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书 名
宫殿简史

从考古看中国

江河之上——三江源的历史与地理

人居香港：活化历史建筑

中国文化之根：先秦七子对中国文化的奠基

探寻古蜀国：从三星堆看中华文明

环球扶摇九万里：我的68天飞行手记

辽宁传

青色极简史

中国历代大事年表

作者
徐永清 著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编

刘东黎 著

单霁翔 著

杨泽波 著

黄剑华 著

张博 著

祝勇 著

包岩 著

杜文玉 主编

版别
商务印书馆

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研究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华文出版社

现代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人文社科类

主题出版类

序号
1

2

3

4

5

6

书 名
读懂毛泽东的关键词

重塑田园：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新农人返乡手记

共青团之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百年合唱作品精粹

共青团知识40讲

我生命里的中国

“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丛书（20本）

作者
杨明伟 著

马彦伟 主编

郑健主编 人民音乐出版社、北京音乐家协会编

钟良、郭晓英 主编

[波兰]爱德华·卡伊丹斯基 著

孙熙国 总主编

版别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商务印书馆

人民音乐出版社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中译出版社

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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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题 出 版 类（6种）
《读懂毛泽东的关键

词》（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该书以18个关键

词解读毛泽东，分析毛泽

东何以能带领中国人民

成就新中国伟业。

《重塑田园：乡村振

兴战略下的新农人返乡手记》（商务印书馆）

新农人指有过城市学习、工作或生活经历而

重新选择投身农业的人群，是乡村振兴不可

忽视的力量。该书通过24位新农人返乡创

业、重塑田园的真实经历，呈现了乡村振兴

的创新成果。

《共青团之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百年合唱作品精粹》（人民音乐出版社）该书

分为“青春起航”“青春炽热”“青春梦想”三

个主题板块，精选青春主题正能量的优秀歌

曲 16 首，重新进行合唱编配，演唱形式多

样，编配手法新颖、演唱效果好。

《共青团知识40讲》（中国民主法制出

版社）该书讴歌百年来青年们在党的领导

下，用青春和热血书写的

壮丽篇章。全书贴近时

代主题，有可歌可泣的英

雄人物，有感人至深的情

景描写。

《我生命里的中国》

（中译出版社）该书以一个

百岁波兰学者的视角见证中波两国的友谊，

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变迁和发展。

“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丛书（20

本）（研究出版社）丛书收录从马克思高中

毕业撰写的三篇作文到恩格斯晚年撰写的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

结》等代表性著述20余篇。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沈西

回望来时路 阔步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波澜壮阔的

百年奋斗史。学习党史，追寻党走过的足

迹，就是要从浩若烟海的党史故事中升华自

我，从图文音视频等多角度汲取精华。本期

好书榜中，《读懂毛泽东的关键词》带领读者

读懂毛泽东，知晓百年大党从何而来。该书

作者作为毛泽东研究专家，积多年之功，通

过史料搜集与梳理，给出了客观解读，解析

精辟，具有新意。《共青团之歌——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百年合唱作品精粹》是为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献礼的重点主题

出版物。不负韶华唱百年，该作品精选青春

主题正能量的优秀歌曲16首，重新进行合唱

编配，全方位营造坚定跟党走、建功新时代

的舆论氛围，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同

样聚焦百年共青团史，《共青团知识40讲》展

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

历史时期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关怀青年、信

任青年，共青团组织始终发扬“党有号召、团

有行动”的优良传统，广大青年在党的领导

下不懈奋斗的历史、不朽的青春之歌。

个体、他者视角的记录与感悟，帮助我

们更加客观全面地回望过往的峥嵘岁月。

《我生命里的中国》一书，呈现了一个热爱

中国的波兰人与中国结下的世纪情缘。该

书作为波兰著名汉学家爱德华·卡伊丹斯

基生平的唯一传记，深度呈现了作者对中

波两国文化的近距离研究。学习马克思主

义能够帮我们确立辩证的思维方式，真正

理解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丛书基本反映了

北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课程的主

要内容，能够让读者跟随“北大模式”学习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驻足回望，是为了更好地出发。新征程

