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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类（16种）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该书收入习近平2012年

11月15 日~2014 年6月13日期间的讲话、谈话、演讲、答问、批示、贺信等

79篇，还收入习近平各个时期的图片45幅，全面准确阐释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回答了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发

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一部关于中国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和内外政

策的重要著作。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该书收入习近平2014年

8月18日~2017年9月29日期间的讲话、谈话、演讲、批示、贺电等 99 篇，还

收入习近平在此期间的图片29幅，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

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实践，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

和主要内容，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

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该书收入习近平2017年

10月18日~2020年1月13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批示、指示、贺

信等 92 篇，还收入习近平在此期间的图片41幅，生动记录了中共十九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

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的伟大实践，集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

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

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

《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该书收入习近平2003年2月~2007年3

月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的232篇

短论，鲜明提出了推进浙江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主张，及时回答了现

实生活中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一些问题。

《摆脱贫困》（外文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 该书收入习近平1988年

6月~1990年4月担任中共福建宁德地委书记期间的讲话、文章。紧紧围绕

闽东地区如何脱贫致富、加快发展这一主题，提出了“弱鸟先飞”的理念、

“滴水石穿”的精神、“四下基层”的做法等许多富有创见的思想、观点和方

法，深刻回答了推进闽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编译出版社）这部专题文集

收入2013年1月~2018年6月习近平论述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重要文稿85篇。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要组成部分。该书有助于外国读者了解习近平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

世界”“如何建设世界”等事关人类未来的重大课题的理论思考，了解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现途径。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中央文献出版社）该书收入习近平2013年9

月~2018年7月关于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的文稿共42篇，翔实记录了“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以及习近平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指

导原则、丰富内涵、目标路径等的深刻阐述，从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共同发

展繁荣、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不同角度，深

刻阐述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讲故事》（人民出版社）该书从习近平总书记数百篇讲话和文

章中，精选体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109则故事，加以完整呈现

和解读。每则故事在引用原文之外，还配有“延伸阅读”，以丰富故事细节

还原故事语境，让读者更好地体悟故事背后的改革发展之道、大国外交之

道、修身为人之道。这些故事承载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内政外交国防、治党

治国治军的深刻思考。

《习近平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该书选入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

5月~2021年12月期间所作的239封书信，记录了习近平同志同各族各界干

部群众、各国政党政要和各界人士的交往，反映了习近平同志领导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实践活动。书信选集的内容涉及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该书以史论结合

的形式，重点叙述和评价了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重大方针政策

和重要战略部署、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及其发展历程，系统总结了党和国家

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宝贵经验，集中彰显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淬炼锻造的

伟大精神。

《新中国70年》（当代中国出版社）该书记述了新中国自1949年10月

成立至2019年10月这70年间波澜壮阔的历史，充分反映了党领导人民探

索、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及其重大理论、制度创

新成果，生动展示了新中国成立70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以及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以及促进祖国统一、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

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数字解读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从不同维度，借助一系

列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涉及的不同领域进行解读，为读者描绘了

一个更加直观、生动的中国经济图景。

《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上海人民出版社） 该书溯源党史、新

中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通过剖析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众多寻找中国复兴

之路的党派中脱颖而出，找到适合中国生存、发展的道路，来呈现终成燎原

之势的“火种”，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的初心力量。

《小康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该书系统展现了小康社会在中国

的发展历程，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涵、基本特征、国际意义和

政治优势，指出了中国伟大社会变革的性质与历史作用，分析了中国当前

面临的战略机遇以及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等。

《从夏蒙尼到北京：冬奥北京》（人民出版社） 该书介绍了历届冬奥会

的基本情况、赛事设置、精彩片段以及冬奥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是一部全面

呈现百年冬奥史瑰丽画卷的图书。

《新时代的马可·波罗丛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

迹》（五洲传播出版社）《中国日报》高级记者、“美国小哥”聂子瑞（Erik

Nilsson）来华10余年间到过中国许多贫困地区。该书中生动描述了骑鸵

鸟、探访麻风病村、在乱葬岗过生日的经历，见证了这些地区日新月异的变

化。他亲历的鲜活生动的故事，彰显出在全球背景下中国解决贫困问题的

重要性和面临的特殊挑战。

社科类（9种）

《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该书作为一本中国近

代史简明读本，以1840~1949年近代中国的发展为脉络，描述了中国争取民

族独立和繁荣富强的奋斗历程，体现了“沉沦”时期受到的“屈辱”和“崛起”

