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周刊 教师书房主编：王珺 编辑：郭铭 实习生：钟蕾 设计：王萌萌 校对：冯华
电话：010－82296622 邮箱押2451557965＠qq.com QQ 群：226839819

2014年 1月 13日 星期一

11·

2014： 新年伊始 马上读书
———北京图书订货会抢“鲜” 读
■本报记者 王珺

被称作图书行业风向标的2014
年北京图书订货会，1月9日至11日在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 这场图书盛
会奏响了新一年阅读交响的前奏。

据北京图书订货会组委会介绍，
由中国出版协会和中国书刊发行业协
会主管主办的2014北京图书订货会
展台总数2265个， 吸引了859家新闻
出版及相关单位参展， 其中港澳台海
外华文单位121家，50余万种图书现
场展示，2500多家图书馆和新华书店
前来采购，举办活动上百场，参观人数
达8.5万人次，订货码洋34.5亿元人民
币，馆配订货码洋2.08亿元人民币，编
辑可供数目20余万种。

在这些数字的背后， 是一本本薄
厚不同、题材各异的图书，是各家出版
机构为读者烹制精神大餐的努力，是
爱书人对于好书、佳作的深切期许。本
报记者走马北京图书订货会现场，管
中窥豹，选取教育类、历史类、文化类
的几本新书， 希望以此为读者勾勒一
幅2014年的阅读地图。

教育书：经典启迪
由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单中惠、徐

小洲教授主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策划
出版的《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是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
目，包括英国学者弗里曼的《希腊的学
校》、美国教育哲学家布鲁巴克的《教
育问题史》、美国著名教育史学家伯茨
的《西方教育文化史》等10种最具代
表性的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 由外国
教育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译者
团队，历时5年翻译完成。

入选书目体现了三个特色： 一是
经典性。 入选著作在西方教育史学界
流传较广、影响较大，具有形成智慧的
教育价值。二是代表性。入选著作在西
方教育史领域代表不同的学术研究方
向和研究视角，其中既有通史，又有问
题史；既有制度史，又有思想史；既有
古代史，又有近现代史。 三是独特性。
入选著作体现了不同的西方教育史学
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不同国家教育史
学家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思想， 其中既
有传统史学研究的成果， 又有当代史
学研究的成果。 教育专家顾明远教授
认为，这套《译丛》将极大地促进教育
学者尤其是教育史学者教育理论素养
的提高，能够给予方法的启迪。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由于过时的学
校教育政策而带来的“伤害”？ 应该怎
样去应对它们？《学校会伤人》是美国
教育咨询专家柯尔斯滕·奥尔森的新
著，在这本有争议的书中，奥尔森通过
解读充满情感的故事， 说明现在的教
育制度不能生产出社会真正需要的心
灵与思想。与此相反，这个体系常常给
很多学习者带来羞辱， 降低他们的能
力并使他们感到厌烦。该书责任编辑、
华东师大出版社教育心理分社社长彭
呈军说：“这本书不同于一般的教育批
评类图书， 其中前半部分分析传统的
学校文化为何会伤人、如何伤人，后半
部分则讲教育疗伤。

颜晓川是2007年高中毕业被麻
省理工学院录取的， 他带着如何选择
专业的疑问，走访了麻省理工学院、哈
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北大、清华等一
流大学中各学科的代表性学者和学
生，写出了《一个麻省理工学生的采访
笔记———世界百余学界权威谈专业》
（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书，希望能揭开
各学科的真面目， 为莘莘学子提供参
考。

《爱———首届艾青诗歌奖全国中
小学诗歌大赛获奖作品选》（人民教育
出版社） 是首届艾青诗歌奖全国中小
学诗歌大赛的获奖作品集。 这本诗集
以“爱”为主题，是对全国中小学生诗
歌创作和教学的一次大检阅， 同时也
为教师了解当下少年儿童问题提供了
生动的样本。

