云端脚下：从一元二次方程到

规范场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该

书讲述了从一元二次方程到相对论

和规范场论的伟大历程，再现人类

在数学和物理领域三千余年的智慧

结晶。

“冬读书，年去忙，翻古典，细思量。挂角

负薪称李密，囊萤映雪有孙康。围炉向火好

勤读，踏雪寻梅莫乱逛。丈夫欲遂平生志，一

载寒窗一举汤。”正如《四季读书歌》所言，冬

日寒风戚戚，却也正是适合宅在家里阅读的

好时光。过了寒冬，便将迎来新一年的四季

轮回，此时恰适合在徜徉书海的同时总结思

考过往、畅想新一阶段的未来。2021年第6期

中版好书，精选了主题出版、人文社科、文学

艺术、科技经管、少儿教育以及音像、电子、网

络出版物六大类共29种好书，让我们在文字

中启智明理，奔赴更好的未来。

与过去对话 为未来发声

借助文字、图片等载体，书籍能够带我们

与过去对话，去到我们不曾经历的峥嵘岁月，

也能够带我们畅想未来，描摹未来社会的模

样。本期中版好书中，《百年革命家书》《艺术

影响中国：百年中国画名作十谈》分别借助革

命英烈家书、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画，带我们回

到那些值得被记住的岁月，展现中国共产党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

家富强的艰苦奋斗历程。

《百年革命家书》收录了张太雷、黄继光、郭

永怀、孔繁森、许杏虎等100位革命英烈的家

书。这100位革命英烈，涵盖了革命、建设、改革

和新时代各个时期，代表了千千万万前赴后继，

矢志不渝的中华儿女。《艺术影响中国：百年中国

画名作十谈》以百年中具有代表性与社会影响力

的十幅中国画作品作为切入点，阐释艺术以独特

的方式和魅力影响着中国，影响着中国人，也在

默默地影响着世界这一观点，也反映出百年来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画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同样是记录过往，《共和国殿堂：人民大会

堂》则以雄伟壮丽的人民大会堂为主角，记录

了以独特方式为共和国存真立照、添光增彩的

人民大会堂走过的光辉历程。

与过去对话，能够让我们在历经时间沉淀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徜徉，也能够让我们在

