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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共3辑）/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22年5月

版/1152.00元

ISBN：9787530157817等

该丛书为原创中国科学家绘本丛书，已出

版3辑，共24册。丛书讲述了钱学森、何泽慧、

梁思礼、袁隆平、屠呦呦等24位不同领域的著

名老科学家的成长、学习及工作经历，旨在向

大众宣传和弘扬中国科学家的高尚品格和崇

高精神，在大众特别是少年儿童当中树立科学

强国的意识、引领大众崇尚科学、激发青少年

未来投身科学事业的志向。

《号角——红色印刷记忆》李英著/江西人

民出版社2022年5月版/96.00元

ISBN：9787210132424

该书带领读者穿越时空，以红色印刷回顾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红色记忆。丛书用一件件

宝贵的红色印刷文物生动讲述了党领导出版

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发挥党的出版印刷业

巨大作用的红色故事，既有感人的红色印刷事

件、烽火年代涌现的印刷群英，又有无比珍贵

的红色历史见证物。这一个个“红人”、一件件

“红事”、一册册“红书”，组成了一首首可歌可

泣的“红色印刷”壮丽诗篇，是青少年学习、了

解红色历史的资源，是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的宝贵史料。

“画说中国革命精神系列”（3册）邵维正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2021年5月版/58.00元（册）

ISBN：9787548080879

该书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事例，生动有

力地诠释了“红船精神”的三个内涵，即开天辟

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

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

神。讲述了“红船精神”诞生的历史背景，承载

的民族复兴期盼，昭示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以及时代背景所赋予的伟大意义。昭示了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以及时代背景所赋予

的伟大意义。

《决胜脱贫攻坚的燕赵答卷》河北画报社

著/河北美术出版社2022年7月版/368.00元

ISBN：9787571811167

该书以“扎根人民生活，书写伟大时代”为

主题，以“深入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主

线，通过记录一件件发生在燕赵大地上脱贫干

部与村民、村干部之间的事，涵括了亲自谋划，

亲自督导，亲自协调具体工作中遇到的酸、甜、

苦、辣，并用镜头、手写日志等方式，鲜活地把

最基层深入到群众中的驻村干部形象呈现到

读者面前，同时用质朴的语言和饱含真情实感

的文字贯穿始终，再现了驻村干部脱贫攻坚路

上的真实故事。

《清华大学藏马克思恩格斯珍本文献图

录》韩立新、蒋耘中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

年11月版/286.00元

ISBN：9787302588726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清华

大学图书馆和清华大学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

究中心特将已收藏的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

的珍惜本和手稿图片，以及与此相关的西方人

文社科经典文献的珍惜本以图录方式出版。

该书精选了其中最珍贵的100余种，对每一种

都辅以简单介绍和不少于两张的彩色配图，兼

具收藏价值与学术研究价值。

《探寻与阐释：中国革命中的几个问题》罗

平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2月

版/59.00元

ISBN：9787108073327

该书探讨了有关中国革命的六个问题：中

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为何失败、抗日战争前

期中共组织的发展与巩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

的经济政策与经费来源、延安整风是如何发动

的、“五四指示”后陕甘宁边区的土地征购、老

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全书立意新颖，史料扎

实，注重史料挖掘与史实考证，是一部论从史

出、史论结合的学术普及读本。

《碳中和与中国未来》王文、刘锦涛、赵越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版/78.00元

ISBN：9787303278619

该书立足中国，面向全球，细致梳理了碳

中和目标和国际低碳发展背景下的气候理论

传承与发展、国家政策制定与规划、行业减排

路径与进展、国际合作与竞争等前沿话题，对

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开展了十分有建设性的

探讨，着力在全球政治经济大变局下探索中国

机遇，向世界讲好中国碳中和故事，启发读者

思考蓝天之下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

“小学生革命传统教育丛书”（共3册）蔡

成谱等著/北京教育出版社 2021 年 3 月版/

61.40元

ISBN：9787570432653等

丛书包含《狼牙山五壮士》《雷锋日记》《少

年方志敏》三种，小读者可以从狼牙山五壮士

生平及狼牙山战斗情形、雷锋1958年~1962年

间所写日记、方志敏同志少年时代事迹中，了

解革命先烈的伟大志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中国的河山》（上、下册）史念海著/陕西师

范大学出版总社2022年2月版/128.00元

ISBN：9787569525724

该书收录史念海先生代表作20余篇，上册

主要介绍我国山川地貌、关隘都会，下册重在

介绍我国道路交通与军事地理，为中国历史地

理学和军事学史做出了重大贡献。该书兼具

较高的学术性和适度的普及性，是一部普及中

国历史地理知识，进而弘扬中国文化及爱国主

义精神的历史地理学读物。

《中国共产党100年地图集（精装）》本书

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地图出版社2021年12月

版/398.00元

ISBN：9787520426800

该地图集由开天辟地、土地革命、全民抗

战、解放战争、大业奠基、艰辛探索、伟大转折、

世纪跨越、科学发展、奋进新时代共10个篇章

组成，各篇章均以地图为主要表达载体，为读

者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100年。

《中国共产党简史》本书编写组编著/人民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1 年 2 月版/

