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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国家宝藏（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

为什么世界不存在(未来哲学丛书)

两岸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对台决策与事件述实

翠微却顾集：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

DK穿越时空的中国长城

人居北京：唤醒工业遗产

尧风舜雨：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

当德鲁克遇见孔夫子

这才是中国！日本青年眼中的先进社会

历史的烟火

毁灭与重塑：20世纪的欧洲

汉学家与儒莲奖

编著
于蕾 主编

[德] 马库斯·加布里尔 著 王熙 张振华 译

刘贵军 著

徐俊 著

英国DK公司、杜飞 画

单霁翔 著

王军 著

[美]伯纳德·贾沃斯基 张曼姿著珈瑜译

[日]夏目英男 著

赵海峰 著

[美] 罗兰·N.斯特龙伯格 著

姚鹏 著

版别
人民文学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中华书局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华文出版社

现代出版社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人文社科类

书 名
中国冬奥

百年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的征程

中国农民城

编著
孙晶岩 著

卢洁 主编

朱晓军 著

版别
人民文学出版社

研究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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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题 出 版 类（3种）
《中国冬奥》（人民文学出版社）该书作

者孙晶岩历时多年，深度采写北京冬奥，走

访了国内外多个城市，面对面采访200余位

与冬奥会相关的各界人士，用全景视角记录

了北京 2022 年冬奥会从酝酿、申办到筹备

的全历程。

《百年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的征程》

（研究出版社）该书依据丰富的历史档案资

料和近年来最新的研究成果，引述了大量

历史文献、当事人的回忆和鲜为人知的故

事，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生动地描绘

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

《中国农民城》（人民文学出版社、浙江

人民出版社）该书讲述了龙港由小渔村发展

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真实历史，为人民奋

斗留下炽热而凝重的记录，给中国的城市化

道路提供了样本和经验。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沈西

《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

方崛起之谜》（东方出版中心）该书的核

心问题是回答：为什么科学革命发生在

西方而不是中国？

《码链：大变局中遇见未来》（研究

出版社）该书创造性地提出码链思想的

“数字人理论”，提出通过二维码建立数

字身份体系，基于码链网络的价值链传

播体系，码链金融体系等

体系架构。

《元宇宙大投资》（中译

出版社）这是一本内容清晰

且指导性完备的前沿科技

投资类图书，详细介绍了元

宇宙投资的六大主体部分

及元宇宙将会具备的三个投资阶段。

《进击的病毒》（世界图书出版公

司）该书介绍了病毒的起源和演变，病

毒对生物进化和人类文明发展产生的

巨大影响，以及人类与病毒抗争的艰难

历程。作者以生动有趣的文笔，从进化

论的视角讲述了亿万年来病毒与地球

生命的“相爱相杀”。

向世界展示中国力量

立于世界舞台，图书是展示更加真实

立体全面的中国、展现中国力量的最佳媒

介之一。通过或大或小的切口，用文字记

录中国在各领域的发展成就、社会动态、历

史沿革，能够让大家从不同视角看到不一

样的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

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

奋斗史。《百年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的征

程》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力图勾勒出

中国共产党光辉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

党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

一作为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两岸七十

年：中国共产党对台决策与事件述实》从中

央决策层面书写 1949~2019 年间对台工作

的重大决策和事件，分析时代背景，记述来

龙去脉，揭秘背后故事，全面系统揭示台湾

问题的缘由、过程、发展和走向，让历史昭

示未来。

体育、经济发展等也是展现当下中国发

展进程的重要切口。北京2022年冬奥会再

次向世界展示“中国式浪漫”，也展示了中国

当下社会、科技、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

进程。《中国冬奥》通过丰富真实的事例和人

物呈现出在强大国力支持下京冀两地三大

冬奥赛区的建设奇迹、几代中国冰雪健将为

国争光的拼搏精神，展现出新时代中国续写

奥运辉煌的决心与实力。而在《中国农民

城》一书中，作者讲述了几个小渔村成长为

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真实历史，为人民奋斗

留下炽热而凝重的记录。作为中国第一个

“镇改市”“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龙

港改革的成功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优越性。

他者视角看中国，更有助于展现真

实、全面的中国。例如，《这才是中国！日

本青年眼中的先进社会》中，日本“90 后”