历史书：互为镜鉴
《百衲本二十四史》是近现代著名

学者、 出版大家张元济先生主持辑印
的，记录了我国近五千年的历史文化。
张元济先生组织多位专家、 耗费巨资
多方搜寻汇集珍贵史书， 得宋代善本
15种、元代善本史6种、明清初刻3种，
订讹补阙，描润补缀，细校精勘，呕心
沥血18载方告功成，被文化界公认为

“华夏善本全史”， 具有极高的版本价
值、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 该书自70
多年前出版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市场
上已经很难寻到踪迹。

中央编译出版社此次重新影印的
《鲁迅藏百衲本二十四史》（820册线
装·宣纸版）， 以鲁迅先生收藏当时
（20世纪30年代） 刚刚出版的全本为
底本，原版原大，全部采用极品手工宣
纸和良墨精印。

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辑刘明清表

示， 出版人的最高使命就是弘扬和承
继中华文化， 出版社投巨资出版此书
正是践行此种理念。 一直关心和指导
这部书的出版的汤一介先生说， 鲁迅
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深刻的理
解。 他赞赏中央编译出版社影印这部
珍贵古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日本汉文史籍丛刊》 由四川大
学历史文化学院孙锦泉等三位教授联
合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收录了大量日本人运用汉语文言文、
使用中国传统史体写作的记载日本及
其他国家历史的著作， 其史料价值在
于大大缓解了国内研究日本等周边国
家历史时史料匮乏的窘况。 顺应和体
现了当前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 由于
丛刊的内容多涉及日本等与我国有着
千丝万缕联系的国家的历史， 其中与
中国关系的部分， 对于今天我们认识
与邻国的关系、 处理相关纠纷有重大
参考价值。

日本为何总是无条件忠诚于美
国，与美国形成了半永久性依存关系？
商务印书馆最新推出日本学者松田武
的力作《战后美国在日本的软实力》。
在作者看来，二战结束后至今60余年
的美日关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友好而
健全的平等关系。在许多美国人看来，

美国一直是战败国日本的最高军事司令
官。而日本在美国的软实力，即美国对日
本有计划地实施的文化攻势的驱使下，
其精神和心理一直深陷半永久性依存于
美国的“陷阱”中。

此书作者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上，
解答了日美关系的本质及其历史根源这
两个问题。有专家分析认为，日本之所以
很难摆脱在精神上对美国的依赖， 不仅
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结果， 也与日本民族
的文化及民族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汤重南教授说，
日本的民族文化就像洋葱头一样是没有

“核” 的， 剥开每一片都能发现外来文
化的影响。 这样看来， 《战后美国在日
本的软实力》 不是单纯的历史学著作，
日本的例子对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个国家的文化如
果没有坚固的“核”， 就很有可能在文
化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失去立国之
本。

文化书： 别有洞天
有人称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是一部终结之书，
终结了梁思成的神话， 却更真切地呈现
出一代建筑师乃至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
悲剧性命运； 也有人评论这本书开启了

“新中国建筑史” 研究的新篇章， 同时
揭示了当下中国城市与建筑乱象的制度
根源。

著名作家梁晓声在新作 《中国生存
启示录》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强调：
培养一种健康的价值观， 拥有一份好心
态比什么都重要。 他将自己用心灵发展
出的生存智慧反哺到精神境界中， 再用
其从社会生活中发展出的知识浸透到心
灵， 为生活在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寻找一
份心灵寄托与精神生活的充实。 他以平
常心去思考人生和社会中的常态及潜在
的问题， 用从容的心态进行新的尝试与
突破，以求为大众生活寻找借鉴。

以人文出版为核心理念的文景文化
传播公司今年将推出汪丁丁的《中国社
会的基本问题》、 张维迎的《经济学寓
言》、汉娜·阿伦特的《犹太文集》、《心智
生活》、苏立文的《东西方艺术的交会》以
及美国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超级
巨作《无尽的玩笑》……

有人希望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能
将铁板一块的梁思成研究敲开一些孔
洞， 往里注入些历史反思的生命力。 其
实阅读也一样， 每个人都有既有的阅读
习惯与偏好， 愿2014年能有一些书为
你开启一扇新的大门， 让你看见别一番
充满生命力、 思考力的风景。