42.00元

ISBN：9787010232034

该书是为配合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经

党中央批准出版的党史读本，记录了100年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

革的光辉历程，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实现国家

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和人类文明进步事

业作出的历史功绩，系统总结了党和国家事业

不断从胜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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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书入选2021年度“中国好书”荣誉图书。

“中国民艺馆”丛书（10册）潘鲁生主编/山

东教育出版社2020年3月版/2980.00元

ISBN：9787570107674等

该丛书立足中华传统造物艺术，以传统民

间生活方式、文化方式、审美方式为叙述内容，

既有乡土生活的诉说，也有昔日生活图景的回

望，是国内首套成系列地将中华传统农耕时代

的民间造物艺术进行集中系统展现的原创性

作品。全书图片均为实物拍摄，多角度表现民

艺作品的审美意象；注重挖掘之前人们较为忽

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一些民艺品类；注重

对器物的历史溯源、文化传承、工艺匠作等方

面的解读，展示其文化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辛向阳著/江西教育出版

社2022年3月版/36.00元

ISBN：9787570530267

该书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渊源、

基本内涵、社会主义性质与特征、党的领导的

作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运用与发展、

破解人类现代化难题等展开。既从学术上阐

释了深刻道理，又在揭示历史演进中融入了生

动案例；既讲了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又讲

了世界现代化的困境与挑战。该书的分析有

利于人们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

内涵和主要特征，坚定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

信心和决心，是一部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研

究的高质量的通俗理论读物。

《中国脱贫之路：从兰考到凉山的精准脱

贫实践》张青、郭雅媛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22

年3月版/65.00元

ISBN：9787202156988

该书从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阶段扶

贫开发工作特征、政策取向与脱贫成效入手，

由新中国成立后的扶贫探索时期到改革开放

后的脱贫开发时期再到党的十八大后的精准

脱贫时期，概括性地回顾了中国脱贫之路。该

书对河南兰考县和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脱贫

攻坚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总结提炼了中国式

脱贫的基本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

素、持续改革与开放的市场因素和脱贫动力被

激发的人的因素。 （下转第7版）

（第一波·45种）
理论研究类（12种）

《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正定

足迹》《闽山闽水物华新——习近平福建足

迹》《干在实处 勇立潮头——习近平浙江足

迹》《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习近平上海

足迹》

ISBN：9787202067260等

由中央宣传部统筹指导，河北、福建、浙

江、上海四省（市）党委宣传部组织编写的四

部系统记述习近平同志地方工作经历的图

书，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分别会同河北、福建、

浙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四部图书

聚焦习近平同志领导和推动地方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事业，回顾习近平同志胸怀全局、

着眼长远、心系民生、求真务实、勇于创新、敢

于担当的施政实践，全面生动呈现习近平同

志的信仰追求、为民情怀、思维方法、品格风

范和非凡业绩。

“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丛书（20册）/孙

熙国等主编/研究出版社2022年4月版/28.00

元（册）

ISBN：9787519911799等

丛书收录了从马克思高中毕业撰写的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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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客观全面地展示国内外学者关于马

克思恩格斯这些经典文本的研究状况、研究结

论和研究方法，以期对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学

习、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供参考和借

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

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

制胜的看家本领。

《共同富裕：“先富共富”的中国梦》贾康、

苏京春著/广东经济出版社 2022 年 5 月版/

88.00元

ISBN：9787545482942

该书基于已有的多项具积极意义的中外

研究成果，紧贴中国实际，围绕“先富共富”和

“收入分配”等关键点展开研讨，并借鉴发达国

家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问题对代表性案例作

出深刻剖析和总体性的基本诊断。在剖析问

题之后，以“对症下药”而“综合施治”导向，提

出中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收入分配

机制和结构，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思路、原则

和体系化政策主张，系统阐述中国实现共同富

裕的深层逻辑。

“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经典著作”译丛

[英]托马斯·莫尔等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5月

版/7800.00元

ISBN：9787100197458

该丛书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套系统译介马

克思主义来源的经典译丛，有利于广大读者深

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丛书包括反映康

德、黑格尔、费希特等人学说的德国古典哲学

经典12种，展现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学说

的空想社会主义经典20种，体现配第、魁奈、亚

当·斯密、李嘉图等人学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经典13种，共计45种55册。丛书具有系统性、

权威性、便利性等特点，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三

个来源的必备经典。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与实践》陶文

昭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2月版/60.00元

ISBN：9787530005118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客观需要。该书一方面从