男孩夏目英男在与日本一衣带水的中国，

体验到了一个国家飞速崛起给社会带来

的巨大变迁。

让传统文化绽放当代生命力

延绵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根”和“魂”，也是当今中国发展的丰厚

滋养。透过文物，能够读懂历史与山河。让尘

封的宝物在指尖复活，5000年文脉于案头流

转，《国家宝藏》从电视节目到图书，经过匠心

设计与编辑“转码”，收录博物馆听不到的解

说，凝结大荧幕留不住的细节。万里长城，可

以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DK穿越时空的

中国长城》用全景图画的形式描绘了长城从古

至今的发展变化，展现不一样的古今中国。该

书是“DK儿童穿越时空系列”新增的又一中国

主题，也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英国DK

公司关于中国原创主题的第二次合作。

建筑物也是反映社会发展、文化变迁的

重要载体。本期，两种聚焦古今城市规划的

作品，阐释了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等背后承

载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尧风舜雨：元大都规

划思想与古代中国》以元大都规划设计思

想、大城规划、建筑布局为研究对象，阐释了

中国古代营造制度所具有的深厚天文与人

文内涵，又将元大都的规划置于中国古代文

化的宏大背景加以考察，揭示其所依托的主

流正统思想对于古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

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意义。《人居北京：唤醒工

业遗产》一书则聚焦当代，以首钢老厂区从

钢铁工业龙头转型为功能多样的“首钢园”、

变身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办公

区和比赛场地之一、751工业遗产转型为文

创聚集地为切入点，讲述了工业遗产保护与

城市建设互动发展的历程。

此外，《翠微却顾集：中华书局与现代学

术文化》《王安石诗笺注（全五册）》《空间的

敦煌：走近莫高窟》通过不同的角度展现中

国优秀文化传承的缩影。《当德鲁克遇见孔

夫子》《汉学家与儒莲奖》等作品则体现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

愿每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

从文字中汲取知识养料，充实提升自

我，是阅读的重要意义之一。帮助每个人成

为更好的自己，也是图书的重要功用之一。

本期，涉及文学、美术、音乐、经济、科技、教

育等不同学科的作品，能够帮助读者丰富知

识积累、提升专业素养、拓展业余爱好。《中

国音乐大典·文论编》《人美书谱：草书卷（25

种）》《莱奥纳尔多·达·芬奇：自然与人的惊

世杰作》等能够为音乐、美术、科学爱好者提

供素材。《历史的烟火》能够帮历史爱好者了

解战国秦汉时代。《码链：大变局中遇见未

来》《元宇宙大投资》聚焦当前科技、经济发

展前沿理论与创新思想。《进击的病毒》则为

读者梳理人类与病毒抗争的艰难历程，讲述

亿万年来病毒与地球生命的“相爱相杀”，让

当下受新冠肺炎疫情困扰的大众更加科学

地认识病毒。

帮助孩子成长为更好的自己，是重中之

重。本期少儿类图书中，《孩子身边的思政课》

为孩子展开德育教育第一课，让孩子得到“润

物细无声”般的道德教育。《棋门幻影》则通过

科幻故事，带孩子思考现实与未来。

近日，俄乌冲突持续升级。大众对关涉

战争、欧洲历史等方面内容的阅读需求增

加。《毁灭与重塑：20世纪的欧洲》一书充分

分析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经济转型、经济

大萧条、战后欧洲发展、欧盟的持续变革等

重大事件的同时，也从科学、艺术、文学成就

的视角观察了20世纪的欧洲历史发展，以及

日益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明在文化危机和

史无前例的科技进步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春天的信号已悄然而至，万物欣欣向

荣，恰是读书时。阅读一本好书能够跨越

时空，徜徉时间长河，收获超越当下的精神

满足。中国出版集团好书榜旨在向大众推

介具有思想深度、学术厚度、人文温度和知

识密度的主流时代精品。本期榜单精选主

题出版、人文社科、文学艺术、科技经管、少

儿教育五大类共26种好书，为寻找阅读的

意趣带来多样选择。

《莱奥纳尔多·达·芬奇 : 自然与人

的惊世杰作》（商务印书馆）该书全方

位展现了作为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

和哲学家的达·芬奇的一生，同时对

达·芬奇的各类作品及其活动进行细

致阐释，详解其最重要的艺术、科学和

工程杰作。

《王安石诗笺注》（全5册）（中华书

局）《王安石诗笺注》50卷，宋王安石撰，

李壁笺注，刘辰翁评点，董岑仕点校，附

录历代相关序跋著录及《王安石诗李壁

注版本源流考》，末附篇名索引。

《人美书谱：草书卷》（25种）（人民

美术出版社）该套书谱呈现了历代具有

代表性书法家的经典佳作，为读者提供

了一套可供欣赏、临习的范本，并以时

间顺序、演变传承为线索构成一个简要

精练的书法谱系。

《中国音乐大典·文论编》（人民音

乐出版社）《中国音乐大典》是迄今为止

中国音乐资源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一

套集权威性、集成性、数字化、立体化为

总汇的中国音乐文化的浩瀚建设工程。

《空间的敦煌：走近莫高窟》（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该书通过“空间”

这一角度，激发读者调动自己的身体和

眼睛，在阅读中开启一趟在场的莫高窟

历史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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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经 管 类（4种）

（2种）少 儿 教 育 类
《孩子身边的思政

课》（现代教育出版社）

该书是以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

题的故事书，作家余心

言 为 6~12 岁 少 年 儿 童

撰写德育文章，帮助孩

子成为一个真正的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

少年。

《棋门幻影》（天天出版

社）这是一部思考现实与未

来的科幻小说。作品结构

精巧，内涵丰厚，作者张之

路延续了理性、严谨的写作

风格。

书 名
莱奥纳尔多·达·芬奇 : 自然与人的惊世杰作

王安石诗笺注（全五册）

人美书谱：草书卷（25种）

中国音乐大典·文论编

空间的敦煌：走近莫高窟

编著
[英] 马丁·肯普 著 刘国柱 译

[宋]王安石撰 [宋]李壁笺注 [宋]刘辰翁 评点 董岑仕 点校

祝允明等 书

王黎光 主编

巫鸿 著

版别
商务印书馆

中华书局

人民美术出版社

人民音乐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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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孩子身边的思政课