上，“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重

塑田园：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新农人返乡手

记》汇聚24位新农人，讲述他们返乡创业、

重塑田园的真实经历，呈现了乡村振兴的创

新成果。

文化通古今 博学览中外

文化贯通古今，图书联通中外。阅读能

够帮助我们开阔视野、增长知识，跨越时间

的长河，消除空间距离的阻隔。本期榜单

中，《宫殿简史》《从考古看中国》《中国文化

之根：先秦七子对中国文化的奠基》《探寻古

蜀国：从三星堆看中华文明》等作品从不同

角度追寻文化踪迹，解读中华文明。其中，

《宫殿简史》向读者介绍中国古代宫殿这一

宝贵的文化遗产和艺术瑰宝。《从考古看中

国》总结百年考古成就、展示中华文明辉

煌。《探寻古蜀国：从三星堆看中华文明》则

借三星堆出土遗物讲古蜀文明的特色 ，以及

与中华文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源一统的

关系。此外，《中国文化之根：先秦七子对中

国文化的奠基》作者将古人哲思与当下具体

事例结合，使得该书学术性与普及性兼备。

书法、诗词同样是连接古今、彰显中华

文明的载体。品鉴诗词，能够从中找寻别样

意趣。《古典的春水：潘向黎古诗词十二讲》

《唐诗三百年——诗人及其诗歌创作》两书

中，作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诗词及其背

后的创作、蕴含的意趣。《古典的春水》中，作

家以随笔的形式将创作者的感性与学术的

严谨结合，融合现代立场和古典情怀。《唐诗

三百年》则是著名古典文学专家黄天骥教授

的新作，不仅是一本唐诗的创作论，更是一

本唐人的心灵简史、唐代的盛衰侧记。研习

书法，能够修身养性。《书法合体论》主编张

公者提出书法合体理论观点，引起书法界广

泛讨论。《书法合体论》一书涉及书体辨析、

书法史研究、艺术风格探索、理论体系建构

以及“书法合化”“书法合体论”对于书法创

新方法论意义与实践路径挖掘等诸多方

面。此外，《青色极简史》《中国南传佛教艺

术研究——傣族佛寺壁画》《人居香港：活化

历史建筑》等作品则分别通过色彩、壁画、建

筑等切口深掘其背后的民族文化、宗教文

化、城市文化等。

阅读丈量世界。《环球扶摇九万里：我的

68 天飞行手记》作者张博博士是中国环球

飞行第一人。该书中，他以饱满的激情记载

了人生中第二次环球飞行。跟随书中的图

片和文字，读者能够更真切地体会到这一充

满冒险的别样旅程，也能深刻感受到作者的

追梦精神和拼搏精神。

故事启智慧 经典传未来

阅读精彩的故事，能够体会不一样的人

生，启迪思考。这些故事或来自作家五彩斑

斓的想象，或来自作者对真实经历的记录。

例如，《漂洋过海来送你》中，作者塑造了一

个贯通现实与历史、胡同与世界的“京味儿”