时期经历的“奋斗”。

《中国哲学简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冯友兰先生从中国哲学的

精神及其背景开始，由诸子百家的产生到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

化，以及佛教和西方哲学传入中国后的发展，到现代社会中的中国哲学，不

仅讲述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还融入了作者独特的理解与思考，充满了

人生的睿智与哲人的洞见。该书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入门书。

《趣简中国史》（上海译文出版社） 该书两位作者李渡（Stewart Lee

Beck）和孙祝旻在中国合作超过20年，在讲故事方面经验丰富，并且抓住了

中国5000年历史的精髓——最著名的哲学家的颠覆性思想，勇敢的领导人

的大胆愿景，以及塑造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事件。书中生动有趣的插画令原

本对深厚中国文化望而却步的世界读者过目不忘。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该书收录了900条中

华思想文化术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和民族思维方式，体现了中国

核心价值，编写者用易于口头表达、交流的简练语言客观准确地予以诠释。

《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 该书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实

例，系统回顾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与改革经验，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国

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探讨其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解读中国经济的

权威著作。

《读懂中国经济：大国拐点与转型路径》（中信出版集团） 该书回顾了

中国近40年改革开放历程，对如何认识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及其发展阶段，以及海外对中国经济存在的认知误区进行了深刻分析。作

者提出应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新一轮增长，为中国经济寻找新出

路。该书是在当前复杂经济形势下，理解中国经济的一部重要作品。

《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角色》（新世界出版社）该书作者将19~20

世纪全球转型时期西方重要理论家马克斯·韦伯的研究与20~21世纪全球

转型时期对习近平思想的研究富有成效地联系起来，阐述了中国在未来世

界中的作用，分享了近期对中国准备承担全球领导者角色的研究。作者相

信，在重寻共同价值观深层根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塑造全球伦理，让它成

为恢复全球合作的基础。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该书作者兼跨社会学、历史学、

法律三个学科领域，开创了法律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研究范式，形成了新的

学术研究体系，被称为“法律社会史”。作者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中国古代

法律的研究，令中国法制史的研究者耳目一新。

《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中华书局）医疗史学者于赓哲教授在书

中讲述了中国古代关于疾病的多个方面，尤其是疾病对历史、社会与生活

的影响，包括传奇的外科手术、名人所患疾病与医疗等故事，是一部关于中

国古代疾病生活史的大众化读物，有较强的可读性。

传统文化类（10种）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 该书是梁漱溟的代表作之一，首

次出版于 1921 年，在当时的东西文化论战中曾引起过思想学术界的重视，

被视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展现了儒家思想本身的精神。书中阐述了

西方哲学和东方的传统思想，并就两种文化进行了对比。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系列”（上海译文出版社）书系分别从中国成