棋门幻影

编 著
余心言 著

张之路 著

版别
现代教育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少儿教育类

（5种）文 学 艺 术 类

（12种）人 文 社 科 类

《国家宝藏》（第一、二、三季）（人民文学

出版社）该系列是央视大型文博探索节目

《国家宝藏》同名授权图书，收录我国25座

博物馆，81件国宝重器的生命轨迹。

《为什么世界不存在》(未来哲学丛书)

（商务印书馆）该书是波恩大学教授马库

斯·加布里尔的一部哲学普及著作。作者

深入浅出地阐发了他所创建的“新实在论”。

《两岸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对台决策与

事件述实》（商务印书馆）该书呈现大量历史

细节，如“炮击金门”的背后、与美国的外交

斗争、国共高层书信往来、“两岸三通”曲折

进程等，全面系统揭示台湾问题的缘由、过

程、发展和走向。

《翠微却顾集：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

化》（中华书局）该书通过对中华书局原始档

案、往还信札的梳理，挖掘了许多经典著作

出版背后的尘封旧事，呈现了一段丰富立体

鲜活的现代学术史。

《DK穿越时空的中国长城》（中国大百

科全书出版社）该书用全景图画的形式细腻

描绘了长城从古至今的发展变化，将各个时

期、各个地点的长城穿连起来，既讲述了长

城的修筑，也讲述了发生在长城周围的历史

故事。

《人居北京：唤醒工业遗产》（中国大百

科全书出版社）该书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

城市发展理念，从城市规划师的视角记录了

首都北京工业遗产转型发展的故事。

《尧风舜雨：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

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该书通过

对齐政楼的名称、方位及元大都中轴线制

度的考证与阐释，呈现出深厚的天文与人

文内涵；以一座城市的建造呈现中国多元

一体格局的思想制度，见证了中华文明的

源远流长。

《当德鲁克遇见孔夫子》（东方出版中

心）这是一部高度概括德鲁克与儒家思想，

并将两种管理思想的学术研究成果与实践

相结合，融合发展为管理工具的书。

《这才是中国！日本青年眼中的先进社

会》（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该书中，一个日

本“90后”男孩，用近20年在华亲身经历向

世界还原真实中国。

《历史的烟火》（华文出版社）该书是历

史通俗类系列读物，作者以战国秦汉时代的

两个人物为坐标系，展示了战国秦汉的风云

历史。

《毁灭与重塑：20世纪的欧洲》（现代出

版社）该书再现了20世纪欧洲的简明图景，

帮助读者重新思考战争发生的根源以及各

自在其中的作用力，深入审视战争与和平之

于国家、民众和社会的意义。

《汉学家与儒莲奖》（生活书店出版有

限公司）法国儒莲奖中外闻名，被誉为“汉

学界的诺贝尔奖”。作者耗时多年，从思想

观念、风物掌故、习俗地理等方面全景式书

写海外汉学研究。

书 名
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

码链：大变局中遇见未来

元宇宙大投资

进击的病毒

编著
文一 著

徐蔚 著

焦娟 易欢欢 毛永丰 著

史钧 著

版别
东方出版中心

研究出版社

中译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序号
1

2

3

4

科技经管类

中国出版集团好书榜2022年第1期

长征题材重磅作品《乌江引》北京、广州两地同步首发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3月1日，“密码破译中的青春长征——《乌江引》新书首发式”在北京、广州两地同

步举行。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人民文学》杂志2022年第3期同步刊发。中国出版

协会理事长邬书林，党史专家、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岩，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

彭学明，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杨平，著名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孟繁华，广东省作协主席蒋

述卓，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出版局局长陈晓丹，广东省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南方出版传媒总经理

叶河，南方出版传媒副总编辑萧宿荣出席发布会。资深信息高级军官齐瑞华，长征密码情报史专家陈伙成以

及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广州市文联、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等单位代表，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

花城出版社社长张懿，该书作者庞贝，中革军委二局首任局长曾希圣之子曾建生参加发布会。活动由人民文

学出版社总编辑李红强主持。

长篇小说《乌江引》呈现长征史诗的另一个传奇、一支鲜为人知的秘密力量——以“破译三杰”曾希圣、曹祥仁、

邹毕兆为破译主力的中革军委二局。他们利用早期无线通讯技术侦收的敌台信号，几乎成功破译了国民党军的所

有密码情报，为红军一次又一次突破重围、绝处逢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国民党军对红军的情报却一无所

获。小说用虚实相间的复调笔法再现历史，巧妙勾连起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整个20世纪革命史。作品

也由此获得更为丰富的意蕴：一个有关记忆与身份的现代主题。与会专家和学者对《乌江引》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

值作了深入、精彩的分析和解读，一致认为，这是首部以中革军委二局为对象的文学作品，具有划时代意义。 （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