故事。《问苍茫大地》中，作者通过“非典型谍

战”故事呈现其中的人与所处的时代。而

《小人物走过大时代》则通过散文形式展现

作者自己的故事。该书选录了著名作家梁

晓声近几年创作的散文随笔，是既具理想色

彩又显生活况味的写实之作。

图书承载着传输知识、启智育人的重要

功能，多样的故事能够为孩子的思想增添斑

斓色彩。《他在故宫修钟表》中，文字作者亓

昊楠作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文保科技部

钟表修复组组长，向儿童科普钟表修复师工

作的意义和日常，传播一种难能可贵的执着

和坚守的工匠精神。《草木祁谈：科学家给孩

子的植物手记》是一本科学家给孩子的植物

手记，以科普散文的形式，详述这些植物的

前世今生。同样是给孩子的知识普及读物，

《中国儿童百科全书》（第三版）有助于让孩

子在阅读中学会把碎片化的知识联系起来，

培养归纳提炼能力和系统认知能力。《中华

传统文化音乐读本（最美中国节 我最亲的

人）》则是专为3~8岁儿童研发的一套中国

特色智能音乐教育产品。该产品依托中国

传统文化，以听读唱奏画等形式，多维开发

儿童音乐能力。

炎炎夏日，暑热难耐，唯有读书享清凉。寻一处安静的角落，翻开一本书，在书籍墨

香里，打开思维，肆意畅想，再惬意不过。本期中国出版集团好书榜精选主题出版、人文

社科、文学艺术、科技经管、少儿教育五大类共28种好书，为夏日阅读带来多样选择。

《漂洋过海来送你》（人民文学出版

社）少年在爷爷的骨灰中发现一块异物，

由此开始追寻爷爷的人生故事。漂洋过

海，借由对爷爷生前故事的发现，展示历

史风云和当前国际背景下中国人的沧桑

和奋斗。

《古典的春水：潘向黎古诗词十二

讲》（人民文学出版社）春水，以诗词入

手，聚焦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让他们的

文化形象立起来，活起来。

《问苍茫大地》（人民文学出版社）石

钟山用“非典型谍战”叙事手法，书写了

一部人与时代的故事。这是一部“反特”

小说，也是一部“逆向写作”的小说。

《中国南传佛教艺术研究——傣族

佛寺壁画》（人民美术出版社）南传佛教

艺术研究一直是我国佛教艺术研究中的

薄弱环节。该书从南传佛教艺术研究入

手，打通了研究的瓶颈和瘀脉，是对傣族

佛寺壁画的一种阶段性和文献性记录。

《小人物走过大时代》（东方出版中

心）作者以精良的文笔和独特的神韵碰

触人心，30 篇散文的串联，既具理想色

彩又显生活况味的写实之作。

《唐诗三百年——诗人及其诗歌创

作》（东方出版中心）该书不仅是一部正

确打开唐诗的佳构，更是一部增强历史

自信、提升文明自信、厚植家国情怀的优

秀的大众普及读物。

《书法合体论》（荣宝斋出版社）该书

的出版，代表一种当代原创书学观的建

立。其中对“书法合化”“合体”的论证，为

书法艺术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新的叙事框

架与广阔的想象空间。

（10种）人 文 社 科 类

文学艺术类

序号
1

2

3

4

5

6

7

书 名
漂洋过海来送你

古典的春水：潘向黎古诗词十二讲

问苍茫大地

中国南传佛教艺术研究——傣族佛寺壁画

小人物走过大时代

唐诗三百年——诗人及其诗歌创作

书法合体论

作者
石一枫 著

潘向黎 著

石钟山 著

赵云川、安佳 著

梁晓声 著

黄天骥 著

张公者 编

版别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美术出版社

东方出版中心

东方出版中心

荣宝斋出版社

少儿教育类

书 名
中国儿童百科全书（第三版）

中华传统文化音乐读本（最美中国节 我最亲的人）

他在故宫修钟表

作者
《中国儿童百科全书》（第三版）编委会 编著

李君 主编

亓昊楠 著

版别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人民音乐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序号
1