语故事、历史人物、历史著述、成语故事与三十六计、历代绘画作品及古建

筑六个不同角度，以地道流畅的英语，深入浅出地介绍了88位不同领域的

历史人物，是读者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动材料。

《中国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该书精选了15个中华文化知识板块，

按照衣、食、住、行等专题组织编排。书中以介绍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主

线，力求以富有独特性、趣味性的语言，陶冶读者的审美情操，弘扬中华民

族的人文精神。

《中国艺术5000年》（中青国际出版传媒公司·英文版） 编者从学术、

艺术、鉴赏的角度，以中华文明和中国艺术发展史为背景，通过简洁易懂的

文物图片和文字，生动讲述了中国文化与艺术的故事。书中收录了中国美

术史上最具代表性和国宝价值的艺术作品约500件，系统介绍了各个朝代

的艺术史。

《中国绘画史图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该书共2卷，展示了从原始

社会、元代、明代到清代的绘画。全书文字朴实生动，图片高精还原作品原

貌。以简明扼要的文字串连中国绘画史脉络，以1000幅高清图版，系统完

整地展示和阐述历代名家名作及风格流派，为读者提供一种富有视觉美感

的轻松阅读。

《汉字与书法艺术》（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该书是“中华文化丛书”中的

一册，图书从“仓颉造字”谈起，对甲骨文、金文、篆书、魏碑及唐宋元明清的

书法等不同时期的汉字演变娓娓道来，对我国汉字及书法的发展、传承与

演变过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与阐释，故事生动，人物丰富，图文并茂，

可读性强。

《图说中国瓷器简史》（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英文版） 该书以

简洁、易懂的方式全面介绍了中国瓷器的历史。通过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瓷

器的著名特点，探讨了瓷器名窑的演变，描述了社会和经济发展、政治变化

和外来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因素。

《中医一本通》（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英文版） 该书在提供最

全面的传统中医知识的同时，还提供了保持健康的实用方法。书中还附上

有效、易学的中医保健方法及专家的使用建议。

《趣简中国话》（上海译文出版社）作者斯图尔特和凯蒂结合自己20多

年学汉语的经验和各种生动有趣的案例讲述学汉语的故事，让任何水平的

读者都能从说汉语中获得更多体验和乐趣。

《牛津英语话中国》（北京出版集团） 丛书采用Oxford Levels体系，根

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需求，以中国为故事背景，讲述了侃侃、闪闪和他

们的朋友之间发生的故事，是针对小学至高中阶段的分级英语听说教材。

文学类（9种）

《解密》（浙江文艺出版社） 小说讲述了身世多舛的数学天才容金珍，

因为非凡的才华被招募到秘密单位 701，破解一部极其困难的密码“紫

密”。小说融合了间谍惊悚片的神秘和紧张，每个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以

及中式寓言的神秘特质。

《三体》（重庆出版社）故事以20世纪60年代为背景，军方为探寻外星

文明执行一项绝密军事计划“红岸工程”，向太空发送信号，以与外星人建

立联系。一个濒临毁灭的外星文明捕获了这个信号，并计划入侵地球。与

此同时，在地球上，不同的阵营开始形成，一方计划欢迎高级生物并帮助他

们接管一个被视为腐败的世界，另一方决意对抗入侵，由此产生了一部视

野宏大的科幻杰作。

《人面桃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小说讲述了1898年清末民初时

期，来自农村的年轻女子秀米的成长故事。对于秀米来说，革命家张季元

象征着世界上所有美好和神秘的东西。对张季元来说，这个美丽年轻女子

的存在，以及他对她隐藏的渴望，动摇了他对革命的信念。他们的关系不

断发展，但随着革命党的垮台和张季元的猝死而中断。秀米的婚礼花车在

去新家的路上被强盗伏击，她被绑架并囚禁在湖中心的一个岛上。被囚禁

期间，她阅读张季元的日记，了解了革命党寻求一个勇敢新世界背后的真

正原因。最终，秀米自己的革命理想、她父亲的乌托邦梦想与张季元对这

个美丽新世界的希望结合在一起。

《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译林出版社）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一个中国省

级市的19岁青年残忍谋杀唯一朋友的故事。对导致乡村贫困的绝望现况

进行了令人震惊的调查，并对幽闭恐惧类犯罪场景进行了精彩的描写。这

部小说讲述了一场无动机的谋杀案，与卡夫卡的荒诞主义、加缪的虚无主

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判现实主义相呼应。

《露天电影——苏童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该书是茅盾文学奖、鲁

迅文学奖、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得主苏童的散文精选集。作者以介于随笔与

短篇小说之间的文字和电影般清晰的手法，描摹了童年回忆中的市井俚

俗、人生百态，展现了作者对各种社会现象和生活环境的冷静思考，为读者

了解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大众文化的思维方式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云中记》（北京出版集团） 该书记述了汶川地震后，拥有上千年传说

