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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不死》[日]石桥毅史著 熊韵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10 月版/55.00 元/

ISBN: 9787559654960

石桥毅史是日本知名文化记者，作者

在书中以敏锐、感性、独特的视角展现了

日本的特色书店现状，书店员的工作状态

与真实心声。表现了书店员在出版业持

续低迷，电子书、网络购书等现象成为常

态的现状下，竭尽所能“传递书”的感人场

面。使人再度审视纸质书、书店的存在意

义，书店员的价值与魅力。虽然写的是日

本书店的生存状况，给国内书店、书店员

们也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与参考。

《守望百年微笑：百岁老人寻访札记》

王晓鸣主编/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

年10月版/48.00元

ISBN：9787534198762

该书是一本经过长时间实地采访得

来的客观调查。在4年时间里，撰写团队

面对面地实地采访了浙江省 255 位百岁

老人，占该省百岁老人的 10%，又对其中

10%的老人做了现代生物学的检查和研

究。 在实地寻访、问卷调查、翔实记录的

基础上，札记按照“起居有常，生活规律”

“饮食有节，五味调和”“心胸有量，恬淡虚

无”“动静有度，不妄作劳”“晚年有乐，其

道天真”分门别类，并从医学视角进行观

察与思考，上溯《黄帝内经》，中至“健康素

养”，下达乡土风俗，以写实的手法，将重

点放在对百岁老人居住环境、生活习惯、

衣食住行、生活轨迹和当下身体状况的真

实描述上。

《亲密关系的秘密》[英]杰夫·艾伦著

刘仁圣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11月

版/49.80元

ISBN：9787572603921

《亲密关系的秘密》是一本关于认知

和改善两性关系的情感自助书。作者杰

夫·艾伦在书中真诚地袒露了他与妻子的

30多年婚姻之路上的情感陷阱，也展现了

他们在知见心理学的帮助下共同跨越情

感陷阱的全过程。在书中，作者以向他们

夫妻二人寻求心理咨询的客户和工作坊

参与者的故事为案例，向更多的人传递经

营长久舒适的亲密关系的密钥，也帮助更

多的人在亲密关系中穿越人生的课题，活

出更好的自己，过上更加幸福的人生。

《数码时代教养指南：培养3.0版下

一代》[美] 吉姆·泰勒著 许和刚译/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 年 11 月版/

59.00元

ISBN：9787807682929

如何确保流行文化和高科技给孩子

带来有益的影响，而不是成为伤害他们的

利器？《数码时代教养指南：培养3.0版的

孩子》回答了这一问题。该书通过回顾当

下的研究成果、总结相关专业知识和为人

父母的经验，在探讨与流行文化、科技和

孩子三者相关联的问题的同时，提出了具

体可行的方法措施，帮助家长保护孩子在

疯狂的网络新世界中不受伤害，帮助孩子

做好在3.0版网络时代健康成长的准备。

《礼仪中国》海英著/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2021年11月版/88.00元

ISBN：9787303273171

该书作者海英长期从事礼仪教育及

培训工作，对中华传统礼仪潜心研究 20

余年。书中围绕行住坐卧、言谈举止、迎

来送往等几个部分，全面讲述中华传统礼

仪的内容及其文化背景，让人们认识到传

统礼仪的价值精髓。此外，作者还特别专

注礼仪的古为今用，从众多的环节中选出

具有当代价值的内容进行详细解说，帮助

人们学以致用。

科普类（5种）

《冰之传奇：人类南极半岛探险史》

[美]琼·N.布思著 李果译/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21年8月版/88.00元