2014年全国馆社
高层论坛在京举办

由《图书馆报》、中国图书馆学会
媒体与阅读委员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
书目推荐委员会主办的“2014年全国
馆社高层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 论坛
以“问道馆配产业链”为主题，邀请图书
馆、出版社、馆配商三方进行对话，为馆
配产业链的建设提出建设性意见。

论坛由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士
生导师刘兹恒教授与 《图书馆报》 社
长兼总编辑赖雪梅共同主持。 中国出
版协会驻会副理事长李宝中、 中国图
书馆学会副理事长杨沛超出席论坛并
致辞。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副
馆长孙坦、 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邵
敏等嘉宾出席， 并就馆配会的利弊、
文献资源采购渠道、 行业联盟、 书目
数据等话题进行了深入对话。 来自全
国各级各类图书馆、 出版社、 馆配商
150余人到会交流。 （王珺）

曹文轩儿童文学
艺术中心在京揭幕

1月10日， “曹文轩儿童文学艺
术中心揭幕发布会” 在京举行。 全国
多家少儿出版社领导及电影频道、 亚
马逊、 当当网等行业合作伙伴齐聚北
京， 祝贺“曹文轩儿童文学艺术中
心” 成立。

发布会上签署了包括数字出版、
游戏、 电影、 培训等多方面的合作协
议， 第一批合作方案的顺利签订成功
为“曹文轩儿童文学艺术中心” 的全
版权运营开启了大门。 人民文学出版
社党委书记、 天天出版社社长刘国辉
发布了有关“曹文轩儿童文学艺术中
心” LOGO。 自2014年起， 该LOGO将在
全国各出版社出版的曹文轩作品上统
一标示。 在国外， 立足于作家、 文学
形象的全版权运营模式已发展成熟，
并获得了巨大成功。 "曹文轩儿童文
学艺术中心"已成为中国出版集团公
司重点支持的项目。

本次发布会同时启动了“青铜葵
花儿童小说奖” 征评活动， 该奖项每
年举办一次， 旨在鼓励具有高文学品
质的优秀儿童小说创作。 （钟蕾）

福建教育出版社
推出学术精品

福建教育出版社日前在京宣布，
精选当代西方思想文化前沿一流学术
著作， 倾力引进出版综合性思想学术
书籍———《西方思想文化译丛》 在
2014年将全面推出。 据介绍， 该译丛
以普及型学术著作为主， 兼收并蓄哲
学、 政治学、 文学、 社会学等西方思
想文化领域的前沿著作， 不仅具有高
端学术价值， 还兼顾大众可读性。 除
了“洋为中用” 引进 《西方思想文化
译丛》 外， 福建教育出版社积极“古
为今用”， 全力打造的精品图书 《中
国历代美容·美发·美饰辞典》 于2014
年1月正式上市。 该书是一部具有一
定学术性、 科学性、 知识性的文化百
科全书， 将填补中国传统文化整理的
又一空白， 从书中人们可以重新全面
认识中国传统美容文化的精髓， 以及
人们审美观的发展演变。 （郭铭）

重庆出版集团
兼并重组两家公司

近日， 重庆出版集团旗下的重庆
五洲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民
营文化企业联合重组成立了混合所有
制企业———北京五洲时代天华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和五洲博尔文化传媒 （北
京） 有限公司。 新成立的两家公司挂
牌后， 将在原来拥有的“七彩课堂”、

“一点通” 等系列教育图书产品品牌
基础上， 充分发挥混合所有制经济活
力， 进一步提升市场影响力和占有
率。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
认为， 在出版领域转企改制初步完成
的大背景下， 国有出版机构已经或正
在成为市场主体， 要做大做强， 与一
些规模大、 实力强、 信誉好的民营书
企合作不失为一个有效、 重要的发展
路径。 （却咏梅）