历史着眼把握时代化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

律，另一方面从现实入手提出应对时代化的

策略和方案。该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

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基础理论问题；

第二部分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探讨时

代化问题；第三部分探讨了当今中国面向时

代的战略和策略。

《伟大的政治创造——中国新型政党制

度》中共中央统战部著/华文出版社2022年2

月版/68.00元

ISBN：9787507555554

全书共24万字，全面梳理了中国新型政党

制度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深入总结了

历史经验和制度成果，精辟阐述了这一制度的

优势特点，并展望了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的发展前景。该书回答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是如何诞生的”等问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成果，是继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发布之后的又一

精品力作。

《一切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

戴木才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2 年 1 月版/

88.00元

ISBN：9787218152585

该书通过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对

中国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道路的艰

辛探索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发

展，系统阐发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功密

码：“一切为了人民”。全书注重历史与现实、中

国与世界、理论与实践、人民与政党、政党与国

家、阐释与思考相结合，深刻分析了政党、历史、

个人与国家、人民之间的命运关联。入选2022

年3月“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推荐书目，获

广东省第12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中国共产党苏州历史（第一卷）（1919—

1949）》中共苏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著/苏州

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版/68.00元

ISBN：9787567235847

该书记录了1919~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苏

州的历史，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苏州这片热土

上萌芽、壮大和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记述了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苏州

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争取解放的伟大事业。

该书是一部传承红色基因、传播正能量的地方

党史读物，对于当前深入学习党史，践行初心

使命具有积极作用。

“中国之治的成功密码”丛书/刘晨光、刘水

静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 年 5 月版/

48.00元（册）

ISBN：9787300305295

新时代中华文化赖以繁荣兴盛的原因、基

础、条件、保障究竟有哪些？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

激荡下，推动中华文化实现繁荣兴盛为何必

要，何以可能，缘何而行？该书围绕“中华文化

为什么兴”这一主题，从理论、历史与实践的多

重维度进行分析探讨，以助益于我们对这一重

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理解，助益于新时代的文

化强国建设，助益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通俗读物类（18种）

半小时漫画党史（1921—1949）半小时漫

画团队编绘、吴波撰/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10月版/59.00元

ISBN：9787208173514

该书选取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至新中国

成立这段历史时期中极具代表性的事件，按照

时间线索，以“漫画＋文字”的形式，重点讲述

了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国民大革命、

土地革命、红军长征、抗日救亡、全民族抗战、

人民解放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等重大

主题所反映的历史背景、经过及影响，旨在呈

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带领人民浴血奋战

建立新中国的光辉历史。

“初心如故”丛书/姚桓等编著/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集团2021年6月版/169.20元

ISBN：9787559838759等

“初心如故”丛书不是简单的文献资料的

汇编，而是立足于阐释“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

主义信仰的坚定信念和理想追求”，围绕“共产

主义信仰”这一核心理念，以入党志愿书、家

书、遗书、诗词等个人的文献资料为切入口，通

过“以人的故事讲述党的道理”的方式，以鲜活

的事例对共产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

义理想信念进行生动阐释。

《共产党人的样子——感悟英烈家书的精

神力量》红星电子音像出版社2021年12月版/

108.00元

ISBN：9787884386420

该光盘以英烈家书为线索，以音频展现方

式，分3个篇章展示24位革命英烈的家书，讲

述了他们感人肺腑的故事，展现了先辈的坚定

信仰与使命担当，引导广大读者从中汲取精神

力量，凝聚对党忠诚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奋斗的强大动力。

《共和国功勋丛书——一生为农：共和国

功勋申纪兰》柴然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

1月版/80.00元

ISBN：9787213101120

该书讲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申纪兰，60

余年来如何秉持初心，凭借勤劳的双手和吃苦

耐劳的坚强意志，带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奔小

康的动人事迹。该书讲述了申纪兰作为一名

劳模代表为民发声的故事，全书语言生动、事

实准确，从一个侧面展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百

姓生活的巨变。

本期推介的45种主题出版物，基本为2021年、2022年出版的新书。

理论研究类推荐读物中既有系统记述习近平同志地方工作经历的四部著作，也有系统译介马克思主义来

源、全面展示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读本研究状况、阐释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优秀作品，还有梳理中国新型政党

制度、治理经验的代表性出版物，从多角度反映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通俗读物类推荐读物注重选取家书、入党志愿书等小切口，书写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情怀；关注共和国功勋、共和国脊

梁代表性人物，介绍先进事迹，弘扬伟大精神；以绘本、图录、歌曲等活泼形式，图文并茂地帮助读者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

科技科普类选取了四部优秀作品，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重大科技工程项目。其中有两种为立体书，

创新表现形式，增强互动体验，充分吸引少儿读者的阅读兴趣，培养其从小建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文学艺术类推荐读物的时间跨度大、体裁丰富、话题面广，有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度观察，也有对新时代

冰上运动员拼搏精神的细致描写；有表现手法多样的报告文学作品，也有以典型人物为原型创作的小说。

按出版物首字母排序

/ 书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