ISBN：9787559827401

《冰之传奇》堪称全景式呈现的探

险“编年史”，纵览南极半岛500年。该

书以16世纪为起点，按时间顺序，用19

个章节铺开了一幅曲折迷人的历史长

卷。从早期驾驶仄逼脆弱的帆船挑战

皑皑未知，到首次经历2个月的漫长极

夜、见证辉煌日出，到各国科考基地如

雨后春笋、《南极条约》订立——各方

势力跃然登场：探险家、科考人员、水

手、海豹猎人、捕鲸者、飞行家、政府、军

队……声名卓著者、鲜为人知者，还有

那无法不提及的7次大探险。

《凉峰有信：森林巡护员的动物影

像集》章叔岩著/浙江教育出版社2021

年9月版/78.00元

ISBN：9787572216091

该书是一本自然教育科普作品，受

众为儿童青少年。书中结合动物影集

与科普知识，围绕清凉峰中的动物，

通过丰富多彩的摄影作品，引出关于

不同种类动物的科普介绍,以及发生

在清凉峰的作者与动物之间的种种

故事，展现自然生态的天然之美和人

与动物的和谐之美。全书以图片为

主体，辅以手绘动物的插画，展现清

凉峰多样的动物生态，唤起人们对保护

大自然的意识。

《观象》刘东黎著/中国林业出版社

2021年10月版/129.00元

ISBN ：9787621913620

该书由“说象”“观象”构成。“说象”

是一种叙述，“观象”则是对亚洲象存在

境况和出路的思考。该书深刻表达了

以大地为依归、唇齿相依、环环相扣的

生命反思，并以谈天说地的亲切笔触，

刻画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明背景下

亚洲象的生存面相，学术资料的佐证与

绵密细腻的文字风格相益得彰，吸引读

者走向雨林的更深处。

《隐谷路：一个精神分裂症家族的

绝望与希望》[美]罗伯特·科尔克著 黄

琪译/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 10月版/

78.00元

ISBN：9787521735147

基于对所有健在当事人的采访和

大量医学档案资料，作者罗伯特·科尔

克以饱含同情和悲悯的笔触讲述了精

神分裂症吞噬一个家庭的全过程。从

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分歧与决裂，到整整

一代治疗师将病因归咎于“精神分裂症

妈妈”，从理论家们抛弃疾病的概念、执

着于对其进行颠覆，到医学研究者抽丝

剥茧寻找这种疾病的生物学原因，该书

都一一作了介绍。

《太空居民：人类将如何在无垠的

宇宙中定居》[美]克里斯托弗·万杰克

著 李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10月版/89.00元

ISBN：9787520185226

该书系统地回答了人类要想在月

球、火星、小行星、木卫四、土卫六……

这些星球上定居，将要面临的挑战，深

入分析了人类离开地球的安全界限、实

际挑战或合理动机。人类探索太空的

真正理由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成为

一个多行星物种？马克·沃特尼能靠

种土豆在火星上生存吗？宇航员在空

间站里为何每天都要锻炼？一名宇航

员在空间站待一天需要花多少钱？书

中都有答案。

关键词 衰老 亲密 精神分裂

当你老了，谁人陪伴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张中江

衰老是人不可避免的结局，本期我们依旧选择了关于老年的新

书。现代人经常处理不好至亲之间的亲密关系，杰夫·艾伦的书揭示了

其中的秘密。《隐谷路》记录了一个家庭被精神分裂症吞噬的过程，令

人唏嘘。对出版人来说，书店的生存状况，也是永远的话题。

太空时代来临，月球旅行不是梦
关键词 太空 经济 未来

《日美博弈战》[日]鹫尾友春著/中国友谊

出版公司2021年10月版/65.00元

ISBN：9787505753358

该书作者鹫尾友春历任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理事，曾3次常驻美国，得以近距离观察美