华章公司年度新书
发布会谈企业管理

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日前
举办了主题为“走在变化之前” 的
年度新书发布会。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核心竞争力
的重要来源， 是一个企业成功重要
的生产要素。 华章公司与正和岛合
作的 《谁是这个时代的思想家》 一
书， 挑选了柳传志、 冯仑、 任志强
等7位企业家为描写对象， 他们的思
考、 企业行为、 内在的精神与思想，
成为这个时代最具有理性和建设性
的核心力量。

另外， 华章公司“定位系列图
书” 新增了 《22条商规》、 《品牌22
律》、 《品类战略》 等9位成员， 至
此， “定位系列图书” 已有21本。

（却咏梅）

2014年，那些值得教师关注的童书
■本报记者 却咏梅

经过去年中宣部等五部门对少儿
图书市场的清理整顿， 童书市场趋于
规范和理性。 据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统计， 少年儿童阅读有着巨大
的需求， 少儿出版业依然保持着较大
规模、 较高增长速度。 那么， 2014
年， 哪些童书值得我们关注？ 教师又
该如何选择呢？ 在刚刚落幕的北京图
书订货会上， 记者对2014年少儿图
书出版情况进行了采访。

记者在现场看到， 接力出版社首
次尝试将LED屏悬挂在展位上方，并
全天候滚动播放接力出版社的重点新
书宣传视频， 打破了传统的壁挂屏幕
模式，营造出一种“接力向上看”的宣
传效果。 2014年，接力出版社将携手
秦文君、王晓明、马嘉恺等童书作家共
同打造接力出版社原创板块。 因创作

销量超过100万册的“小屁孩日记”系
列而备受孩子们喜欢的黄宇， 此次推
出的新作“哈皮皮快乐成长”系列是一
套孩子推荐给自己的书， 是为小学低
年级学生读者量身打造的校园幽默成
长小说， 已被全国多所小学选为低年
级学生课外阅读图书。

高居美国 《纽约时报》 畅销书榜
榜首80周的 《无比美妙的痛苦》 简
体中文版， 在上市之际就得到北京大
学教授张颐武力荐， 今年暑期还将上
映同名电影。 根据原著小说“猫眼小
子包达达” 系列改编的同名动画片，
2014年寒假将在四川、 安徽等18个
省份的30个地方台黄金时段播出，
作家葛竞也将在全国各地开展“北广
姐姐教你写作文” 主题讲座。 作为华
人世界的励志大师， 刘墉推出了新作
《把世界带到你眼前》 （人生百忌3），
该书介绍了100个不想说但又不得不

说的秘密。 刘墉用幽默的故事将这个
斑斓的社会剖析给你看， 开出了一剂
剂或辛辣、 或酸辣、 或甜辣的青春处
方， 把一个真实的世界带到年轻读者
的眼前。

即将迎来30岁生日的安徽少年
儿童出版社宣布了“大格局， 大发
展， 大转型” 的宏伟发展规划， 围绕
“品牌出版”构建引进和原创并重的大
格局。 该社历时3年筹备获得国际儿
童读物联盟官方授权， 汇集世界范围
近50位顶级儿童文学作家佳作的大
型儿童文学丛书《国际安徒生奖大奖
书系》（第一辑）将在2014年上半年与
广大读者见面。在原创方面，将推出获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重点图书《脊
梁———女儿眼中的罗阳》、 入选国家
“十二五”出版规划的《图说团史———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长纪实》、著名
作家刘海栖的《爸爸树》丛书、“名家自

选精品系列”中的《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
自选精品集》，以及科普精品“美国国家
地理”系列等。

《玛蒂娜》 是来自比利时的国际童
书品牌， 半个多世纪以来版权输出到全
球几十个主要国家， 累计销量超过1亿
册。 步印文化公司出版的 《玛蒂娜》 故
事书收录了全部60册 《玛蒂娜》 故事，
按照原作出版的时间编排， 还原作品的
历史积淀感， 并进行重新设计。 这套故
事书描画了小淑女玛蒂娜的生活、 学
习、 游戏、 娱乐、 交友、 体育、 旅游等
一系列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以精准
细腻又不乏艺术感的绘图和平实又有诗
意的儿童语言， 创造了一个令人向往的
世界。