2

3

（7种）文 学 艺 术 类

《宫殿简史》（商务印书馆）该书梳理

了从史前文明到明清故宫的中国宫殿宏

阔的发展历史，多维度呈现这一文化遗产

和艺术瑰宝。

《从考古看中国》（中华书局）这是一

部全面总结百年考古成就、展示中华文明

辉煌的普及性读物。全书收录名家文章

21 篇，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百年

来的重要考古成就。

《江河之上——三江源的历史与地

理》（中华书局）该书对三江源牧区、河流、

自然环境进行了深入观察，让读者捡拾失

落的文明。

《人居香港：活化历史建筑》（中国大

百科全书出版社）该书回顾了香港历史建

筑保护的历程，着重介绍了“活化历史建

筑伙伴计划”的创新成就和香港故宫文化

博物馆的筹建始末。

《中国文化之根：先秦七子对中国文

化的奠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该

书依托作者在复旦大学所开设的“先秦诸

子”课程讲稿整理而成。全书介绍先秦七

子核心思想，结合当下事例，学术性与普

及性兼具。

《探寻古蜀国：从三星堆看中华文明》

（研究出版社）研究三星堆文化是中国考

古学，也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该书描述了三星堆发掘的历程，探寻了古

蜀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

《环球扶摇九万里：我的 68天飞行

手记》（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这是一部环

球飞行手记，也是一部关于梦想、勇气和

爱的诗篇。2019 年张博博士驾机完成了

人生中的第二次环球飞行。他为弘扬

“2050”大会“让世界离年青人更近，让年

青人离世界更近”的理念，飞越北极冰

原，跨越欧亚大陆，以充满激情和勇气的

飞行经历，展现出不一样的人生态度和

境界。

《辽宁传》（华文出版社）这是辽宁省

的一部通史，作者以个人书写记录对辽宁

整个大地的集体记忆。作者摆脱了从古

到今“历数”式面面俱到的写法，选择了

“以一个地域为切片，来描述中国的历史、

传奇和现实”的地域文化史创作方法。

《青色极简史》（现代出版社）这是一

本探索青色色彩文化的书。该书探索了

中国青色文化寓意与变迁，解读中国色彩

历史及其文化内涵。

《中国历代大事年表》（商务印书馆国

际有限公司）该书是一部由历代大事串联

起来的中国简史。五千年历史年表，近万

件历代大事。脉络清晰，事件分明，史实

严谨，查阅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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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种）科 技 经 管 类

《大国的坎：如何破

解“卡脖子”难题》（中译

出版社）该书通过对科

技、资源、交通、规则和平

台“卡脖子”的剖析，寻求

破解之道。

《草木祁谈：科学家

给孩子的植物手记》（世

界图书出版公司）该书选

择了15种草木植物和15

种木本植物，以科普散文

的形式，详述这些植物的

前世今生，勾勒美丽中国

原本的生态与独特的历史文化传承。

（3种）少 儿 教 育 类
《中国儿童百科全书（第三版）》（中

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该书为全新修订

版，包括《地球家园》《科学技术》《人类社

会》《文化生活》，涵盖 30 个知识门类、

400多个知识主题、2000多个知识点等。

《中华传统文化音乐读本（最美中

国节 我最亲的人）》（人民音乐出版社）

这套绘本专为3~8岁儿童研发，6个盒子

（每个盒子有2~3本书、若干教具和小乐

器）。读本依托中国传统文化，以听读唱

奏画等形式，多维开发儿童音乐能力。

《他在故宫修钟表》（天天出版社）该

书是“中国文物修复与文化传承”系列之

一。该书是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出版

物，通过修复钟表背后的故事，传播一种

难能可贵的执着和坚守的工匠精神。

《别笑！我的技能很正经》揭示动物有趣形象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中译出版社推出《别笑！我的技能很正

经》一书。该书是一本关于动物界隐藏天才的指南，囊括了关于地球上一

些动物身上那些让人出乎意料的技能，读者会发现，很多动物远比我们认

为的要聪明的多。书中插图由BAFTA艺术家格雷格·麦克劳德绘制，幽默

风趣，具有别样魅力，让人从全新的角度，看到这些动物的有趣形象。

《别笑！我的技能很正经》的审校人卢路这样评价该书：“翻开这本书，

一不小心你就变成了那个最能读懂动物的人。”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扇展示

动物界的一些复杂、令人印象深刻的思想窗口，同时，揭示了动物们鲜为人

知的技能和自然的直觉，正是这些使他们得以生存至今，并在日常生活中

获得一些乐趣。 （聂慧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