古今先贤智慧凝聚成的知识精粹中汲取养

分。随着对三星堆考古的不断深入，古蜀文明

中更多历史细节不断呈现。《发现三星堆》将深

奥的学术研究成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出

来，既具有学术高度，又具有普及性的特点。

《追寻三星堆：探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则由

《三联生活周刊》多位记者、主笔以及摄影师共

同完成，书中汇集了记者的探访采编，对李伯

谦、孙华、施劲松等学者的访问，对所涉遗址背

景资料的介绍，从记者、学者的不同角度，对三

星堆和它的时代进行全方位揭示。

《二十四日》《“李”解故宫之美》《从灵光

殿到武梁祠：两汉之交帝国艺术的遗影》《探

索考古：作为人文的考古学》《陕北民歌映画》

《周道荡荡——丛文俊临述西周金文二十四

品（6册 融媒版）等作品从不同角度展现传统

文化精华，其中既有二十四节气、故宫、考古、

书法等热门主题，也有陕北民歌这样展示地

域文化的题材。其中，《二十四日》是知名作

家安意如的全新力作，她悉心梳理节令典籍，

以细腻唯美的文笔连接古今，带着古老浪漫

的二十四节气和二十四座城的故事。《“李”解

故宫之美》系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李文儒与

故宫著名摄影家李少白联璧之作，专门对故

宫建筑文化进行了多角度解析。

以文学涤荡心灵 以文字碰撞智慧

本期中版好书中，《冬与狮》《重庆之眼》

是将文学创作与现实历史形成映射的佳作。

因为电影《长津湖》的热映，小说《冬与狮》也

受到诸多关注。著名作家兰晓龙是《长津湖》

的编剧，也是小说《冬与狮》的作者。《冬与狮》

被称为电影的文学版，描写了“钢七连”血战

长津湖的壮烈场景，讲述了伍千里、伍万里兄

弟的热血故事，带我们深入感受这场战争中

志愿军战士的伟大与不屈。在被问及如何用

一句话概括《冬与狮》时，兰晓龙借书中主人

公谈子为的一句话，以诗化的方式做出了回

答：“胜利需要证明！”《重庆之眼》曾获“2017中

国好书”，以“重庆大轰炸”为历史背景，透过男

女主人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生活与爱情，反

映了中国人对战争的反思。该书近日由人民

文学出版社再版推出。文学既能映照现实，也

能借助创意的发散带来超越现实的火花。例

如《小镇奇谈》这一科幻长篇中，悬疑、冒险、奇

谈，种种色彩能带给我们别样体验。

无论对于成年人还是少年儿童来说，培

养科学素养，丰富经济、科技等多学科知识储

备都至关重要。成年人拥有丰富的知识储

备，能够在工作生活中提升自我，少年儿童则

能够借此塑造正确、完善的人生观、价值观，

更好地追寻未来。本期科技经管好书中，《元

素与人类文明》《零碳金融：碳中和的发展转

型》《货币论》《云端脚下：从一元二次方程到

规范场论》涉及不同的主题，让我们领略化

学、金融、物理等不同学科知识的魅力。《探秘

地球之巅》《DK万物大百科》《河马为什么不

刷牙》《用显微镜看大象》等少儿图书则从多

个角度入手为不同年龄段孩子提供知识科

普，涉及生物、地理、自然等多学科。

融媒体出版物是契合当下人们视听多介

质需求的形式。本期，《礼赞中国：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浙江音乐学院管弦系教学

成果系列专辑（13CD）》《马思聪小提琴独奏作

品全集（3CD）》能够带我们领略曼妙音乐，体

悟不同乐器带来的不同感官享受。《龙泉司法

档案选编数据库》所选案件则从多侧面折射出

晚清民国时期地方社会的世相百态，是研究晚

清特别是民国时期地方司法、日常生活、社会

变迁等诸多侧面的珍贵史料。

《冬与狮》（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0年，七连长伍千里带着哥哥伍百

里的骨灰刚踏入故乡，便接到命令火

速归队。七连的战场要跨过鸭绿江，

18岁的伍万里尾随哥哥伍千里登上

军列。在长津湖，伍万里目睹哥哥和

战友们将肉身当炮弹的壮烈……

《重庆之眼》（人民文学出版社）

书中，读者可以跟随作者打捞抗战时

期雾都重庆的人文密码，审视战争，

叩问灵魂，为浸染硝烟的爱情讴歌，

为尘封经年的历史留下证言。

《小镇奇谈》（人民文学出版社）

当三线建设隐没于历史，神秘的山中

小镇依然守护着共和国的核心机

密。可是，这里的居民浑然不觉，只

有 4 名少年因为同伴的消失发现了

小镇的异常……

《作文六要》（商务印书馆）文学

大师王鼎钧总结自己多年的实践和

体会，整理、提炼出作文的六个步骤：

观察、想象、体验、选择、组合、表现，

并称其为“六要”。

《陕北民歌映画》（人民音乐出版

社）该书是以歌为线展现陕北民俗的

中英文对照图文谱集，属音乐文化民

俗类图书，是一本能够聆听的立体陕

北民俗画卷。

《周道荡荡——丛文俊临述西周

金文二十四品（6册 融媒版）》（荣宝

斋出版社）名家精临《毛公鼎》《散氏

盘》《大盂鼎》等西周极具代表性的金

文铭文24种，包含有金文书法提纲挈

领的论要研究，以及原器的历史背

景、拓本的版本选择、金文书法临写

关键要点讲解，铭文、原拓和临本墨

迹放大细节比照，另配有丛文俊先生

24集金文书法视频课程。

（8种）人 文 社 科 类

《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商务印

书馆）辛亥革命是一次根本性转折。该书可视

为中国版“旧制度与大革命”，但也蕴含更多独

属于中国的政治命题，对这一历史转折点的深

入阐释，也给今人理解现代中国带来启迪。

《发现三星堆》（中华书局）该书是一部科

学、系统反映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三星堆文

化研究成果的大众普及读物。

《二十四日》（中华书局）该书以中国传统

的二十四节气为序，将每个节气对应一座城，

不仅是在写诗意生活，也是在为城市立传。

《“李”解故宫之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该书从“意”“形”“声”“色”四个方面，