的云中村移民到平原。年复一年，祭师阿巴感到身上的力气在消散，他要

回到那个即将消失的村子，焚香跳舞，与亡灵为伴。最终，祭师阿巴与村子

一同沉入了河底。这是一个关于爱与牺牲的故事，关于一场完成使命、寻

找安宁的旅行。

《曹文轩小说集·红瓦片》（广东教育出版社）该书收录曹文轩的9部中

短篇小说，融合作者多种写作风格与写作题材。书中塑造了多种人物形

象，从儿童视角出发叙事，让青少年从其温婉如水的诗性情怀与人性的悲

悯意蕴中获得心灵成长的力量。

《半条被子》（湖南文艺出版社） 该书以第一人称讲述红军长征时

期，三位女红军借宿湖南汝城县沙洲村村民徐解秀家中，见到徐家连

御寒的被子都没有，临走女红军用剪刀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开，

将半条被子留给了徐解秀。这个感人的故事在徐解秀的心头珍藏了50

多年。

《踏着月光的行板》（浙江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个童话般的爱情故事，

通过对中国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的关注，表现了底层小人物之间深刻而忠

贞的爱情。透过文字，读者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作者敏锐的才思和灵动的气

息，感受到岁月的醇香温暖。

少儿类（6种）

《青铜葵花》（天天出版社）小说以青铜和葵花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兄

妹之间发生的故事为主线，用优雅的文字讲述了一个家庭经受贫穷考验，

用爱和忠诚的力量克服困难的故事。

《鄂温克的驼鹿》（接立出版社）该书由自然文学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

鹤，携手新生代画家、中国首位入选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荣誉榜单的女画家

九儿创作。使鹿鄂温克人生活在大兴安岭的广袤森林中，以饲养驯鹿和狩

猎为生。在一次狩猎中，老猎人格利什克无意中射杀了一头母驼鹿。突

然，一只火红的小驼鹿从灌木丛中走了出来。它紧紧跟随着格利什克，回

到了营地……

《小悟空历险记》（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英文版） 很久很久以

前，一块在阳光和月光下沐浴了几千年的魔法石突然裂开了。从石头里蹦

出一只小猴子。小猴子被山上的美猴王收养，他非常顽皮贪玩。一天，他

在玩耍时从树上摔了下去。美猴王去救小猴子时，受了重伤。为了救美猴

王，小猴子不得不远渡重洋，寻找长生不老药。在神龟、凤凰鸟、龙王和仙

人的帮助下，小猴子获得了强健的身体。他能找到回家的路去拯救美猴王

的生命吗？

《小明与兵马俑》（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英文版） 该书讲述了

中国最著名的古代遗址——西安兵马俑的故事。 当一个兵马俑特展来到

镇上时，小明和他的母亲去博物馆看展。为了纪念这件激动人心的事情，

小明的母亲给他买了一个将军兵马俑的小雕像，放在他的房间里。小明半

夜醒来，却发现这个将军兵马俑活了，他准备驾着一辆铜马车把小明带到

西安秦始皇陵的家中。在这个有着 2000多年历史的神秘的地下世界，小

明遇到了将军的兵马俑部队。

《我要做好孩子》（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小学六年级学生金铃是

个学习成绩中等，但机敏、善良、正直的女孩子。为了做一个让家长、老师

满意的“好孩子”，她做了种种努力。为保留心中那一份天真、纯洁，她和家

长、老师做了许多“抗争”。最后，她和同学们一起充满信心地走进升学考

试的考场……小说艺术地展现了一个小学毕业生的学校、家庭生活。

《中国好故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丛书由前迪士尼全球制作人和

迪士尼教育部门创始人、具有30年出版行业经验的主编梅琳达·莉莉·汤普

森领导的华裔美国作家团队，依托享誉世界的蓝思阅读评级标准，以地道

的英语和生动的写作来诠释中国传统故事。丛书由贴近小读者兴趣的成

语、传说、远古故事三大类构成，每个故事配有原创插画、故事背景、词汇扩

展、配套课后趣味问答等内容，带来愉快的阅读体验和学习效果。

（展示图书5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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