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变迁。美国制裁日本30

年，前后发动 6 次贸易战——从纺织品到钢

铁，再到汽车、半导体等，可谓横扫日本整个

产业。该书从6个案例出发，深度解读日美两

国的贸易竞争，让我们看清美国打击商业对

手的惯用手段，对目前经济形势有更深入的

了解。

《求索：中国工业软件产业发展之策》立

辉卞、孟春、刘建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年

10月版/99.00元

ISBN：9787111691594

该书作者是中国工业技术软件化产业联

盟理事长，长期从事电子产品、信息技术产品

检测认证和技术研究工作。该书详细介绍我

国工业软件产业的发展现状，通过对不同类

型企业展开调研，汇总多方需求，详细阐述工

业软件的定义、特点、分类，系统性对比国内

外工业软件企业发展经验，从对比中发现问

题，寻找道路，从产业的层面分析我国工业软

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促进工业软件产业发

展的建议。

《第五次工业革命：太空技术引发的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西]茵玛·马丁内斯著/天地

出版社2021年10月版/78.00元

ISBN：9787545564105

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太空技术引领的

第五次工业革命，将使人类进入全新的“太空

文明”时代。在数字化和新兴技术经济领域

颇有声望的专家茵玛·马丁内斯，以多学科的

融合视角，系统地展示了未来50年内太空行业

可能发生的剧变。在书中她提出，在前面四次

革命中，人类消耗了太多自然资源，导致了自

然系统的崩溃，人类已经面临着空前的生存挑

战，第五次工业革命将会是绿色的革命，因此，

在这次革命中，生命科技和可持续的行业将占

据主导地位。

《双循环论纲》蔡昉等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1年10月版/78.00元

ISBN：9787218150833

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

预测，中国人口的第二个拐点将出现在2025~

2030年之间，这也是中国老龄化发展最快的

时期，届时总人口增长将从正转负，经济潜在

增长率下降，深刻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趋

势。由蔡昉领衔，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金融研

究所、农业发展研究所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

究所13位专家联袂撰写的《双循环论纲》为读

者解读当前国民经济领域重要趋势的同时，

也深刻分析了中国经济未来 10 年的发展逻

辑。对于民众关心的养老、收入分配、消费等

问题给出了清晰且富于前瞻性的解答。

《依码为梦：中国互联网从业者生产实践

调查》夏冰青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1

年10月版/49.00元

ISBN：9787552036886

2019 年，互联网产业的“996”和“大小

周”一度成为坊间热题。作者曾以实习生的

身份进入互联网大型企业进行田野调查，近

距离观察中国互联网人的生产实践，积累了

百万字的访谈和田野笔记。在书中，作者重

温 2009 年~2015 年间的这些一手资料，提取

“薪酬”“工作强度”“自主性”“保障性”“自我

实现”“产品的社会和文化价值”、“社会关系”

七个维度，具体描绘了中国互联网从业者的

日常生活形态。作者指出，数字经济从业者

的生产实践建构了他们在生产与生活中的主

体性。这种主体性的确立与延展将持续性地

推动“互联网理想”的发展与实现。

《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著 [美]赛思·金缩写 方

福前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10月版/85.00元

ISBN：9787100197045

该书作者是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

家、政治家。作为瑞典学派、新制度学派以及

发展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74年获

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该书主要研究南亚国家

贫困的原因和如何脱贫、如何发展的问题。

作者认为，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不是一

个或几个因素或条件，而是存在于这个社会

体系中的所有因素，包括产出和收入、生产条

件、生活水平、对待生活与工作的态度，还有

各种制度、组织以及政策。作为发展经济学

的一部代表作，为今天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

供许多启示。

《航空都市：创新未来城市版图》孙天

尧、韩淼著/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1月版/

75.00元

ISBN：9787521734409

该书主要作者孙天尧从哈佛大学毕业

后，从事城市规划设计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

临空经济与城市空间发展。他在书中指出，

交通方式的变革是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

素。该书研究了全球100多个航空都市（包

括我国的临空经济示范区和 54 个重要城

市），整理了共计约 5000万条发展数据，通过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独立构建了