由内到外，由整体到局部，全方位介绍了故宫

的修建背景、规划、历史沿革。

《从灵光殿到武梁祠：两汉之交帝国艺术

的遗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国绘

画传统诞生、发展、确立的过程，仍是未被讲述

的故事。该书所呈现的是故事的高潮：中国绘

画传统在两汉之交确立的经过与制度机制。

《探索考古：作为人文的考古学》（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考古学者陈胜前立足人文

视角，向内观看，揭示考古学的核心，反思考

古学的问题，并将理性思索集合成了该书。

《追寻三星堆：探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

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该书以三星

堆为核心，对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诸遗址进行

了踏访和追寻，并重点介绍了2020~2021年3~

8号坑的新发现，探索三星堆的“前世今生”。

《留守者：美国乡村的衰落与愤怒》（东方

出版中心）普林斯顿社会学系主任罗伯特·伍

斯诺历时十年，深入数百个乡村，在记录美国

乡村社会复杂的生活、经济、文化的同时，再

现了美国乡村社会中熟人社会秩序瓦解的过

程，找寻埋下美国社会分裂的伏笔，窥见了逆

全球化的“蝴蝶效应”。

（4种）少 儿 教 育 类

《探秘地球之巅》（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中国完成地球三极科学考

察第一人高登义，生动讲述了中国科

学家克服困难进行科学探险的故事。

《DK万物大百科》（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这本综合性科普百科全

书，包罗世间万物，涵盖科学技术、自

然、地理、文化艺术等六大主题。

《河马为什么不刷牙》（现代教育

出版社）该书为讲述河马、鳄鱼、小羊

等小动物清洁牙齿方法的幽默科普

绘本，帮助孩子养成良好护牙习惯。

《用显微镜看大象》（天天出版

社）该书以显微镜为切入点，用科学

家们的动人故事讲述细胞的发现史，

生物学的发展史。

（6种）文 学 艺 术 类

2021年11月30日 星期二 第2774、2775期合刊

《礼赞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浙江音乐学院管弦系

教学成果系列专辑（13CD）》（人民

音乐电子音像出版社）“礼赞中国”

系列专辑为浙江音乐学院管弦系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策划的

教学成果系列出版项目。音乐家们将中国传统

音乐元素、地域民族风情和当代中国音乐表达

有机结合，题材视角新颖、思想情怀真挚、风格

形式多元，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数据库》（古联（北

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数据库收入晚清

至民国时期浙江龙泉地方法院司法档案（龙泉

市档案馆藏M003号全宗）。档案内容上自咸

丰元年，下至民国三十八年，包含三

百四十三个诉讼案例，涉及千余个卷

宗、两万余件文书。

《马思聪小提琴独奏作品全集

（3CD）》（人民音乐电子音像出版社）

马思聪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具有

重要影响的著名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专辑

由中国音乐学院小提琴演奏家金辉教授演奏

录制，收录了马思聪创作的所有小提琴独奏作

品，演奏技艺精湛，充满激情与敬意。

音 像 、 电 子 、 网 络 出 版 物（3种）

《“李”解故宫之美》：意形声色解析故宫建筑文化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推出了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李文儒与故宫

著名摄影家李少白联璧之作《“李”解故宫之美》，是一部专门对故宫建筑文化进行多角度解析的力

作。李文儒表示，该书大体结构是从紫禁城的意、形、声、色这四个板块来解读——“意”主要是从

一个想法一个观念来讲，为什么要造紫禁城，它怎样规划，怎样布局；“形”是从紫禁城的结构和造

型；“声”是声音的角度，一个建筑都有空间节奏形成的一种乐感；“色”是紫禁城的色彩，彩绘和自

然光影。

李文儒坦言，从美学角度看紫禁城为什么这么美，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要从方方面面去解读，

他和李少白从各自角度，通过文字和图片的组合，去解决大家的一些疑问，也想引起大家的关注。对

于“二李”合作缘分，他提到，十几年前，自己到故宫工作后，发现拍故宫的人很多，在众多摄影家里，

李少白的作品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后来故宫和中央电视台拍一个故宫的文化专题片，他也邀请了李

少白。这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关于故宫的书，邀请他和李少白合作，从图文角度共同解读

故宫之美。“文字有文字的优势，可以慢慢读，仔细想。如果参观过故宫，一边看照片，能一边回忆自

己走过的路线、获得的感受，看看自己照过的照片，和我写的是否一样，与李少白拍的是否一样。如

果感觉比我们更好，那么我们一样开心，因为这就是一种与读者进行交流的过程。” （张聪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