新蕾出版社推出了儿童文学作家张
之路的两部作品 《野猫的首领》、 《千
雯之舞》。 其中 《野猫的首领》 是一部
情趣盎然的动物故事集萃， 既有打动人
心的故事情节， 也是对现实社会的反
映， 美术大师韩美林先生为本书绘制了
精美的封面画、插图和藏书票。《千雯之
舞》包括《汉字奇兵》、《字仙之谜》、《人字
情缘》三部作品，作家将中国汉字独有的
集形、音、义于一体的特性融于奇幻精彩
的故事情节之中。一个个生动的汉字“跃
然纸上”成为故事的主角，人与人、人与
字、 字与字为我们演绎出一段曲折婉转
的真情故事， 让读者在扣人心弦的情节
中体会汉字的无限魅力。

最近在孩子们中间人气爆棚的《极
速猎人》是一个跨平台竞速网游，现代出
版社为了引导孩子健康游戏、快乐阅读，
特别邀请儿童文学作家杨鹏担任文学总
监，推出了《极速猎人》图书，包含《狂飙
大图鉴》、《极速猎人·漫画版》 两类图文
阅读品种， 以及《极速猎人·热血成长
版》、《极速猎人·魔法冒险版》、《极速猎
人·侦探冒险版》、《极速猎人·科学幻想
版》四大儿童文学品种。

被称为“台湾现当代儿童文学之
父” 的林良先生是台湾儿童文学泰斗，
他以卓越的儿童文学创作业绩， 以及虚
怀若谷的胸襟， 成为继林海音之后台湾
儿童文学界公认的“大家长”。 台湾的

许多名人都是阅读林良的作品长大的，
例如， 著名歌手林志炫就曾极力推荐
《小太阳》 一书： “我有个非常好的童
年， 看这本书能让我重温与家人在一起
的欢乐时光， 也能增加对挫折的忍受能
力。” 今年，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
了林良先生的低幼文学代表作， 这批作
品包括 《小动物儿歌集》、 《小纸船看
海》、 《我想要一个家》 等， 均为在台
湾社会流传了三四十年的名篇佳作。 在
今后的一段时间内， 还将推出林良先生
的 《小太阳》、 《爸爸的十六封信》、
《浅语的艺术》 等深受两岸读者喜欢的
作品。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举办了第七届
“名家荐好书” 活动， 主题为“滋养心
灵的视觉盛宴———麦克米伦世纪图画书
大家读”。 在品读会上， 魏钢强副总编
向大家介绍了一本开发孩子形象思维能
力的罕见之作 《圆点》； 陈晖教授则以
《园丁》、 《格林爷爷的花园》 等书为
例， 介绍了图画书对于儿童心灵感知能
力的丰富和拓展； 儿童阅读推广人王林
讲述了4届凯迪克奖得主、 美国图画书
大师尤里·舒利瓦茨极富想象力的 《黎
明》、 《下雪了》 等作品； 图画书作家
熊亮向大家推荐了有“漫画大王” 之称
的美国著名作家威廉·史塔克的作品
《会说话的骨头》、 《怪物史莱克》 等，
精妙的解读让人感受到图画书独特的魅
力和优秀品质。

在中国童书出版史上， 儿童文学作
家曹文轩的《草房子》是最经典的儿童文
学作品之一，被无数少年儿童、家长、老
师视为珍宝。如今，由长江少年儿童出版
社出版的《曹文轩画本———草房子》（共9
本）全面亮相，将原有文字版图书的9个
章节独立，各章单独成册。书中的插图全
都出自专业插画师之手， 且所有插图均
采用铅笔淡彩的手法精绘细描。 长江少
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李兵认为： “画本应
该是一种从文字内容、 绘画表现到装帧
设计都很精美的艺术品， 它要透射出一
种高雅的艺术质地， 改变孩子快餐式的
阅读方式， 重新引导中国孩子对图画的
审美态度和审美能力。”

重磅推荐 书房资讯