航空都市竞争力评价体系——“全球航空都

市评级指数”（GARI），并根据GARI选取了

12个城市案例，通过丰富的落地案例介绍与

实践剖析，呈现出航空都市创新未来城市版

图的开阔前景。

《自由贸易思想史》[美]道格拉斯·A. 欧

文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21年11月版/

88.00元

ISBN：9787564238681

该书作者是美国知名贸易研究专家，曾

任职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该书系统考

察了源远流长的自由贸易思想史，既解释了

自由贸易如何逐渐赢得其优势地位，又展示

了古往今来深刻的思想家们对它发起的强有

力挑战。该书资料翔实且论述紧凑，行文简

易又妙趣横生。在书中，作者洞见迭出，帮助

人们寻找产业发展之路、经济富强之策。

《经济学家都干了什么：一部西方经济学

简史》梁捷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

版/65.00元

ISBN：9787302590910

作者梁捷现执教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

院，并担任亚际书院等机构的研究员，《看理

想》嘉宾。该书是面向大众的西方经济思想

史读物，主要聚焦经济学在170余年的发展、

演进脉络。书中共介绍了从马克思至贝克尔

共29位对经济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经济

学家。该书特别强调经济思想演进的内在逻

辑，清晰介绍各个时期主流研究范式的优点

和局限性，帮助读从历史角度重新认识经济

学的形成过程。

《中国经济的逻辑与展望》林毅夫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年12月版/65.00元

ISBN：9787301325582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一直专注于

研讨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以林毅夫、周其

仁、姚洋、黄益平等教授为代表的一批经济

学家，对大国角色、中美关系、国内国际双循

环、疫情与健康中国、对外开放新战略、中小

企业融资、数字金融、数字化等一系列热点

问题，都有各自深刻的见解与精彩的观点。

该书将他们的观点以一定的逻辑选编并梳

理起来。书中各篇文章不长，但瞄准当前

热点，见解独到，无须过多经济学背景、知识

也可读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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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唐诗去旅行》：在三重发现中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唐诗是中国诗歌成就的最高峰，杜甫、李白、孟浩然、王维、岑参是唐诗

天空中最璀璨的五颗星辰。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CCTV-9）播出大型原创纪录片

《跟着唐诗去旅行》，该片以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诗歌时代最杰出的诗人为切入点，使用新的讲述

手法，邀请当代知名文化人士作为“导游”，以纪录片的形式，纵横山水、穿越千年，带领观众进行

一场时光之旅。

纪录片共包含5集第一集《江湖》，诗人西川踏上杜甫晚年寻找安身之所的漂泊旅程。第二

集《故人》，书法家、摇滚歌手鲁大东以徒步、骑行和乘车等多种方式寻找孟浩然漫游吴越的足

迹。第三集《长安》，学者郦波重现王维诗句中的文化地图，探寻深植于记忆中的诗意散聚。第四

集《边塞》，学者杨雨远赴岑参笔下的边塞，遇见远方的戈壁、牧场、歌琴和马背。第五集《仙山》，

作家韩松落追随李白的脚步，游历诗仙人生历程中的山岳。千年已逝，山河未改，名家“导游”与

观众一起在行旅中发现历史、发现自然，一起以现代视野体悟唐诗。这场文化之旅、心灵之旅、发

现之旅，在三重发现中完成讲好中国故事的一种新的尝试。 （文 萱）

有没有想过，在你还没有走遍祖国大好河山的时候，太空时代已经来临。科学家

预测，未来 5 到 10 年，我们在科幻小说里看到的很多情节会变成现实。人类的月球生

活、大规模的太空基础设施、民用太空旅行将迅速发展，快得超乎我们想象。西班牙

著名的数字化先驱和人工智能科学家茵玛·马丁内斯，在新著《第五次工业革命》中告

诉我们,新的工业革命并不遥远。一条完整、现代、高效，迈过了国家界线的太空产业

链正在人们面前徐徐展开。未来，中国在太空时代会怎样继续发展，林毅夫、周其

仁、姚洋和黄益平所著《中国经济的逻辑与展望》系统地向读者展示了未来 50 年内中

国经济可能发生的蜕变。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郑 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